
毕 业 生 在

校园留下珍贵

的合影。

信息时报记者

黄丽霞 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思雨 通讯员

郑海涛 梁准 ）

2022 年暑运即将来临。

为便于广大市民暑运期间出行，广州公

交集团天河客运站客即日起可提前 20

天购买暑期汽车票，同时，广州公交集

团长运省汽车客运站

（下称“省站”）

即

日起可提前 10 天购买汽车票。

据悉，省站及天河客运站的省内省

际汽车票票源充足。根据近期客源情况

分析，暑运期间日发送旅客量较日常会

有小幅增长，旅客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

号

（天河客运站 ：

gzthkyz

；省站 ：广东省

汽车客运站）

、小程序，或者到车站售票

厅，通过支付宝、微信、现金自助售票终

端和人工窗口等方式，提前购买暑假期

间的汽车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丽霞）

又到

一年毕业季。 6 月 22 日、6 月 23 日，越

秀区的小学六年级学生迎来毕业考

试。 昨日上午 11 点 50 分，记者来到广

州市知用学校，伴随着“叮铃铃”的铃

声响起，同学停笔交卷，这也意味着他

们结束了小学生涯最后一场考试。

考完试的同学都非常激动， 大家

热烈交谈。当日下午，知用学校还组织

毕业班学生拍摄毕业照， 同学们在校

园留下珍贵的合影。

该校六（5）班的智允同学表示，今

天考完小学阶段最后一场考试， 心情

很激动。“我觉得我在考试中发挥不

错。小学六年时光我过得很开心，我遇

见了很好的老师，学习了许多知识。 ”

她说自己平常喜欢画画， 所以暑假期

间会参加画室的研学活动，“当然我也

会在 8 月的时候提前学习初中知识，

做好预习准备。 ”

“刚考完试， 我感觉非常高兴，非

常兴奋。 ”六（5）班的彦俊同学说，他是

校游泳队的一员， 所以非常感谢学校

和教练对自己的培养和栽培。“暑假快

要到了， 我要和同学们痛痛快快地打

一整天的球， 同时要在七八月的时候

提前学习初中知识。 ”

同班的梓锐同学说，“这六年里，

我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烦恼， 如今即将

毕业，我非常不舍。 在这里，我要向所

有的老师表示感谢。 ”他说接下来的假

期，打算去旅游放松一下，同时要提前

预习初中知识， 为迎接崭新的初中生

活做好准备。

麦女士的孩子在知用学校六（6）

班读书。回顾这 6 年，她深深感受到孩

子的成长变化。“我的孩子原本是非常

腼腆害羞的， 上了一年级后他开始接

触足球运动。 慢慢地，在运动中，在和

队友的交流接触中， 他变成阳光少

年。 ”

麦女士说非常感谢孩子可以在这

所学校就读，“学生在校有充足的运动

时间，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

综合素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未来，我希望孩子能继续加油坚持，不

忘记自己选择踢足球的初心， 在中学

取得更大的进步。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玉琴 通讯员

刘思铭）

昨日，2022 年越秀区小学升初

中电脑派位现场会在越秀区教育局一

楼礼堂举行。 今年，越秀区小学毕业生

有 11452 人， 其中 8802 名学生参加电

脑派位。 当天下午，考生和家长已可以

通过网上查询系统查询派位结果。

今年，越秀区小学毕业生有 11452

人，经越秀区教育局审核，其中有 1093

名学生符合政策被批准提前录取。这些

学生包括八一海航班、 对口直升生、残

疾生和三侨生等。

另外， 有 8802 名学生参加电脑派

位，920 名来穗人员随迁子女被统筹安

排到越秀区公办初中就读。

在派位现场，越秀区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越秀区小升初主要有 5

个方面的变化。 其中，豪贤中学并入十

三中，今年开始停止招生，新初二初三

学生在原校址过渡至毕业；八一实验学

校与广东省华附海航少年班，面向越秀

区全区招生， 今年招生计划是一个班；

育才实验学校转为区属公办寄宿制初

级中学，招生计划 6 个班，面向全区招

生，招收对象为具有越秀区公办小学学

籍，符合越秀区公办初中电脑派位资格

的小学应届毕业生；二中应元学校转为

公办，进入二中初中部，今年不再以二

中应元的学校名义进行招生；今年小升

初派位分组中， 小学分组保持稳定不

变， 而每一组的志愿学校数进行微调，

从 12 所学校调整为 10 所。

为方便小学毕业生和家长了解录

取去向， 越秀区教育局于昨日 13 时和

15 时分别对摇号派位生， 以及来穗人

员随迁子女、返区统筹生免费开通网上

录取去向查询系统 （

网 址 ：

https://

dnpwcx.gzyxed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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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广州录得今年首个35℃

