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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乐活·大观园

夜夜晚晚狂狂风风暴暴雨雨，，白白天天高高温温逼逼人人
省城这几天陷“水深火热”，老天翻脸比翻书还快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济南这几天的天气可谓“水深
火热”。白天阳光灿烂、高温逼人，
到了夜晚就变成了电闪雷鸣、狂
风骤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7
月份的天气也常常这样。

12日晚上11点多，又是一阵狂
风大作，紧接着就是闪电和急雨。雨
下得断断续续，到了13日早上才逐
渐停止。根据统计，全市平均降水量
21.9毫米，市区降水量21.1毫米，降
水量最大的是商河为39毫米。

雨过后没有带来丝毫的清
凉，上午10点多济南就变成了艳
阳高照。1 3日最高温也蹿到了
36 . 2℃，成为今年的第10个高温
日。“怎么最近老天爷总是翻脸比
翻书还快，夜晚和白天天气相差
如此之大？”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
疑问。

济南市气象台专家解释，受地
面覆盖物的不同，白天地面辐射升
温不均匀，因此夜晚辐射降温也不
均匀。底层的暖湿气流抬升到高层，

底层不稳定能量在上升过程中释
放；而夜晚高空降温比地面要快，因
此造成底层暖高层冷的情况，高空
冷空气下沉与上升的暖湿气流相
遇后产生强对流天气。

同时，加上这两天西风带西
风槽来配合，因此这两天济南的
夜晚经常电闪雷鸣、狂风暴雨。而
白天又重新受副热带高压控制，
天空状况比较好，所以升温就快。

根据山东省雷电防护技术中
心的统计，12日18点到13日9点一

共有1147次闪电划过济南上空。
济南市气象台13日15时40分

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降为高温黄
色预警信号：受副热带高压影响，
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日最高气温均
在35℃以上，市区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将超过37℃，由于湿度较大，
天气十分闷热。

济南陷入了“一直热”的死循
环。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3日到8
月21日，如果这样看，再过8天，最
热最热的日子就要过去了。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8月14日上午9点
半，历下区委书记田庆盈带领区建
委、区城管局、区人社局、区城管执
法局、区房管局、区市政局、区教育
局、区民政局、区卫生局的主要负责
人员到12345热线接听市民来电，听
取关于历下区“四风”问题及加快经
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民生需求等方
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广大市
民拨打12345、发送短信至106-3531-
12345或登录济南政府网市长信箱
积极参与。 (陈玮)

本报讯 历城区卫生系统将公
开招聘15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报
名时间为2013年8月21日至25日，采
取网上报名的方式。应聘者可登录
历城人事人才网(www.lcrsrc.gov.cn)

和 历 城 区 卫 生 局 网 站
(wsj.licheng.gov.cn)查询详细报名简
章。咨询电话：0531-88161246、0531-
88115035。 (李钢)

记者6日获悉，为喜迎“十艺节”，
济南市园林局千佛山景区齐鲁碑刻文
化苑将举办“紫气东来--韩兰生花鸟
画展”，共展出韩兰生先生多年来精心
创作的花鸟作品50余幅。

韩兰生师从著名花鸟画家崔辉
先生，并得师祖许麟庐大师指教，深
得齐派真传。笔墨酣畅淋漓，意趣饱
满。本次展览展出时间为8月7日至9

月6日，展出地点为齐鲁碑刻文化苑
第一展室。 (王光营 胡春媛)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王艺 ) 记者13日从山东
济华燃气有限公司获悉，8月15日上
午9：00至次日14：00将对二环西路
中压管线进行停气接管。届时，二环
西路大西洋俱乐部以北两侧沿线用
户将受到停气影响。

具体停气范围包括：南沙小区、
南沙佳苑、清河苑、汇馨祥和苑、泉
城花园、市农校、民航宿舍、鑫鼎置
业、西北饺子城大灶、邮政中心大
灶、锅炉、居然之家大灶、空调。

由于此次施工影响面较大，山
东济华燃气提醒有关用户提前做好
准备，及时关闭阀门，注意使用安
全，遇到燃气问题可以随时拨打
88891190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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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凉”产品卖疯了

