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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揭秘建党百年系列庆祝活动背后的气象保障工作——

35 人最强专班提供逐小时精确预报
六七月份的北京，高温、雷雨、大风、冰雹等天气
是
“常客”。在强对流天气如此频繁的季节，建党百年
系列庆祝活动是如何与天气
“抢跑”，一次又一次圆满
完成的？昨天，北京市气象局庆祝活动气象预报服务
专班的专家们首次集体亮相，揭秘了建党百年系列庆
祝活动背后那些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保障时刻。

挑战
“同时对两个地点精细预报”
“6 月的天气，就像孙悟空的 72 变，各种强对流天
气说来就来，变幻莫测。”提起入汛后北京的天气，北
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蕾先打了个比方，在这种天
气背景下，很难提前一至三天给出定时、定点、定量的
预报。再加上北京三面环山的地形、超大城市复杂下
垫面等因素的影响，
精准天气预报更是难上加难。
“相较以往的重大活动，这次预报需要同时关注
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大会和国家体育场举办的文艺演
出的天气。两场活动举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对气
象条件有不同的高需求。”雷蕾说，在汛期同时做好两
场活动的气象预报，
是非常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和解决这个难题和挑战，北京市气象
台、国家气象中心、在京部队、科研院所及民航部门的
35 位预报专家联合组建了“最强阵容”预报专班。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预报专班对近 20 年天安门地区
“7·1”
前后高影响天气类型、天气背景概念模型、预报
难点进行了分析。尤其针对 2010 年至 2020 年的 6 月
20 日至 7 月 5 日，进行了逐日天气分析统计，凝练典
型案例天气系统和预报关键点。通过不断反复深
“抠”细节、召开历史同期高影响天气复盘研讨会，专
家们逐渐对目标区域的情况了然于胸。

观测广场座位温度避免人员中暑
“我们平时的天气预报是利用百叶箱对空气中的
静温度进行预报，但是不同的地面环境下人体对温度
的感知是不一样的。”雷蕾介绍，比如天安门广场面积
大、地面为水泥材质，白天可能会更晴晒、风力也较
大，但到了夜间温度下降会更快。为了将预报进一步
精细，预报专班实地踏勘了天安门、鸟巢的观测环境，
结果证实气象观测站的风力、温度和天安门广场、鸟
巢内部确实有差异。
通过实地勘探，专家对两个地点的气象要素特点
心中有数，同时也尝试并完成了一些非常规的气象预
报：针对避免出席活动人员因高温而中暑的需求，应
急开展不同材质座席温度观测和精细化分区域体感
温度预报；为保障鸟巢顶部烟花燃放以及节目威亚空

中表演的安全，提供了不同高度风速风向等气象要素
实况和预报服务；根据天安门地区飞机飞行表演需
求，
提供了能见度、云底高度、云量等预报服务。
“不同场地、不同活动内容对气象信息的需求是
不同的。”负责现场服务保障的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
报员赵玮进一步解释了非常规预报的必要性，
“比如
鸟巢文艺演出时有焰火燃放，我们就需要对燃放焰火
关键时间节点做精细预报，精确到分钟级的风向、风
速和相对湿度预报，观众撤场时段降雨情况等。再比
如，晴热高温天气下，天安门地区人群的体感舒适度
和不同材质座椅暴晒后温度变化等有很大关系，所以
我们提供了精细化温度预报服务。”赵玮说，现场服务
人员通过实地感受和了解，及时将需求信息反馈给气
象局，专家团队则会在天气会商和服务中重点对这些
内容关注并给出防范建议。

六次现场活动高温、
强对流竞相登场
据赵玮介绍，鸟巢文艺演出的三次现场保障时间
分别是 6 月 22 日、25 日和 28 日。 这三次演出分别遇
到了不同的天气：
22 日白天北京晴晒、气温高，
演出阶
段阵风较明显；
25 日北京地区出现雷电、短时强降雨、
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演出因雷雨和大风暂停半

个多小时；
28 日存在分散性雷阵雨的风险，
且气温高、
湿度大，
体感闷热。
同样，天安门庆祝大会的三次现场保障活动遇
上的也是三种不同的天气：6 月 12 日，天安门出现
35℃以上高温天气；6 月 26 日北京出现小阵雨；6 月
30 日至 7 月 1 日，庆祝大会期间的天气尤其复杂，
“30 日夜间出现了雷阵雨、1 日上午零星阵雨、1 日
下午还有雷雨大风。”赵玮说，这六次现场保障期间
高温、强对流竞相登场，天气复杂多变，充分体现了
北京 6 月底的天气特色，也从侧面证明了预报难度
有多大、保障任务有多重以及现场气象服务的压力
有多大。
7 月 1 日中午，天安门广场的庆祝大会结束，气象
服务保障却并没有停下来。根据预报，下午大会撤
场期间，天安门地区将遭受飑线系统影响，出现雷雨
大风天气。
“为了保障撤场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现场
数万名工人的安全，我们利用多波段雷达组网产品、
关键区精密立体监测网数据，结合‘睿图’模式体系
等核心技术预报产品，对 1 日下午雷雨过程做出了精
准临近预报，在两个回波带中寻找降水空当，为撤场
工作‘抢出’作业时间，保障了后期撤场工作的顺利
进行。”
文/本报记者 赵婷婷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
在抗战馆开幕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500 余件文物还原共产党抗战史