今年高温初日近十年来最晚，未来三天广州晴热天气持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熙灯）

35℃！

昨日，广州市气象台发布今年市区第一

个高温预警信号， 而国家站 35℃高温

的录得也让昨日成为广州今年高温初

日， 也是近十年来最晚出现的高温初

日。 记者从广州市气象台获悉，未来三

天广州晴热天气持续， 最高气温在

35℃或以上。

市区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

昨日 7 时 40 分，越秀区、天河区高

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 记者从广州市

气象台了解到，这是今年广州市区第一

个高温预警信号。 2021 年市区第一个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 5 月 9 日发布的。

昨日，花都区气象局观测场录得最

高气温为 35℃， 为该站今年首个录得

的 35℃高温， 同时也是花都区气象局

观测场、从化区气象局观测站、广州

（黄

埔）

国家基本气象观测站、增城区基准

气候站和番禺国家气象观测站这五个

广州国家站中，今年以来首个唯一录得

35℃高温的国家站。按照广州高温初日

的定义，即只要上述五个国家站中有一

个在某年首次录得 35℃的高温， 录得

35℃的高温那天就是当年广州的高温

初日。 显然，6 月 23 日就是今年广州高

温初日。

据统计，2012~2021 年， 广州高温

初日平均为 5 月 20 日， 最早出现在

2012 年 5 月 2 日，最晚出现在 2017 年

6 月 2 日。2022 年高温初日出现在 6 月

23 日，为近十年来最晚。

未来三天最高气温 35℃以上

高温时，气象部门会提前发布高温

预警信号。

据了解， 我国高温预警信号分黄

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红色预警级别

最高———天气闷热，连续 3 天日最高气

温将在 35℃以上为黄色；天气炎热，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 37℃以上为橙

色；天气酷热，24 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

至 40℃以上为红色。

截至昨日 17 时 3 分，广东共有 77

个市县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其中，广

州除南沙外，其他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

生效中。

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广东省维

持晴热天气，局部有

（雷）

阵雨，中北部

市县和雷州半岛有 35℃及以上的高温

天气。 其中，广州 23~26 日以高温晴热

天气为主， 局部有雷阵雨， 最高气温

35℃。

广东省气象台预测，未来几天全省

维持晴热天气，局部有

（雷）

阵雨，中北

部市县和雷州半岛有 35℃及以上的高

温天气。 具体预报如下：24~26 日，全省

大部晴间多云为主， 局部有雷阵雨，全

省最高气温介于 32℃～35℃，中北部的

部分市县、雷州半岛有 35℃～37℃高温

天气。

广州市气象台预测，未来三天全市

受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控制影响，以晴

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广州未来

7

天天气预报

又到小学毕业季 莘莘学子感恩母校

越秀8000余名小学生

参加小升初电脑派位

昨日下午开通网上查询，今年该区小升初有五大变化

今日：

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26~35℃；

明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35℃；

26日：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6~35℃；

27日：多云，有雷阵雨，27~34℃；

28日，多云，有雷阵雨，27~34℃；

29日，多云，有雷阵雨，26~34℃；

30日，多云，有雷阵雨，26~34℃。

怎样才能算高温呢？

气象意义上的高温是指， 日最高气

温达到

35℃

以上的天气现象。 我国气象

部门规定， 连续

3

天以上的高温天气过

程称为高温热浪。 高温通常有两种，一种

是气温高而湿度小的干热性高温； 另一

种是气温高、湿度大的闷热性高温，也称

“桑拿天”。广州一般属于后一种。这种天

气气温高 、湿度大 、日温差小 ，相同气温

条件下湿热比干热更易引起中暑。

高温是怎么炼成的？

气象专家： 高温的形成往往是由特

定的天气系统直接导致的，比如素有“高

温使者”称号的副热带高压。 另外，大陆

暖高压等天气系统也会催生高温热浪 。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 “热岛效

应” 对高温天气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不过， 不同的人对预报温度的感受

即体感温度也不一样。 天气预报中的气

温是指

1.5

米高处百叶箱中空气的温度，

体感温度是指人体在不同环境下感受到

的空气温度。 在相同的气温条件下，人们

会因湿度 、风速 ，太阳辐射 、着装颜色甚

至心情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冷暖感受。

天河客运站及省站可提前购买暑期车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