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孟燕) 10日一
早，暴雨初歇，省城水雾弥漫。经历了9日晚
声势浩大的降雨，很多市民心有余悸。

“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完全不带喘气
的。济南这几天是要把一年的雨都下完
啊。”市民陈女士抱怨，下了一场这么大的
雨，但是仍然感觉不凉快。

“没下雨之前是燥热，下了雨后是闷
热，济南这天怎一个热字了得！”10日，省
城的最高温只有32 . 1℃，济南市气象台预
报员解释，由于降雨过后湿度大，人体感
觉不舒服。根据统计，10日，省城相对湿度
都在70%以上，大部分时间在90%以上。

“人主要靠水分蒸发带走热量，湿度大水
分不能蒸发，所以感觉热。”

根据气象部门统计，从9日凌晨降雨开
始，截止到10日9时，全市平均降水量74 . 1毫
米，市区降水量81毫米。商河和济阳的降水
量最为“恐怖”，分别为161 . 4毫米和107 . 6毫
米。10日凌晨商河县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
雨红色预警信号。据实况资料显示，7月9日
傍晚开始，商河县境内22个测雨点全部降暴
雨，其中17个站达到了大暴雨量级。

“降雨位置偏北，同时气流上升太快，
凝结也快，上升气流托不住这么多水，所
以雨下得很急。”济南市气象台预报员胡
鹏解释。未来几天，省城雷阵雨仍比较频
繁，天气比较闷热。

根据山东省雷电防护技术中心的统
计，从7月9日17时至7月10日上午08时，济
南共发生闪电348次，其中9日发生303次，
10日发生45次，主要区域为济南市区、章
丘北部(最密集)及商河。专家提醒市民雷
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要关闭手
机，因为电话线和手机的电磁波会引入雷
电伤人。同时，不要开电视机、电脑、VCD

机等，应拔掉一切电源插头，以免伤人及
损坏电器。另外，尽量不要开门、开窗，防
止雷电直击室内，不要把晾晒衣服被褥的
铁丝，拉接到窗户及门上。打雷时不要靠
近、更不能接触任何金属管线，如水管、暖
气管、下水管等。

雨下得挺大
天依然闷热
专家提醒雷雨闪电时

最好关闭手机

近期降雨频繁，专家教您雨天积水如何行车

积水超过排气管，车辆
本报7月1 0日讯 (记者

陈伟 ) 最近两天，省城
普降大到暴雨，部分低洼
路段积水，途经车辆不少
陷入水中熄火。如何保证
行车安全，车子进水后如
何逃生成了很多市民关心
的问题。对此，济南大友宝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
售经理表示，平时车内一
定要配备安全锤。

7月8日，河北邢台下
起暴雨，一辆轿车在一处
地下桥被淹没，车上三人
未能及时逃生全部遇难。9
日晚上，济南降下大雨。在
104国道上，记者看到，路
上雨水成河，一些低洼路
段积水接近半米，几辆车
熄火后困在了水中。来往
车辆驶过，冲过积水的时
候，溅起很高的水花。

“虽然开车时间不短
了，但遇到大雨天气，开车
还真是发憷，只能慢慢开。
但如果车速过慢，经过积
水路段的时候车子又容易
熄火。尤其是车辆进水后，
车中人员如何自救，更是
一 头 雾 水 。”市 民 左 先 生
说。

对此，济南大友宝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销
售经理介绍，车子陷水后，
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辨
明自己所处的位置，确定
逃生的路线方案。“同时，
驾驶员应该马上打开中控
锁，以防失灵，并且一定要
用手动方式打开电子锁。
车子刚入水时，千万不要

试图打开车门，那是白费
力气。车内人员所要做的
是深呼吸，等待水慢慢浸
入车内。只有在车内快要
全部满水时，车内车外压
力相对平衡，这个时候才
有 可 能 迅 速 打 开 车 门 逃
生。”

该人士介绍，车被水
淹没后，千万不要重新启
动发动机，因为此时空气
滤芯有可能进水。发动机
吸水后就无法点火，严重
的话，会把水吸到汽缸里，
将缸体敲出一个窟窿。如
果强行重启发动机，有可
能会造成发动机活塞、缸
体等严重磨损，甚至发动
机报废。

据了解，车子落水后，
车头较沉，下沉速度快，因
此车内人员应该尽快从车
后座逃生。如果车门和车
窗确实打不开，驾驶员应
用安全锤猛砸车辆侧窗的
四角，同时要注意避免被
玻璃碎片划伤。如果车子
有天窗的话，可推开或者
砸开天窗逃生。

“在暴雨天，车主应避
免开车出门。如果必须开
车，车主应避开一些低洼
路段，比如立交、天桥位置
或排水较差的路段。遇到
积水路段，水位一旦超过
排气管的高度，绝不可冒
险通过。过水的时候，车子
要保持在抵挡，不要完全
松开油门，需要减速的时
候也要缓慢松油门。”该销
售经理表示。

