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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专家退休19年，仍每天记录武汉的晴雨气温

冷也好，热也好，心中常系2万天

制图 童胤文

国内最早进行天气数值预报
如今，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是在
计算机数值预报的基础上，由预报员们
结合天气情势会商、分析做出的。“武汉
是国内最早进行天气数值预报的，上世
纪70年代就开始了。 ”赵昭炘说起这些
往事，仍倍感自豪。
当时，湖北省气象局并没有计算机
设备， 借用的是隔壁709研究所的计算
机 ，“那 个 计 算 机 比 现 在 住 的 房 子 都
大”，赵昭炘说，那种老式计算机运算速
度很慢， 一秒钟只能运算约10万次，一
般是运算一个晚上， 才能做出一份3天
的天气预报。
由于监测点有限，数据较少，早期
预报一般只能做到3天预报，7天、15天
等预报都不可能涉及。“那个时候预报
准确率也远不如现在，”赵昭炘说，刚开
始时，三天预报能达到50%的准确就很
不错的了。
那时武汉站监测到的数据，上传到
湖北省气象局，省局要打长途电话向中
央气象台报备， 长途电话信号不好，而
工作人员说话声音会互相干扰，“有时
只能钻到桌子底下去打电话，让声音清
楚些。 ”赵昭炘说起这些怀念中带着感
慨。
1998年，赵昭炘从湖北省气象局退
休，但之后，他仍然坚持每天记录气象
资料，抄录武汉的最高温、最低温、风向
风速、 湿度、 晴雨等，19年来从未间断
过。
在赵昭炘看来，天气预报技术不断
提高、仪器设备不断更新，预报的准确
率也在不断提升，国内晴雨预报准确率
基本已在85%以上， 武汉早两年就已超
过了88%。但是，天气预报是不可能百分
之百准确的，“天有不测风云嘛”， 赵昭
炘说，就算是同一个天气模式，有时也
是下雨和不下雨都有可能，甚至可能会
预报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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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7月中
下旬， 武汉遭遇持续
热浪袭击，热浪之中，
湖北省气象局退休专
家赵昭炘， 仍按计划
有条不紊地整理着气
象数据资料， 他打算
将武汉历年各候（5天
一候）的气温、降水情
况整理出来， 做个历
史极值一览表。
在气象部门工作
了一辈子，1998年退
休后，查询、记录、整
理气象资料， 仍是赵
昭炘每天 的必 修课 ，
“这不是为了工作，是
一种习惯、 一种爱
好。 ”赵昭炘说，气象
领域还有很多未解之
谜，等待人们去探索。

1955年， 赵昭炘考取了南京大学气
象系，之后到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
学） 进修，1962年被分到湖北省气象局，
在武汉工作、生活了55年，从事气象研究
大半个世纪， 赵老对武汉气象史了然于
胸，谈起武汉特别天气事件，如数家珍。
今年7月中下旬， 武汉持续高温热
浪，日最高气温一度冲高到39.7℃。“其
实武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40℃以上高
温。 ”赵昭炘说，气象资料记载，1934年8
月10日，武汉气温41.3℃，那是武汉有气
象记录以来，气温的最高极值；当年7月
中旬，还曾出现过41.1的最高气温。
不过早年武汉气象资料不完整，监
测地点也时有变动、不统一，因此1951
年之前的气象数据一般只做参考。 气象
部门进行武汉气象历史数据比对， 往往
是从1951年武汉站有完整系统的监测
开始的。“1966年7月16日~8月11日，武
汉连续遭遇27个高温日（或酷热日）。”赵
昭炘说，那是1951年以来，武汉持续时间
最长的一波高温热浪。今年7月热浪持续
时间从历史上看并不算太久，分别为4天
（7月16日-19日）和9天（7月21日-7月29
日）。
不过， 赵昭炘记忆中最难忘的武汉
天气事件，并不是热浪，而是寒潮。 他清
楚地记得，1964年4月5日清明节， 武汉
白天气温冲高到28.9℃，闷热、潮湿，那
晚他值夜班，夜里风云突变，临近深夜12
点时，窗外突然刮起8级大风，位于东西
湖吴家山的武汉监测站数据显示， 风速
达20米/秒。 那一宿，武汉气温是嗖嗖嗖
地往下掉，因为太冷，只穿了衬衣上班的
赵昭炘， 不得不在百余平方米的值班室
里绕圈跑步取暖。 4月6日早晨6点下班
时， 气温已降至4℃左右。“一晚降温近
25℃，之后在武汉再未有过。 ”赵昭炘也
因此对那次寒潮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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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气象大半个世纪

