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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迎首场洪水过程
入汛以来市平均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偏多68%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宋冬玲 于传宁) 受

西南急流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从
10日夜间开始到11日，滨州市继续
降雨天气，滨州市气象台于11日12
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截至下午5
时，滨州市平均降雨量20毫米，受其
影响，滨州市主要河道也迎来了入
汛以来的首场洪水过程。

记者从滨州市水文局了解到，7
月11日6时至17时滨州市平均降雨
20毫米。其中高新区最大为44毫米,
邹平县、北海新区最小为4毫米，其
它县区在8～38毫米之间，市区39毫
米。最大点雨量为博兴县吕艺59毫
米。滨州市气象台于11日12时00分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截至11日17时，今年以来滨州

市平均降雨量304毫米，比历年同期
偏多75%，比去年同期偏多43%。入
汛以来滨州市平均降雨量216毫米，
比历年同期偏多73%，比去年同期
偏多68%。

受连续降雨影响，滨州市主要
河道迎来了入汛以来的首场洪水
过程，小清河石村水文站11日8时
出现洪峰，水位3 . 50米。德惠新河

白鹤观水文站11日8时水位5 . 12
米，目前水位仍在上涨。徒骇河堡
集闸水文站首个洪峰出现在10日
10时24分，水位5 . 31米；受后续降
雨的影响，堡集闸水文站又出现了
新一轮的洪水过程，据11日16时12
分监测资料，堡集闸水文站水位达
到5 . 82米，流量达到524m3/s，目
前水位仍在上涨。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今起
三天滨州市仍有中到大雨侵袭。不
过，值得庆幸的是，在这连续降雨的
天气里温度不会超过30℃，最高温
维持在27℃左右，市民短时间内可
以享受夏日难得的凉爽天气，只是
需要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带好雨伞、
雨衣等雨具，做好防风防雨防雷的
准备。

滨城区农作物

受灾面积超13万亩

本报7月1 1日讯 (通讯员
张 霞 侯 鲁 广 记 者 王 泽
云 ) 9日城区开始强降雨，致
使部分乡镇农田积水，棉花、
玉米、瓜果等农作物被淹，部
分房屋受损。截至 1 1 日，据滨
城区民政局初步核实统计，农
作物受灾面积 1 3 4 7 6 0多亩，总
体数据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截至 1 1日，滨城区玉米受
灾84675亩，棉花受灾50085亩，
倒塌房屋131间，损坏441间。

各乡镇 (街道 )、各部门将
加强应急值守，严格执行 2 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确保
各 种 信 息 畅 通 ，密 切 关 注 汛
情。

再遇大雨

这些路段可绕行

出行难
从9日开始，滨州市区内

连续降大雨，许多房龄较老的
小区内布满积水，下水道排水
不畅，积水翻涌到小区地面让
小区内的气味十分难闻。图为
樊家巷小区内积水较多，市民
出行十分困难。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刘涛 摄

今日滨州

连天雨淹了村民西瓜田
多亩西瓜泡水中，瓜农出售成难题

本报惠民7月11日讯（记者 张
峰） 8日夜间开始阵雨，到了9日下
午5点左右开始发威，一直持续到10
日上午10点前后。这场雨给惠民的瓜
农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部分瓜田被
淹。据气预报，未来三天仍有中雨，西
瓜怎么卖出去成了惠民瓜农面临的
一个难题。

10日上午9点多，记者冒雨赶到
惠民西瓜主产区麻店镇，由于刚下过
雨，距离县城15公里的肖万西瓜交易
市场比较冷清。市场内停着六七辆等
着收西瓜的大货车，三三两两的拖拉
机赶来卖西瓜。受瓜品种和降雨影
响，西瓜价格从两毛五到四毛不等。

“我的瓜是高抗8号，两毛五一斤。”刚
卖完一车西瓜的一名瓜农说。“今天
卖的瓜四毛一斤，昨天是四毛六。”另
一名瓜农趁着再次下雨之前将最后
一车瓜拉到市场来卖，“这一车瓜大
约3700多斤，比昨天少卖200多块
钱。”

肖万市场负责人卞先生说，不下
雨的时候，市场里的车停得满满的，
今天来买瓜的车算是很少的。卞先生
分析，西瓜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很
大，一天之内不同时间段甚至每斤都
有2到3分钱的波动，“比如上午4点到
6点，西瓜价格稍微高点，6点到10点

大量西瓜上市，价格就会有所回落，
但一天涨落不会太多。”“就今天这几
辆车的话，即便不是很好的瓜，也能
卖三毛七八到四毛。”

在麻店镇傌家村，村民董焕云正
忙着将瓜田里的雨水向外排。此时田
里的水到了小腿中部，十几斤重的西
瓜半漂在水面上。董女士家种了20多
亩西瓜，到现在卖出去约一半，“只要
水赶紧排出去，不出太阳还不要紧，
太阳一晒水热了之后，西瓜不仅不好
吃，还有可能烂在地里。”

董女士说，昨天卖瓜的时候每斤
4毛，到了今天价格跌到了3毛多，“一
下雨西瓜就便宜，两三天之内就得卖
出去，收瓜的摸准了，西瓜不卖也不
行。”董女士的说法在该村南边的德
仁市场内得到证实。来自内蒙古的一
名客商说，“下雨肯定降价，至少两天
之内，西瓜摘不出来，几乎可以肯定
地说价格得降到3毛以下。”

