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生活离不了

今天

明天

晴，南风，气温 11 ～

-2℃ 。

晴，南风，气温 1 4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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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城市

临沂天气

滨州：晴 -3 ～ 10℃

东营：多云转晴 -2 ～ 9℃

济南：晴 -1 ～ 11℃

德州：晴 -3 ～ 11℃

聊城： 晴 -5 ～ 12℃

泰安：晴 -3 ～ 10℃

莱芜：晴 -2 ～ 10℃

菏泽：晴 0 ～ 14℃

枣庄：晴 0 ～ 11℃

济宁：晴 0 ～ 13℃

日照：多云转晴 1 ～ 9℃

青岛：晴 1 ～ 9℃

烟台：多云转晴 0 ～ 7℃

威海：阴转多云 1 ～ 8℃

潍坊：多云转晴 -3 ～ 9℃

淄博:晴 -3 ～ 12℃

本报 12 月 2 日讯 (记者

张纪珍)天气本来就干旱，今天

下午又刮起 5 级左右的大风，这使

临沂的空气越发干燥。2 日午后，

全市空气相对湿度最低仅 11%。

空气湿度已经进入沙漠地区的湿

度标准了。

受冷空气影响，2 日临沂各县

区刮起最大 5-6 级的北风。由于

自 9 月 11 日以来，临沂一直没有

有效降雨，天气干旱，空气干燥，

而这种情况下，一刮风就会使空

气变得更为干燥，据市气象部门

监测，截至 2 日下午 4 点，最干燥

的时候，临沂的空气湿度仅 11%，

在市区，中午 12 点以后，空气相

对湿度一度只有 13%。

一般来说，40 ～ 50% 的空气

湿度是比较舒适的。沙漠地区的

空气很干燥，那里的空气湿度一
般在 3 ～ 15%，而 2 日临沂的最

低空气湿度，已经是沙漠的空气

湿度标准了。

天干物燥的原因就是缺水，而

从气象部门近期的预报来看，干燥

仍是近一周的主题，目前来看，10

日之前，临沂仍无降雨迹象。

冷空气没有带来降雨，却又

带来了降温，3 日大风停歇后，临

沂的降温比较明显，最高气温只

有 10℃，相比 2 日的最高温，降了

6℃ 以上。不过，周末的天气是在

逐步回暖的，并且继续刮起南风，

天气还算舒适。

但气象部门也提醒，5 日也就

是周日的白天，新一股较强冷空

气会袭来，此次降温幅度非常大，

市民要注意预防。

具体天气预报为：3 日白天晴

到少云，北风 4 级转南风 2-3 级，

气温-1 ～ 11℃。3 日夜间到 4 日

白天，晴到少云，偏南风 3 级，气温
-2 ～ 14℃；4 日夜间到 5 日白

天，晴到多云，南风转北风 3 级，气

温 3 ～ 16℃。

仨月不下雨 大风又刮起

临沂昨日干得像沙漠

本期明星宝宝

姓名：刘子晨，出生日期：2009 年 8 月 2 号，体重：26 斤。爱
好：看电视，听音乐。

宝贝趣事：有一次我带宝宝买肉回来，路上遇见同一栋楼的

阿姨。见我抱着宝宝很辛苦，她便善意地帮忙提着肉。没想到宝

宝哇的一声就哭了，边哭眼睛边看着肉。阿姨赶紧把肉还给我，

宝宝这才破涕为笑。不禁很感慨，我的宝宝真的长大一些了，知

道肉是自己家的。

秀“宝”
年轻人也爱

淘超市“尾菜”

