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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箭杆杆河河水水猛猛涨涨““顶顶””弯弯路路进进小小区区
一工地30吨水泥“泡了汤”，泰山区区委宿舍地下室灌水

本报泰安8月2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7月30日夜间，
泰城普降大雨，泰城东部箭
杆河水位达到2米。8月2日凌
晨一场雨，让紧靠箭杆河的
干休所、泰山区区委宿舍和
一在建工地被泡，地下室水
散之后留下的淤泥有2厘米
厚。

7月31日，在岱宗大街与
箭杆河交界处人行道上，沥
青路面变得坑洼不平，路过
市民纷纷减速绕道。“昨晚，
雨太大了，建起的围墙正好
堵住来水，地下的水把路面
都得顶起来了。”附近的市民
刘先生说。

围墙东侧是在建的岱
道庵居委会岱宗大街商业
楼项目部，工地西南侧一处
围墙被箭杆河的雨水冲开，
决口处垃圾遍布，在决口北
侧冲积成的淤泥有半米高。

“7月30日晚上11点半左右冲
开的，把工地里的堆放材料

都给泡了。”7月31日，现场
一位工人介绍，工地大厅里
有30多吨水泥，70包保温材
料全部泡，堆放在工地南墙

的3 0张防水材料还被水给
冲走了。“从早晨7点10几个
工人就开始清理卫生，都清
了20多小推车了。”工人李

先生说。
工地北侧是泰山区区

委宿舍，因箭杆河水位太
高，小区里的积水排不出

去，小区遍布泥土并散发臭
味。“早晨起来5点就开始清
淤了，扫了2个多小时。”7月
31日，居民刘先生说，因为
雨大水流倒灌，小区一楼地
下室都给淹了。“我家地下
室连门都打不开，里面的东
西都泡了。”居民赵女士说。
在居民李先生的地下室中，
电视、风扇都被泡，水散去
后留下的淤泥有2厘米厚。

“南面工地上要是没冲出个
口子，整个西墙就给冲垮
了。”居民刘先生说，箭杆河
南侧与岱宗大街交界处本
来没有围墙，今年河道两侧
都建起高围墙，雨水太大，
河里的水流不掉，只能往东
西两侧的小区里灌。

8月2日，记者来到箭杆河
与岱宗大街交界处，原本的围
墙已被拆除。“这几天下大雨，
要是再不弄开，雨水过不去，
不得把院子的墙给鼓塌了。”
居民孙先生说。

人行道沥青被顶开。 本报记者 王世腾 摄

部分玉米倒伏
两三天内快扶正

本报泰安8月2日
讯 (记者 王世腾 ) 7
月 3 0日，泰城普降暴
雨，岱岳区范镇农田里
的玉米出现倒伏。泰安
市农业局工作人员介
绍，玉米倒伏后需在2
到3天内突击扶起来，
并边扶边培土。

7月31日，在岱岳区
范镇的唐北单村，村东
侧农田里玉米有2米来
高，成片玉米因大风原
因，有的斜了身子，有
的已经弯腰，有的则被
齐腰折断。“玉米正结
果，倒伏后产量得减不
少。”村民王娟说。

泰安市农业局工
作人员介绍，玉米倒伏
后最好在2到3天内组
织劳力突击扶起来。村
民需边扶边培土、边追
施速效性肥料。

现场

地点:

事件： 玉米倒伏

岱岳区范镇

现场

地点:

事件： 太阳能成组刮落

新泰市城区

新泰一小区
楼顶整体太阳能悬了空

本报泰安8月2日讯(记者
王伟强 实习记者 巩克通) 7
月30日晚上，新泰迎来大风暴雨
天气，最大风力达到七级，市区
不少园林树木被刮倒，有的被连
根拔起。一小区三个整体太阳能
被刮落，幸亏没砸到人。

7月31日早上，在新泰市平
阳河边，不少树木被连根拔起歪
倒在河边。在平阳河南头，两棵
大树被风吹倒歪向河里，紧挨着
的堤坝也被冲垮了。在新泰市明
珠广场，一棵直径三四十厘米的
杨树连根拔起。“风太大了，十几
年的大树也被刮倒了。”一园林
工作人员说。

