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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烟台雪纷纷
小长假首日风、雨、雾、雪、低温齐来扰，气象部门发射68枚火箭弹人工增雨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张琪)

“清明时节雨纷纷”，在烟台却
可以改成“清明时节雪纷纷”。清
明小长假第一天，烟台市出现了
风、雨、雾、雪、低温多种天气现
象，因为天气原因，让不少市民
的假期过得不消停。

此前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会有降水
出现，2日早上天空阴沉，上午开
始有降雨出现，不过这次春雨显
得有些“吝啬”，一会儿雨就停
了。

与降雨同时而来的还有大
风天气，清明本是探亲、出游的
好时机，不过打算乘船前往大连
的旅客可要费点心思了，2日午
后，烟台海上所有航线停止航
行，受影响的船舶有170余艘，其
中包括烟台至大连航线船舶、蓬
莱至长岛航线船舶和烟台市的
所有旅游船舶。

前几天烟台市的最高气温
达到22℃，4月2日的最高气温仅
在10℃左右，下午5点的最低气温
竟然降到了3℃，降温幅度超过
了10℃，这样的低温天气使得人
们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冬天。

下午，市区突然又被雾气笼
罩，一个时段内的能见度不足500

米，对于这种不断变化的天气不
少市民连称他们的出行甚至祭
祀的计划都被耽误了。

到了晚上，天气变化更令人
吃惊，一场鹅毛大雪降临。晚上9

点多大雪弥漫，在市区不少路段

司机打开应急灯缓慢行驶。记者
驾车行驶在环山路上，雨刷器在
最高转速才能看清路面情况，路
边停放的车辆上已经出现一层
的积雪。

据烟台市气象台预报员介
绍，这次降雪过程主要集中在烟
台北部地区，主要是受冷空气的
影响而成雪，烟台市3日白天的
最低气温降至3℃，这给降雪创
造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预报员介绍，这场降雪少
见，但却算不上罕见，烟台市自
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已经出
现多次4月降雪的现象。1991年4

月25日，烟台市区曾出现过一次
降雪，2010年4月28日，烟台市市区
也有降雪，当时的降雪创下了烟
威地区最晚春雪的记录。

天气的变化莫测除了让
市民感到烦心，就连气象部门
也受到了影响。2日，烟台市气
象局人工影响降雨办公室工
作人员已经做好了人工增雨
的准备，不过由于天气变化太
快，增雨计划也被打乱。直到2

日晚上6点多，烟台又出现了
有利于人工增雨的天气条件，
气象局工作人员利用有利时
机发射了68枚火箭弹增雨，增
雨效果较明显。

人影办工作人员张建华说：
“这次降水过程云层很薄，加上
降水云系移动迅速，给实施人工
增雨作业带来不小困难。”2日全
天全市约有80人左右全部待命。

2日下午，记者在烟台港客
运总站看到了关于2、3日部分航
班因风停航的通知。据工作人员
杨先生介绍，2日的风雨天气对
大连方向的航班有很大影响，导
致 2日夜间航班全部取消，并称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将于 3日
11点首发“普罗岛”轮渡航班。

在渤海轮渡客运站，1 0余辆
货 车 滞 留 码 头 。据 货 车 车 主 反
映，滞留一天影响并不大。几位
司机也说拉的货物都不着急运

到，除了浪费时间外，其他倒没
损失。

虽然烟台港客运总站一早
就发布了停航通知，但2日下午，
记者在烟台港客运总站还是看
到有来买烟台至大连的船票的
乘客。“刚看到通知说今天停运
了，那只能等到明天了。”要回大
连 探 亲 扫 墓 的 刘 先 生 说 。在 现
场，还有不少乘客像刘先生一样
受到了停航的影响。 (本报记
者 张琪 见习记者 王晏坤 )

本报4月2日讯(见习记者
姜宁) 2日是清明小长假的第
一天，不少市民选择外出游玩。
可正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
诗境，斜风细雨低温天气搅了
市区游。

毓璜顶公园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由于下雨，天气较冷，
并且风力较强，来公园游览的
人明显少于往年，虽然他们今
年针对清明节也推出了一系列
的活动，但是到现在来看，并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南山公园，湖里的游览
船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一些纪
念品摊位前人数也不多。