“武汉气象站”越搬越偏
“虽然有完备气象资料要从1951年算
起， 但武汉的气象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
前。 ”赵昭炘说。
资料显示， 武汉最早的气象观测始于
1869年，当时英、美、俄等国在汉口海关（现
在的江汉关）建了汉口测候所，同年11月开
始气象观测，这是武汉近现代气象观测的开
端。 但当时测候所还不具备预报天气的能
力。
汉口测候所最早那几年的观测记录多
是断断续续，且记录原本已不知去向，目前
武汉保存最早的较系统的观测资料， 始于
1886年。 在湖北省气象局档案馆里，你能看
到名为《汉口气压气温摘录报表》的泛黄档
案 上 ， 记 录 着 130 多 年 前 的 武 汉 天 气 ：
“
（1886 年）2 月 1 日 2 月 1 日 3 时 2.7℃ 、9 时
3.6℃、15时4.5℃、21时3.8℃……”
如今， 武汉唯一的一个国家基本气象
站，设在东西湖慈惠农场丁家台，那也是人
们俗称的武汉气象站。 实际上，随着城市的
发展，1951年以来， 武汉站已经几经迁徙，
从早年的汉口赵家条搬到东西湖吴家山，
2009年底2010年初又从吴家 山 搬到 丁家
台。
“目前，武汉站是武汉天气数据的代表，
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组成部分。 ”赵昭炘
解释说，气温等气象资料全球交换共享。 由
于气温会受周边环境、 地表状况等影响，光
照、通风、湿度等都可能导致气温差异，只有
按统一标准测温，测量的场所、仪器、操作流
程等都符合统一规定，才能让全球各地的气
温数据资料有较好代表性、可比性。
按照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测温计要放在
距草坪地面1.5米的百叶箱内， 百叶箱必须
通风良好，不能受太阳直接照射；周围较开
阔，无高大建筑、树木等阻挡风或遮挡阳光。
如今，在武汉繁华热闹的中心城区，已找不
到符合建站条件的地点了。“武汉站可以说
是因此被‘逼’搬得越来越偏了。 ”赵昭炘打
趣说。
记者符樱

链接
除了最高级别的武汉站之外，我市
还有4个国家一般气象站分设在江夏、
黄陂、蔡甸和新洲，也是人工观测站，观
测项目比武汉站略少， 但常规的气温、
风向风速、湿度等都会测；区域自动观
测站则有117个左右， 站距约为9公里，
监控小范围内的气象状况。
区域站属自动监测站， 无人值守，
地址：汉口建设大道 76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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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会选择建在社区、学校内，受周围
环境及热岛效应、狭管效应等城市小气
候的影响较大，所测数据一般是作为参
考。
在赵昭炘多年所从事的研究中，其
中有一项是利用电脑处理武汉中心气
象台历年各月记载下来的多年指标站
资料， 通过实时资料提供的有关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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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地检索出历史上的相似日，有的放
矢地查询出未来天气形势究竟如何演
变，作出相应的预报，而且可以通过电
脑把历史上各月所出现的代表站极值
（最高最低位势高度值、 最大最小24小
时变高等）提供出来。
—摘自论文
——
《指标站资料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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