新泰市园林管理局工作人员
介绍，受大风降雨影响，新泰城区
不少园林树木被刮倒或者刮断。

在新泰市悠然天地小区，三
个整体太阳能被大风刮落，有的
已经从11、12层的楼顶掉落在地
上，还有一个摇摇欲坠，悬挂在
楼顶离地面将近30米。记者赶到
现场时，小区随处可见碎玻璃。

新泰市气象局工作人员介
绍，7月30日晚的最大降雨量出现
在楼德，达108 . 1毫米，是今年以
来，新泰迎来的最大一次降雨。

记者了解到，截至7月31日
下午，城区歪倒树木清理工作基
本完成。

冲塌小区围墙
砸扁三辆私家车

本报泰安8月2日
讯 (记者 赵兴超 ) 7
月30日晚，泰安八十八
医院东侧一小区围墙
边停放的三辆轿车被
几百斤的水泥墙体砸
扁。所幸车上没人，也
没行人受伤。

“我一听见车报警
就下楼了，没想到墙已
经倒了。”7月 3 1日早
上，家住泰城八十八医
院东侧某小区的李先
生，和另外两位邻居，
为砸在砖墙下的轿车
发了愁。7月30日晚上
的一阵大暴雨，冲塌了
小区北侧与另一家单
位的隔离加固墙体。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三辆小轿车被砖块砌
成的墙体掩埋，每辆车

顶都压着一两块重达
二三百斤的墙体碎块。
白色和银色轿车受损
最严重，墙体已经把车
辆A、B、C柱全部压折，
车内座位也受到严重
挤压，连方向盘也变了
形。车身被压扁后，高
度还不及车头部位。

一位车主说，出事
时三辆车内均没有人，
也没有其他小区人员
因此受伤。车主们找到
小区北侧单位，该单位
也派出人员到现场查
看。小区北侧单位表
示，将与车主协商解
决。保险公司理赔人员
建议，在暴雨等极端天
气，尽量把车放进车
库，或远离墙边、水道，
选择高处停放。

现场

地点:

88医院东侧

事件：

三辆轿车被砸

车辆被墙体砸扁。 本报记者 赵兴超 摄

现场

大货侧翻事件：

泰安东高速
入口北1公里

地点:

本报泰安6982110热线消息(记
者 张伟) 7月31日凌晨1点左右，
泰安东高速入口北1公里处，一辆
货车撞坏10多米护栏发生侧翻，车
厢里拉的铝制品散落四周。

7月31日上午7时许，泰安东
高速入口北1公里处，一鲁R牌照
的大货车撞坏路边10多米护栏，
侧翻在路边水沟里，车内货物散
落到四周，一个备用轮胎掉落在
路面。

货车驾驶员介绍，侧翻发生

在凌晨1点左右，当时他开车行
驶到该路段时，前方车辆突然踩
了刹车，“当时下着大雨，能见度
差，我发现时已来不及刹车，急
忙往一旁打方向。”该驾驶员说，
事发后，他打开一侧车门，从驾
驶室爬了出来。

上午1 0点左右，事故车辆
被拖走，交通逐渐恢复正常。事
故原因交警部门还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

(奖励线索提供人50元)

雨中视线太差
来不及刹车侧翻

大货车侧翻在路边。 本
报记者 张伟 摄

太阳能悬挂在楼顶。 本
报实习记者 巩克通 摄

7月30日，泰安城
区夜间遭暴雨侵袭
后，4日凌晨前后，泰
安将再次迎来全市范
围的降雨。泰安市气
象台2日发布预报称，
3日至4日夜间，泰安
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达
到暴雨级别。

7月30日夜间，泰
安出现明显降雨，一
时间伴有雷电大风，
短时雨强较大，最大
降雨点在东平县大羊
集雨量站232毫米。

该轮降雨造成泰
安城区出现多处积
水。其中，一些地方积
水较深，但河道排水
不畅，有的将沥青路
面顶起，有的冲塌小
区外围墙。此外，伴随
降雨，短时强烈阵风
也让许多高空物体和
农作物遭殃。

（侯海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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