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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杀到，清明或见雨纷纷
三天小长假，气温平均低于10℃，本周岛城仍难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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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增雨助阵降甘霖
进入4月，冷空气时不时

前来阻挡岛城入春的步伐。1

日中午，市区飘下小雨，沿海
地区一直被水汽笼罩着。

截止到4月1日，青岛市
今年共有9次降水过程。1日
的降水过程中有人工增雨的

助力。青岛市人工影响天气
办公室组织崂山区、黄岛区
两个区人影部门开展人工增
雨作业，分别燃烧27根、3

根碘化银焰条，截止到1日
1 4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1 . 5毫米。

虽然1日下起了雨，但气
温并不低。青岛市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江敦双介绍，1日早
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为5 . 2℃，
白天市区最高气温回升至
7 . 0℃，郊区最高气温出现在
即墨，为10 . 4℃。

1日，岛城雨意
连绵，天气阴冷。
天气预报显示，本
周岛城中间晴，两
头雨。2日和3日短暂
的晴天过后，清明
假期岛城将再次受
到冷空气影响，或
将 应 景 地 飘 下 小
雨。不过气象资料
显示，岛城清明节
降雨几率很低，33年
中4月4日只有4次降
雨记录。

岛城清明很少雨纷纷
古诗云：“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但岛城
清明节降雨几率很低，33年里
4月4日下雨记录只有4次，4月
5日下雨记录也只有6次。

青岛市气象台气候科科
长李德萍介绍，清明节在每
年的 4月 4日至 6日之间，
1981年以来的33年中，4月4

日市区出现降雨的年份只

有1984年、1997年、1998年、
2006年，4月5日出现降水的
有1984年、1997年、1998年、
2002年、2006年和2009年。虽
然气象记录中清明当天降
雨不多，但进入4月后，春雨
将会来得更加频繁。

今年因为冷空气抵达，
岛城有望迎来“清明雨”。受
冷空气的影响，2日早晨市区

气温只有2℃左右，大部分地
区有霜冻，2日白天到3日气
温明显回升，全市最高温回
升至18℃左右。3日开始，将
有一股较强冷空气自西向
东影响我国，预计4日青岛市
天气多云转阴，5日冷空气将
为青岛市带来降雨过程，气
温下降。6日，青岛市虽然没
有降雨，但依旧阴见多云。

本周岛城仍难入春
根据气象概念，连续五天

日平均气温达到10℃以上才
为入春。青岛市3月下旬市区
的平均气温只有4 . 9℃，比常
年同期低了2 . 1℃。如今虽已
到4月，但仍未入春。

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
报，3—6日，将有一股较强冷

空气自西向东袭来，8—10日，
又将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在冷
空气的不断“打压”下，3日至7

日，市区平均气温会将低于
10℃，无法达到气象学意义上
入春的标准，岛城入春的脚步
进一步放缓。

据了解，青岛市常年入春

时间为4月12日，去年在4月15

日入春，2011年是4月7日，2010

年则为4月19日。专家预计，今
年岛城真正入春还需等一等，
虽然眼下气温变化不明显，俗
话说“春捂秋冻”，春季天气容
易反复，增减衣服一定要跟上
天气变化的节奏。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笑) 清明将至，红岛高
新区进入最佳旅游时节。1

日，红岛高新区向市民发出
邀请函，启动第二届东夷渔
祖郎君节，市民可利用假期
时间到红岛摘野菜、挖蛤
蜊，参加祭祀渔祖等各类民
俗活动。

据了解，第二届东夷
渔祖郎君节将于4月3日上
午在红岛韩家民俗村举
行，设有渔家队伍巡游、渔
祖郎君氏祭祀仪式、摇橹
划船表演、篝火晚会等环

节。游客还可参与划船、磨
磨、荡秋千、品渔家宴等体
验活动。东夷渔祖郎君节
将从 4月 3日持续到 4月 6

日。
高新区清明游，摘野

菜与挖蛤蜊也是重要项
目。目前，红岛可提供近万
亩野菜地供市民采摘，荠
菜、苦菜、车前子、蒲公英
等多种野菜品种均能见
到。作为红岛传统旅游项
目之一的挖蛤蜊，将在本
次旅游节上开启，时令小
海鲜蛤蜊、牡蛎、八带、海

螺等陆续上市，届时，市民
不仅可以亲自下海体验捕
捞的乐趣，还可品尝到最
新鲜的海边美食。

据介绍，红岛现已打
造中部科技文化、北部民
俗鉴赏以及南部滨海观光
三大旅游组团，并发展起
方特梦幻王国、韩家民俗
村、红岛休闲渔村、青云宫
及黄澜海韵苑这五大旅游
风景区。通过东夷渔祖郎
君节等民俗节日的开展，
红岛高新区将逐步形成

“渔”主题文化特色旅游。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王增 记者 赵波) 清

明节期间青岛市内高速仍
将执行小型车免费政策。青
岛市高管处为了做好保畅
工作，将于4月3日和4月6日
的21时至24时向小型客车发
放通行纸卡，并保证96586