本报 12月 2日讯 (记者 吴慧)以前

都是一些老年人在超市淘特价菜，近日

记者调查发现，打折菜区出现了不少年

轻人的身影，年轻淘菜一族正流行。

“小青菜一块五两把，芹菜一块

钱一把……” 1 日晚上 7 时，记者在

沂蒙路一家超市青菜特价区看到，销

售人员正在推出打折青菜，不少年轻

人纷纷加入选购行列。

正在挑选青菜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她就在附近一家单位上班，几乎

每天下班后都来超市淘菜，这些打折

的青菜虽然有些瑕疵，但是并不影响

食用，而且每个月还能省出一笔不小

的费用呢。

王女士以前买菜都很挑剔，现在

也经常买打折菜。王女士说，以前看

着家人买打折菜，她还不乐意。现在

身边很多年轻人都买打折的菜，她也
慢慢转变了观念，成了淘菜一族。

临沂至东北方向列车 15 日停运
本报 12 月 2 日讯 (通讯员

孙佃建 记者 王健)记者从临沂

车务段获悉，接到上级通知，因铁

路建设施工影响，部分东北方向列

车停运。

据临沂车务段工作人员介绍，此

次停运的列车停运主要为日照至牡

丹江列车，具体停运时间为：12月 14

日牡丹江开 1452次停运，12月 15日

日照开 1450次停运。其他时间照常运

行。请欲在停运时间乘车的市民早作

打算，改乘其他交通工具。

岳华：

一路走来，不免坎坷，爱

你，用心爱你，今日的辛苦会

是日后我们幸福的回味！我爱

你，老婆！

——— 爱你的金勇
卢文军：

我们从相识到现在共同

走过八年，想想刚来临沂创业

的艰辛到现有的规模，这一切

全归功于你的辛劳付出！今天

我借今日沂蒙传递我真诚的

祝福，希望我们的事业更上一

层楼！

——— 葛少宁
亲爱的宝贝文：

今天是你 7 周岁生日,爸

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

在学习上更加认真用心,不急

不躁；在生活里快乐健康,松开

紧皱的小眉头吧,不好看哦。

——— 永远爱你的爸妈
亲爱的老婆：

咱们在一起三年了，在这

三年里开心过、失望过,咱们

一起经历的风风雨雨只是希

望我能够带给你幸福。三年前

的今天我遇到了你，100 年后

的今天你还属于我,老婆我爱

你！

——— 老公何峰军

师傅：

感谢这一年来你对我的

指导与帮助，让我受益匪浅，

与你在一起的时光非常快乐！

希望你身体健康、事业更加成

功、天天快乐！

——— 徒弟王金兰

亲爱的丫头：

今天是你的生日，这也

是我第一次给你生日祝福，

希望你在今后的生活里能够

摆脱所有烦恼，快快乐乐每

一天，也希望每天都能看见

你的笑容，每天都能听到你

的笑声。

——— 会一直陪伴你的洁洁

李建阳：

今天是你 18 岁生日，爸

爸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8

岁，人生之花最绚烂的季

节，青春奏鸣曲最动人的乐

章，好好珍惜你的 18 岁，我

亲爱的儿子！

——— 爸爸妈妈

朱女士：想用价值 298 元

的全新贝蒂包一个，换同等价

值物品；

张女士：想用全新宝贝用

大地毯一张，换同等价值物

品；

杜先生：想用价值 999 元

全新“乾坤”牌英语电子词典

一个，换同等价值物品；

黄女士：想用全新电磁炉

一台，换全新品牌电饭煲一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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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盐四法

一、盐水冷冻鱼不变
干：鱼放在冰箱中冷冻时，

常会变得干硬，若置于盐水

中冷冻，鱼不会发干。

二、用盐洗菜保洁：

清洗青菜时，在清水里撒

一些盐，可把蔬菜里的虫

子清洗出来。

三、盐可使蔬菜黄叶

返绿：菠菜等青菜的叶，

如果有些 (轻度 )变黄，焯

时放一点盐，颜色能由黄

变绿。

四、凉拌西红柿宜放

盐：用糖凉拌西红柿时，

放少许盐会更甜，因为盐

能改变西红柿的酸糖比。

本月起集中整治五类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 12月 2日讯 (通讯员 孙

澎 韩玉杰 记者 张希文)临沂交

警部门决定自 12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2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客运车

辆、校车、低速汽车、三轮车、拖拉机

超员超载、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交警部门将采取定点勤务与巡

逻勤务、白天勤务与夜间勤务、日常

勤务与特别勤务有机结合的方式，强

化对 6 点至 8 点、16 点至 18 点、20

点至 22 点等重点时段和国道省道、

县乡道路、校区附近等重点路段交通

违法行为查纠、整治。对校车及其他 6

座以上的客运车辆，逢车必查；对低

速汽车、拖拉机、三轮车违法载人的，

对驾驶人处罚款，责令车主分流人

员；对无证驾驶人员坚决依法拘留，

对驾驶假牌假证机动车的，依法收缴

号牌、扣留车辆，对有盗抢嫌疑的，按

照有关规定移交刑侦部门处理。

今日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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