本报讯（记者 崔毅飞）以物叙史、以物证史，昨
日，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幕。北京青年报记者从现场了
解到，该展览被中宣部、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为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精品展览，共展出文物 500
余件（套）。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蓄
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就此拉开序幕。为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4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联合全国 60 家博物馆、纪念馆共同举办“中流砥
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
展览汇集各馆精心遴选的文物和文献史料，辅以
珍贵历史图片 80 余幅、统计图表、历史地图以及多媒
体场景展示，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
史。展览由“勇担历史重任 誓为民族先锋”
“ 秉持民
族大义 坚持团结抗战”
“ 制定胜敌方略 引领抗战方
向”
“开辟敌后战场 开展人民战争”
“推进伟大工程 夺
取抗战胜利”
五个部分组成。
为便于读者观看此次展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展
出的 500 余件（套）文物进行了梳理，
主要归为三大类：
一是共产党 14 年抗战的典型文物以及党在关键
历史节点的重要文献。例如：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
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
三省事件宣言》，
1937 年 9 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

作宣言》，
1939 年 7 月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两周
年对时局宣言》；
二是反映抗战烈士、英雄人物、广大党员感人故
事的典型文物。例如：1932 年杨靖宇领导建立的南
满游击队的队旗，1934 年赵一曼在黑龙江珠河开展
群众工作期间、养伤时穿过的靰鞡鞋，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的证章、证书、教材，左权在山西武乡砖壁村
八路军总部时用过的锥子等；
三是在党的号召下，广大群众、海内外同胞、国
际友人支援抗战的典型文物。例如：九一八事变后
写有“男儿激义愤，杀贼此其时”的《抗日新歌》手稿，
李少言创作的经典代表作、表现八路军帮助群众重
建家园的版画《重建》，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就地取材、
制作药箱和夹板等医疗用具使用的推刨，英国记者
詹姆斯·贝特兰采访毛泽东、朱德的谈话记录整理的
英文打字稿等。
此外，抗战馆目前开放的展览还有《伟大胜利 历
史贡献》主题展览、台湾同胞抗日史实展览。需要提
醒观众的是，抗战馆实行预约、错峰、限流参观，单日
限流 5000 人。观众须提前通过抗战馆官方微信公众
号实名预约，儿童亦需预约，现场出示北京健康宝和
本人身份证，经测温安检有序入馆。抗战馆开放时间
为每日 9:00—16:30（16:00 停止入馆），每周一例行
闭馆。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矗立百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童朝晖

劳动界
“明星”
开启中国工人运动

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医者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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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巡礼·红色印迹

党旗在一线飘扬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旧址、工人夜班通俗学校旧
址、
劳动补习学校旧址、
工人俱乐部旧址……位于京西
卢沟桥畔的长辛店镇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这里也
留下了无数的红色印迹。正是在这里，先进知识分子
与工人阶级实现了初步结合，马克思主义开始真正走
进工人中。百年之后，位于丰台区长辛店大街 174 号
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仍在默默诉说着它承载过
的历史。近日，
北京青年报记者实地探访了这处旧址。

今年 6 月 28 日，党的百年华诞前夕，党中央决定
授予 186 名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北京
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正是其中之一。在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卫健
委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
童朝晖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就
奔赴武汉，参加新冠肺炎防治工作，获得“重症八仙”
的美誉。他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用专业、专注，
践行着一名医者、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工人俱乐部”
为铁路工人谋福利
在长辛店镇曹家口北侧，有一处民宅平房，大门
的墙上挂着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
的标识牌。历史
资料显示，
1922 年 4 月 9 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一次筹
备会在此召开。1923 年二七大罢工时，
这里是领导长
辛店工人参加罢工的指挥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这里成为居民住宅。1979 年 8 月，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旧址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3 月，被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1 年，长辛店数千名铁路工人第一次在共产
主义小组的领导下，
举行了
“五一”纪念大会和游行示
威，并在大会上宣布成立工会。不过，在工会执行中
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工会里混进了工头、员司、巡警
等 人 ，这 些 人 并 不 能 真 正 代 表 工 人 群 众 的 利 益 。
1921 年 10 月 20 日，工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
工会改为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
并于 1922 年
4 月 9 日召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
“工人俱乐
部”这种形式随后被全国各地工人效仿。
1922 年 8 月，
邓中夏等共产党员代表向长辛店机
厂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住宿条件等 8 项要求，并限
工厂 24 小时之内答复，否则立即罢工。当时，工头对
工人俱乐部的要求置之不理。工人俱乐部于 19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第二天全体工人
罢工。1922 年 8 月 24 日，大罢工正式开始。京汉铁
路其他站点积极响应，相继罢工。长辛店 3000 多名
工人经过 3 天的罢工，给军阀政府造成很大威胁，长
辛店机厂最终答应工人俱乐部提出的全部要求，罢工
取得完全胜利。