在辛店镇靠河李村，村民闫先生
正忙着将下雨前摘的西瓜以每斤三
毛五的价格卖出去，“地里还剩一半
瓜，都淹了，弄不出来，没办法。”记者
一路探访多个村庄，村民表示，现在
能做的只能是赶紧排水，或者赶紧将
西瓜摘了，放在树林里太阳晒不到的
地方。

暴暴雨雨给给惠惠民民麻麻店店镇镇的的瓜瓜农农造造成成了了不不小小的的影影响响。。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峰峰 摄摄..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刘涛)

“卖不卖的，就当是晒晒。”清怡市
场水果商贩刘先生无奈地说。一场
大雨让整个滨州成了一座水城，不
仅对交通产生影响，还对城区集市
造成冲击。受此次降雨的影响，未
来几天菜价可能要接连上涨。

10日，记者分别走访滨州市区
各大集市，市场上唯一有人气的是
几家肉铺摊。据一家肉铺摊主韩师
傅介绍，下雨对猪肉销量有一定影

响，平时他们主要将肉卖给饭店、
超市等固定客户，每天都向他们送
定量猪肉。但雨天对散户有影响，
销量要比平时少卖近1/3。

记者通过走访了解，下雨对近
期肉类价格影响较小，但对蔬菜价
格影响较大，预计未来几天，菜价
会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据六街蔬菜批发市场常年从
事蔬菜批发生意的胡先生介绍，庄
稼地里种的蔬菜经过这场大雨洗

淋后，肯定会出现腐烂现象。由于
地里泥泞，菜农不能将菜及时采
摘，致使蔬菜货源少，从而抬高蔬
菜价格。

胡先生告诉记者，蔬菜中受此
次降雨影响较大的是一些叶菜，这
些菜未来几天价格可能涨幅较大。

11日，受降雨影响部分蔬菜开
始涨价。据菜贩董师傅介绍，今天，
涨价幅度最大的是茴香、韭菜。昨
天茴香1 . 7元/斤，今天一斤卖到3

元，韭菜昨天1 . 5/斤，今天涨了一
块多。因为接连下雨，茴香、韭菜在
菜地里不能及时收割，并开始出现
腐烂，造成货源减少。

另外黄瓜、西红柿价格也出现
小幅上涨。董师傅预计，再过两天，
蔬菜价格会普遍上涨，由于阴雨
天，蔬菜特别是叶子菜生长慢，受
雨水浸泡，极易出现腐烂现象，“未
来两三天蔬菜价格每斤平均上涨
四五毛。”

蔬菜采收不及时，货源减少
未来几天菜价可能要上涨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孙建琨 窦玉芹) 9日

至10日，滨州城区暴雨来袭，市园林
部门采取紧急措施，迅速启动防汛
应急预案，积极应对暴雨对城区苗
木造成的危害。

市园林部门调集绿化一队、绿
化二队、风景园林科一线职工及部

分临时工40余人组成的应急预备
队，出动工程车6辆，在第一时间分
头到城区范围内二十余条路段逐
一巡查清点苗木受灾害情况，并及
时通知养护路段的承包责任人巡
查各自路段的受灾情况。重点巡查
的是城区大树倒伏，尤其是行道
树、绿带边沿大树，其次是绿带中

大树倒伏的，经过3个多小时的地
毯式巡查清点，初步统计城区倒伏
树木共有19株。

在清点完毕后，园林工人第一
时间冒雨到现场将倒伏大树扶正、
加固，并及时将断头、断枝的苗木进
行清理、截头，整项工作一直进行到
下午1点。

城区19株

树木倒伏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张凯
见习记者 谭正正) 大雨致使
城区不少道路淹没，部分积水严
重导致车辆抛锚。1 0日再遇大
雨，这些路段可绕行，记者对城
区出现积水和可能出现积水、滑
坡的路段进行了解。未来几天滨
州还将下雨，市民路过这些路段
要格外注意。

黄河六路 (渤海九路-渤海
十一路 )：在黄河六路滨州博翱
职业中专门前，记者发现很多地
方积水已没过膝盖，在中专门前
积水深度超过半米。路北侧部分
商铺进水严重，室内物品被水侵
泡。博翱职专一教师介绍，目前
学校两座教学楼一楼全部进水，
他们组织教师用水泵往外抽水。

渤海八路(黄河四路—黄河
二路)：在现场发现，部分车辆停
在了黄河三路交叉口，一司机沿
渤海八路行至此，因水过深只能
无奈调头绕行。一民间救援队成
员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开始已
有3辆车在此抛锚。

黄河三路(渤海七路—渤海
九路)：整条街道积水较深，渤海
国际对面路段积水超过30公分。
采访中，一辆白色面包车自西向
东行至邮储银行门前抛锚。马路
上的水向剧场街倒灌，导致整条
街大部分店铺进水。

长江一路(渤海十八路—新
立河西路 )：整条路积水自西向
东逐渐严重，水最深处超过20厘
米建议行驶此路段市民绕行，或
在渤海十七路向北行驶。

渤海十八路 (长江一路以
南 )：该路段南北双向车道均有
不同程度积水，在上海世家小区
门前积水最深，部分地方积水超
过膝盖。建议途径此路段车辆绕
行其他道路。

渤海七路(渤海国际一侧道
路)：记者在此发现路段有积水，
建议小型车绕行。实地探访发
现，水最深处约20厘米，渤海七
路向北通行暂无大碍。

如果市民还发现有哪些地
方积水较深，欢迎致电本报或@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本报编辑部
电话：3210021 . 32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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