连续降雨地下水位抬升

趵突泉水位雨后上涨10厘米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

光营) 9日开始，省城迎来连
续强降雨，趵突泉水位一天蹿
升了10厘米，上涨到28.21米，摆
脱了黄色警戒线。专家表示，随
着降雨后的下渗，泉城近期水位
还将继续上涨，泉水有望彻底
扭转跌势，进入上涨通道。

“这场雨很及时，不然保
泉形势让人忧虑。”10日，在经
过连续降雨后，泉城地下水位
持续上涨。济南市水利局监测
数据显示，趵突泉地下水位达

到了28 . 21米，比9日同期上涨
10厘米。黑虎泉水位也增加了
8厘米，达到了28 . 09米。

今年以来，趵突泉水位一
直不稳定，进入汛期后，也一
直在黄色警戒线上下徘徊。从
5月1日跌破黄色警戒线后更
是一路下跌，并在5月16日跌
破了橙色预警线。

据济南市水利部门人员
介绍，为了保证泉水持续喷
涌，卧虎山水库前期进行了开
闸放水，再加上近期降雨较

多，为保泉奠定了较好的基
础。本次降雨将持续一周时
间，降雨转变成地下水需要一
段时间，未来省城地下水位还
将继续上涨。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夏
季省城平均降雨量将达到450
-500毫米，较常年偏多两成以
上，短时强降雨和局部暴雨的
几率增大。本次降雨后也标志
着泉城进入汛期，名泉喷涌形
势将彻底好转，迎来一年中最
好的喷涌季节。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光
营 实习生 全通江 孙庆玲)

10日，连续几场大雨后，趵突
泉泉群水位上涨，喷涌撒欢儿。
公园内七十二名泉之一的登州
泉也走出多年的沉寂，水生泉
花，时隔数年后又出现“珍珠水
帘”的奇特景观。

“这次真幸运，竟然碰到
了登州泉‘珍珠水帘’景观。”
10日，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雨后他在趵突泉公园游玩，发
现登州泉的喷涌形势与之前
大不相同，水生泉花，四周垂
下一层珠帘。

记者在趵突泉西侧的登州
泉看到，登州泉泉池呈长方形，
分外池和内池两部分，水面上
不时漂起一层水花。泉池旁站
满了观泉的游客，欣赏泉池内
的泉花和珠帘，并拍照留念。

“你看这些小泡泡，一个个
炸开，非常好看。”一位游客告诉
记者，里层的泉池中间有一道
东西向的、由无数个泡泡组成

的水帘，不断向上滚涌浮到水
面依次炸开，非常好看。在阳光
照射下，泉池中俨然挂着一幕

“珍珠水帘”。
记者了解到，2004年，登州

泉曾出现过“珍珠水帘”奇观，距
今已有9年时间了。

“以前水位比较高时出现

过，但现在水位不高，有点让人
费解。”趵突泉公园工作人员介
绍，登州泉属于溢水泉，一般来
讲，这种现象是地下水位抬升
的结果，泉隙畅通才会水生泉
花。但目前泉水水位并不在最
高点，出现这一景观确实比较
奇怪。

时隔九年

登州泉再现“珍珠水帘”

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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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趵突泉公园内的登州泉水生泉花，出现了“珍珠水帘”
景观。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公交司机教您开车防“晕水”

雨天开车

不要老盯着水看
本报记者 孟燕 通讯员 周灿银

近日，省城雨水连连，部分
低洼路段积水严重，车辆经过会
让驾驶员有一种“摇晃坐船”的
感觉，有车的朋友尤其一些新手
一旦遇到积水严重的路段，心情
紧张容易出现“晕水”现象，造成
交通事故。

所谓“晕水”，就是司机
看到急速流动的水，好像自己
在不断移动，其实这是一种错

觉，驾驶员其实一点都没
有移动，随后司机容易出
现 视 线 模 糊 、头 晕 的 症
状 。为 防 止“ 晕 水 ”造 成
的交通事故，有着十多年
驾龄的 3 5路驾驶员宋艳
平、张琰、张华楠等司机
总结了一些防“晕水”的
办法。

“眼睛不要一直盯着

水看，改变一下视线，会
消除一些视觉影响，这样
效果会好很多。”宋艳平
建议，在堵车的时候，驾
驶员可以拉好手刹，趴在
方向盘上让自己的眼部神
经休息一会儿，这样也会
有很大效果。

这些老司机提醒市
民，即使是下大雨，司机

也可以将窗户稍微打开一
点或打开空调，防止水汽
盖住前挡风玻璃影响视
线，这样还能减少眼部疲
劳。开车的时候可以嚼嚼
口香糖，提提神，增加脸
部、眼部周围的肌肉活动
量，也可以适当做做“眼
保健操”，增加眼睛舒适
度。

▲9日晚上，104国道上雨水成河，来往车辆都小心行驶。 本报记者 左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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