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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2 月 13 日讯(记者
孔红星) 13 日，雪后的泰城

道路比较湿滑，尽管执勤交通民
警全员上路执勤，并向部分道路
撒灰渣防滑，但刮蹭事故仍比平
时多出三成。
13日上午 10点左右，记者

在东岳大街附近，看到民警正
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两辆车
停靠在路边，车主正在协商处
理办法。交警一大队事故处理
民警介绍，事发时前面的车准
备在路口停车，司机刹车后，由
于路面积雪湿滑，前方车转了
180 度与后面一辆车顶撞在一
起，幸好车速不是很快，没有造
成大的伤亡。

11 点半左右，记者在岱宗
大街红门路口看到，信号灯变
成红色时，车辆陆续减速停车。

“砰”、“砰”连续两声，一辆轿车
追尾在一辆红色面包车尾部，
红色面包车又追尾在前方白色
面包车上。轿车司机下车后，向
另外两车司机说“路太滑了，即
使刹车也不行了。”由于碰撞不
是很严重，民警拍照作为处理
依据后，让司机把车开到路边，
以防发生其他事故。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
者 陈新) 久旱逢甘霖，13
日，泰安市普降瑞雪，这是自
去年 10 月份以来泰安市第 2
次明显降水。记者从泰安市气
象台了解到，截至 13 日下午 2
点，泰城降水量为 1 . 0mm，14
日降水过程仍将持续。

13 日上午 8 点半，记者还
在睡梦中就被院子里孩子们
的嬉笑声吵醒，接着就听到

“沙沙”的扫地声。刚打开房门
就感觉眼前一亮，发现雪花正
在不断飘下，院子里积了薄薄
的一层雪。房东袁女士正在清
扫着门前的台阶，她告诉记
者，今天早上一起床就发现下
雪了，好长时间没有见过下过
雪了，看着心里真是美滋滋
的。“特别是雪带给了孩子们
乐趣，要不她们整天闷在家
里，太无聊了。”袁女士说着，
指了指正在玩雪的两个女儿。
记者看到她们两个，一个用铁
锨铲雪，另一个用手堆雪人，
半成品的雪人吸引了过往邻
居驻足欣赏。

“盼了几个月终于下雪
了，迟来总比不来强！”看着久
旱的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
雪，省庄农民李国富脸上露出
了久违的笑容。田间地头，银
装素裹，雪后的田野里不时能
见到农民们忙碌而欢快的身
影，这场瑞雪给他们增加了丰

收的信心。在城区，降雪也给
人们带来喜气。记者在各主要
道路看到，行人们步履匆匆，
有的还打起了雨伞抵挡风雪，
挂在马路两边的大红灯笼上
白雪点缀，煞是好看。由于温
度不是太低，部分马路上甚至
出现了积水，汽车驶过溅起点
点水花。“老家的旱情能有所
缓解了，我们也很高兴。”市民
郑女士说，这场雪让空气湿润
了不少，对身体的健康也有好
处。

泰安市气象台工作人员
介绍，13 日，泰安市普降瑞
雪，城区降雪从凌晨 5 点左右
开始，泰山顶上降雪开始最
早，从昨夜 8 点就开始了。截
至下午 2 点，泰城降水量为
1 . 0mm，泰山顶降水量最高为
3 . 1mm，各县市区都有明显降
水。气象台工作人员说，这是
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第 2 次明
显降水。

据泰安市气象台预计，本
次降水过程还将持续。2 月 14
日，泰安市天气阴有小雪转
晴，有轻雾，降水概率 80%，北
风 3 级。最低气温-8℃ 左右。
2 月 15 日，天气晴转多云，降
水概率 30% 。北风转南风 3
级，最低气温-10℃ 左右。2 月
16 日，天气多云间阴，降水概
率 40%。南风 2 ～ 3 级，湖面 3
～ 4 级，最低气温-5℃ 左右。

盼了这么久终于下雪了
虽然不大，但让市民乐开了花

刹车转了 180度

雪天刮蹭事故增三成

走在人行道上直打滑

路面积雪少有人清理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者
熊正君 陈新) 由于 1000

多名环卫工集中到了环山路、红
门路等坡度较大的路段除雪了，
泰城部分人行道上的积雪暂时
无人清扫。

上午 11 点钟，记者在擂鼓
石大街看到，路面被来往的车辆
轧得几乎没有积雪了，但人行道
上仍然盖着厚厚的积雪，很多行
人都小心翼翼地走在人行道上。
一家熟食店的老板孙爱荣正在
清扫自家店面前的积雪，她告诉
记者，上午雪下得比较大，清扫
过后又落满地。“但是人行道上
的雪就没人除了，这一上午我就
看见不少从我门前人行道经过
的人都打了踉跄，真是很滑。”孙
爱荣说。

对此，泰安市环卫处的工作
人员解释称，此次虽然降雪量不
大，但是短时间内形成了积雪，
环卫处已经启动除雪应急预案。
对于坡度比较大的环山路、金山
路、红门路和主干道东岳大街都
进行了融雪除雪作业。“因为坡
度较大的一些道路若不及时除
雪，一旦路面上结冰，容易造成
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将主要力量
都集中在了这些道路上。环卫处
的工作人员说，希望市民能主动
清扫人行道上的积雪。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者
刘慧娟 通讯员 王玉建 马

步龙) 为减少降雪给目前正在紧
张运行的春运带来的影响，13 日，
泰山火车站和泰安汽车总站等都
启动了雪天应急预案，组建扫雪
应急分队，5 分钟之内就可到达指
定位置进行除雪消融。

13 日上午，记者在泰山火车
站一站台看到，客运人员在旅客
进出站的密集通道上全部铺上了
草垫、沙子等防滑物品。10 点 15
分，1085 次列车进站后，客运人员

有序引导旅客经过防滑垫进站。
泰山医学院的青年志愿者也来到
车站帮助重点旅客提行李进站，
客运值班站长韩倩倩一边组织旅
客上车，一边提醒旅客不要靠近
站台。

正在站台上扫雪的客运党支
部书记韩明双的头发和衣服上
落了满满的一身雪花，韩书记介
绍，从早上 7 点开始，正在休班的
客运职工看到下雪都来到车站
帮助扫雪，整整 3 个小时，他们
18 个人分成 3 组在站台上不间

断扫雪。
中午，记者在泰安汽车总站

看到，无论是站前广场还是站内
停车场，都有穿着不同制服的汽
车站班组人员拿着各种工具，扫
雪除雪。泰安汽车站站长赵利民
介绍，为应对突降的大雪，车站
从各个管理班组抽调专门人员
20 多人组建了扫雪应急分队，根
据降雪量的大小确定除雪的时
间间隔，5 分钟之内就可到达指
定位置进行除雪消融。

此外，车站在进站口、出站口、

候车大厅内等重点部位安排专人
做好引导工作，防止旅客摔倒发生
意外。车站还在候车大厅内备有轮
椅、担架、医药箱等应急用品，为特
殊旅客提供免费服务。

据了解，降雪首日暂时未对
客车运行造成影响，但如果此后
降温形成道路结冰，车辆线路可
能会有所变更。汽车站将随时发
布和更新车辆信息，乘客也可以
拨打汽车站 24 小时订票咨询电
话：2188777，随时了解最新的线路
情况。

五分内就能除雪消融
车站启动应急预案

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园里，几个小朋友在堆雪人。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3岁的涵涵和妈妈在雪地里玩耍。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