格格现现场场

停航信息发布及时，影响倒不大

格格出出游游

低温细雨

搅了市区游

22日日上上午午，，在在烟烟台台芝芝罘罘区区殡殡仪仪馆馆，，不不少少市市民民冒冒着着小小雨雨前前来来祭祭奠奠
已已故故的的亲亲人人。。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金金阳阳 摄摄

格格停停车车

去扫墓

看清“停车攻略”
本报4月2日讯 (通讯员

王建 姜波 记者 鞠平)
2日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

天，虽然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
小雨，但是并没有挡住扫墓市
民的脚步。在烟台市芝罘区殡
仪馆附近执勤的交警称，当天
前来扫墓的市民有很多，给机
场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2日，在市区机场路上的
烟台市芝罘区殡仪馆门前，前
来祭祀扫墓的市民，并没有因
下雨而减少上午9时，机场路
殡仪馆门前道路两侧停满了
前来祭祀扫墓的车辆。12时，
机场路恢复了正常交通秩序。

据烟台交警三大队石学
兵副大队长介绍，当天前来祭
祀扫墓的市民较前两天有明
显增多，车辆有5千台左右。

据介绍，清明节期间，为
了方便市民停车，交警允许将
祭扫车辆呈45度角倾斜单排
停放在机场路两侧的非机动
车道上，但是在公交车站点周
边50米范围内禁止停车。因为
该段机场路有中央隔离护栏，
最好不要从护栏开口处调头，
以免引起交通堵塞。

此外，记者从交警四大队
了解到，清明期间永安公墓也
迎来祭扫的车流高峰期，该公
墓内的停车场大约能停下两
百辆车，为了方便市民，前去
永安公墓祭扫的市民可以将
车辆临时单排停放在虎山南
路两侧的机动车道。

格格停停航航

客滚船昨日午后停航
预计今日下午各航线陆续开航

本报4月2日讯(通讯员 于长
俊 郝光亮 记者 张琪 见习
记者 王晏坤) 2日是清明小长假
第一天，受大风影响，烟台至大连
航线客滚船13时起全部停航。

烟台市专业气象台11时发布
了天气预报，烟台—大连航线海
域 2日中午到夜间：阴有小到中
雨转多云；东北风6-7级，前半夜
转 西 北 风 增 强 到 8 - 9 级 阵 风 1 0

级；大浪，大涌转巨浪，巨涌。明
天白天：多云转晴；西北风8-9级
阵风 1 0级，明天中午减弱为 6 - 7

级；巨浪，巨涌转大浪，大涌。
受大风影响，包括烟台至大连

(含烟台至旅顺、蓬莱至旅顺 )航
线2 0艘船舶全部停航。蓬莱至长
岛航线共有1 8艘船舶，1 2时3 0分
全线停航。全市135艘旅游船 (艇 )

每年 4月 1日至 1 1月 1日营运，因
大风影响，2日全天停止营运。

据了解，预计3日下午，各航
线将陆续开航，具体开航时间将
根据气象预报确定，请旅客留意
报 纸 、电 视 台 、电 台 、网 络 等 媒
体。

格格出出行行

昨日迎来短途客流高峰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李大

鹏 见习记者 王晏坤) 清明
小假期第一天，烟台汽车总站、
火车站均迎来客流高峰，同比
普通月份客运量明显增加，乘
客多以去往海阳、莱阳等地的
短途为主。

据火车站工作人员介绍，
因清明假期原因，4月1日火车站
的客流量近15000人，平时客流
量仅为7000人左右，以烟台至菏
泽方向的5018次为例，平时客流
量不到千人，2日上午客流量达
1400人。“但清明节的旅客主要
以短途为主，去莱阳、海阳、桃

村等方向的乘客较多。”，工作
人员说。

同样，公路客运也迎来了
客流小高峰。据汽车站工作人
员介绍，2日客流量在15000人左
右，平时在10000人左右，乘客目
的地短途居多。记者了解到，多
数乘客都是烟台本地人，家乡
在海阳、莱阳、龙口等地，多以
回家祭扫、探亲为主。

但也不乏趁假期短途出游
的乘客，烟台汽车站还开辟了
从烟台至蓬莱“运游专线”检票
口，在蓬莱线入口处，乘客排起
了长龙。

22日日，，烟烟台台汽汽车车总总站站乘乘客客等等候候上上车车。。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王王晏晏坤坤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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