服务热线在清明节免费期
间将全天候满员运转。

高管处工作人员介绍，
清明节期间小型客车实行
不发卡抬杆放行，除了在车

流量较大的各收费站区显
著位置设立免费通行提示
标志牌、车辆分流标志牌
外，高管处所辖收费站的
入口车道将在早7点到晚6

点全部开启，出口车道(含
复式收费亭)在早8点到晚7

点全部开启，因车流量大
发生车辆拥堵时，将启动
相关预案。应急指挥调度
平台将指挥路政、养护人
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
清障救援。同时提醒拥堵车

辆通过最近的收费站或国
省干道进行分流。

另外，市民如果遇到收
费站堵车的现象时，可拨打
96586服务热线，在清明节
免费期间，这一热线将全
天候满员运转，工作人员
会通过情报板、F屏、大型
电子情报板、青岛交通广
播电台、网站等媒介，及
时发布路况和提示信息，
引导车辆尽可能避开高峰
拥堵路段。

高速遇堵，可拨96586

求实是统计工作的灵魂，是做
好计划生育统计各项工作的前提和
保障。人口统计工作又是一项基础
性、导向性的工作，是调查国情国
力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今年以来，
李沧区始终高度重视人口统计求实
工作，通过强化“精品”意识、强
化“责任”意识、强化“创新”意
识，使各项计生资料能够全面、系
统、准确、及时地收集、整理、分
析，掌握人口总量、结构、分布及
变动等情况，推进统计信息化建设
进程。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

通过“精品、责任、创新”

意识推进统计工作

5日又要降温了
暖气还能多热几天吗？
岛城供暖进入倒计时，但天寒依旧，是否延迟停暖未定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蓝娜娜 实
习生 孟婷) 根据青岛市供热条例，岛
城将于5日24时停止供暖。可近日受到冷
空气影响，气温下降，不少市民希望能
延迟停暖。至于停暖时间是否会延迟，
相关部门还未有定论。

近日，岛城受到一股冷空气影响，
阴雨天气增多，气温下降，市区最低温
达到2℃，较前几日偏低。天气预报显示，
2日，岛城市区气温仍保持在2℃左右，郊
区最低温0℃左右，而5日，即2012—2013

采暖季规定的最后一天，岛城最低温仍
徘徊在2℃左右。

1日，在市南区福苑小区二号楼一楼
的周老太家中看到，虽然家中暖气片温
热，室内温度也达到了18℃，但76岁的周
老太仍需穿着保暖衣和棉拖鞋来保暖。

“最近天气阴冷，加上我年龄大了，虽然
家里温度有18℃了，可我还是觉得有些
冷。眼瞅着供暖就要结束了，可这天还
不暖和起来，真希望能晚停几天暖气。”
周老太说。

与周老太反映的情况类似，同住福
苑小区的冷先生称，因为家中有小孩，

近几天，他有时还需要加开电暖气才能
确保孩子不冷。“青岛的倒春寒持续时
间比较长，要是能延迟几天停暖就好
了。”冷先生说。

11时30分，记者来到青岛热电集团
第一热力公司浮山供热站，工作人员正
在控制室内监控锅炉运行信息、一次网
和二次网供水温度等情况。“现在的室
外气温是7℃，一次管网供水温度在
84 . 3℃至90 . 5℃之间，二次入户管网的供
水温度在43 .9℃至52℃之间，这个温度是
根据室外实时气温并按照供热运行曲
线自动调节变化的，满足达标供热。”青
岛热电集团第一热力公司书记赵林明
说，如果气温降到2℃，一次网和二次入
户管网的供水温度都会提高3℃至4℃。

随后，记者从其余多家供热企业获
悉，目前各家热企各级管网的供水温度
都是按照供热运行曲线自动调节，供热
状态正常。对于是否延迟停暖，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称目前此事还没有定论，而
且没有条例说明延迟停暖所要达到的
低温标准。如果本采暖季确实要延迟停
暖，将提前向市民告知。

“看天停热”能否实行？
按照山东省供热条例规定，各供

热企业都要提前7天进行试供热。为了
让市民能随时在冷天中享受暖流，青
岛实行“看天供热”，一般都会在正
式供暖前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具备点
火供热条件。

以2012—2013采暖季为例，虽然正
式供暖的时间为2012年11月16日，但早
在2012年10月底就具备了点火烘炉的条
件，此后受冷空气影响，2012年11月4

日下午，各热企在已点火烘炉的基础
上启动热态运行，比上一年度提前了3

天时间，这让市民家中早早有了暖
流，能够温暖过冬。

如今，停热进入倒计时，可岛城
的天气依然阴雨湿冷，不少市民希望
青岛能像“看天供暖”一样实行“看
天停暖”。记者从山东省其他地市获
悉，“看天停暖”的事例也有不少，
例如今年受冷空气影响，济宁市、东
营市都要求热企将供暖截止日期改至3

月18日，比原计划的3月15日延长了三
天，而淄博市更是将供暖时间延长了7

天，到3月22日结束。

工作人员随时监控所属区域供热情况。蓝娜娜 摄

11日日，，在在五五四四广广场场附附近近，，一一名名男男子子头头顶顶泡泡沫沫板板在在雨雨中中行行走走。。
张张晓晓鹏鹏 摄摄

踏青祭渔祖 红岛挖蛤蜊

本报记者 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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