劳动界“明星”让工人找到归属感
历史资料显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建立之后，具
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自北而南蔓延到京汉铁路沿线各
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
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
种权利。长辛店模式不但推动着京汉铁路工人运动
和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而且扩展到铁路领域
之外。1923 年 2 月，包括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内的京
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促发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走
向高潮的推进剂。
对于长辛店工会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
地位，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说：
“北
方铁路工人知道长辛店有个俱乐部，大家不觉油然而
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
‘天国’，于是各处纷纷派代表前来长辛店参观……各
地代表归去后也模仿长辛店组织起俱乐部了。北方
各铁路开始有了工会的萌芽。”
在 1921 年 7 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北京的
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作了报告，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
《共产党》月刊称赞长辛店
工会
“办会很有条理”“
，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
动界的一颗明星”
。
丰台区委党史办宣教科科长王真胜介绍，
“长辛
店铁路工人会”以“联络感情，实行互助，谋求改良地
位，增高生活，得到共同幸福”为目的，是京汉铁路工
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在北京的共
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工会带领工人们开展政治斗
争，维护工人利益，取得很好的效果，长辛店的工人运
动迅速发展。
文/本报记者 蒲长廷 摄影/本报记者 杨益

连续战疫 250 余天 行程超 1.5 万公里
童朝晖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已达 32 年，在应对每一次突发应急公共卫生事件中，
他均以精湛的医术，出战必胜，护佑人民群众的生命
健康。2003 年 SARS 疫情暴发后，38 岁的他承担了
北京市 SARS 主检医师的艰巨任务，对大量临床观察
患者进行筛查分检。同年 4 月，成为 SARS 定点医院
的病区主任，带领团队取得了百余名患者无一例死亡
的战绩。
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连续创下多个第一：2008 年
发现北京市第一例 H5N1 禽流感患者，
2013 年诊治北
京市第一例 H7N9 患者，2019 年 8 月发现并成功救治
北京市第一例 H5N6 禽流感患者，2019 年 11 月诊断
救治 109 年以来北京市首次出现的两例输入型肺鼠
疫患者，
彰显了首都医务工作者的大爱担当。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 年 1 月 18 日，他作为
中央指导组专家奔赴武汉。一到武汉，他就扎进隔离
区，用了整整两天时间，把所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情
况摸查了一遍。不仅如此，在危重症病房里，他对监
控仪器的线路、导管等摆放位置不合理的问题，也都
逐一调整，并耐心给医生做示范解释，督促医务人员
关注患者的每一个细节。
那段日子，他白天查房、救病患，晚上开会、写方
案。忙碌之余，他还及时整理发现和思考，写诊疗日
记，通过媒体分享给全国乃至世界的同行。他提出的
“每个医疗队都要建立临时党支部，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
“鉴于早期重症、危重症患者不断增多，

预后不良，提出
‘关口前移、积极救治’”等多条建议都
被中央指导组采纳，还参与了第 2-8 版新冠肺炎诊疗
方案及第 1-3 版新冠肺炎的重症、危重症诊疗方案的
撰写。多项任务压身，巨大的体力透支，让他一下瘦
了 8 斤。但是他却说：
“ 医生这个职业就是见了病人
就要救；
作为党员，
国家有需要，
就必须冲锋在前！
”
武汉疫情缓解后，按照上级要求，他连续转战哈
尔滨、吉林、青岛、北京、石家庄、通化等多地，始终奋
战在抗击疫情最前线。疫情期间，他连续战疫 250 余
天，行程超过 1.5 万公里。在新冠重症病房里，他度过
了春节、元宵节、
“ 五一”劳动节、端午节以及自己 55
岁的生日，参加了武汉和湖北的新冠疫情阻击战和多
个地方的
“局地疫情歼灭战”
。

积极投身科普 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新冠肺炎阻击战打响后，童朝晖抽出时间积极
进行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宣传。2020 年 1 月
29 日，童朝晖接受央视新闻联播记者采访，向百姓介
绍了对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案和成效，化解公众的
紧张情绪；1 月 31 日，他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
号的采访，解释实验室试验和临床有效性之间的差
异，告诫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开窗
通风不盲从。
2 月 8 日，童朝晖再次向百姓介绍了病毒和机体
免疫规律，指出抗体会持续半年，一般康复患者半年
内不会二次感染。随着出院患者日渐增多，患者对出
院后如何康复存有困惑，他又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声，
提示大家安心静养，根据 SARS 康复患者的随访经
验，告知大部分患者肺功能一年内可以康复。他的专
业指导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二名，话题浏览量达到
8419.8 万次。
在整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童朝晖发挥医学
专家的专业特长，多次接受媒体采访，客观公正澄清
事实，回应社会关切，解答公众疑惑，普及科学知识，
消除社会恐慌，积极正面引导社会舆论，起到了
“压舱
石”的作用，为疫情防治工作作出积极贡献，增强了公
众科学防范疫情意识和战胜疫情的决心。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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