沉沉寂寂多多年年的的扇扇子子翻翻了了身身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董钊) 13

日，济南交警再公布经一路四个主要
路口的改造方案，在这些路段增设电
子眼设备，同时为了保障行人和非机
动车行车安全，施行人车分离。

在营市街与槐荫街交叉口的高
峰时段，南进口直行车道数与交通流
量不匹配，造成南向北方向车辆排队
较长。济南交警决定拆除南口中央
的隔离岛，调整南口的南北方向中
心线弯度，增加南进口机动车道总
数，由五车道变为六车道。拆除路口
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部分绿化
带，缩小路口范围，减少车辆在路口
内通行时间，重新施划人行横道线。

在经一纬十一交叉口，将重新
施划南、北口的非机动车通道和人
行横道线。在经一纬九交叉口，去除
西口路段行人过街设施，封闭南北
两侧机非分隔绿化带；东、西口施划
人行横道线，对应机非分隔带应去
除绿化带；增设东、西口单臂信号灯
杆；东口公交车停止线后退，便于沿
线车辆右进右出；西进口增设电子
眼监控设备。在经一纬六交叉口，南
口增设掉头车道。在经一纬五交叉
口，西口的中央路段行人过街处增
设挡车柱，防止机动车在此掉头，消
除其对行人、非机动车通行形成的
安全隐患。

出行那些事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孟燕
通讯员 赵东云 ) 记者13日从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获悉，因北闸子东
路封闭施工，公交车无法通行，8月
15日起，济南公交85路临时调整部
分运行路段，主站临时由金阁花园
调整至泺口南路。

85路临时调整后，下行由原金
阁花园开往会展中心方向调整为由
泺口南路开往会展中心，由泺口南
路站点始发，沿济泺路向南运行至
泺口服装城公交站点，然后向南恢
复原线。

85路临时调整后，上行由原会
展中心开往金阁花园方向调整为会
展中心开往公交维修公司，同时小
清河北路路北泺口服装城站点迁移
到济泺路路东(4路站牌处)。

85路主站

调至泺口南路

本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董建国
记者 董钊) 13日，市民高先生来

到位于历城交警大队仲宫中队的仲
宫交管服务站处理交通违章，从家里
到目的地只有5分钟的车程，而在平
时，到十六里河交通服务点至少要一
个多小时。为了方便办理车驾管业
务，打造“3公里服务圈”，历城交警大
队新成立了13处一二三级不同服务
范围的交通管理服务站。

其中，一级服务站是三个，分别
是仲宫交管服务站、济钢交通服务
站和在建的临港交管服务站，主要
依托交警中队建立。这三个服务站
几乎能办理除了转籍、过户、抵押登
记等以外所有区车管所的业务。

二级服务站有5个，分别为唐王
交管服务站、政务大厅交管服务站、
相公庄交通服务站、荷花交通服务
站(在建)和彩石交管服务站(在建)，
主要依托地方乡镇政府，地点多在
乡镇办事大厅。另外，还有3处三级
服务站，主要是依托流动车管所，分
别是力诺交管服务站、山大交管服
务站和南全福交管服务站。除此之
外，为了方便新车挂注册，历城交警
还设立了两处特色交通服务站，为
大亚汽贸交管服务站和山东齐鲁宝
源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可以对国产
小型机动车注册。

历城交警还提醒，历城辖区内
的社区、企业、单位等均可拨打
88905780申请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

处理违章

不出三公里

经一路四个路口

将增电子眼

不少市民又重新拿起了蒲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今年这天真是热得不同寻常。在这动辄挥汗如雨的大热天里，很多降温消暑的产品大
受欢迎。部分店的冷饮销量翻番，就连沉寂多年的扇子都翻了身，不得不补货。

本报记者 林媛媛

“今年夏天的冷饮销量比
去年翻了一番。”历山路某沿街
中型连锁超市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根据目前已统计的销售
数量，从6月末进入冷饮热销
期至今，销量已经比去年整夏
的销量高出一半。“按照这个
趋势，到9月初进入淡季，销量
达到去年的两倍问题不大。”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几

天来超市买东西的顾客，多数
都会随手拿上一支冰棍或者一
瓶冷饮。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路边
小商店和冷饮摊。“天太热，等
公交车的工夫过来买支冰棍，
降降暑。”一位市民说。泺源大
街某公交车站旁冷饮摊摊主刘
广军说，他卖水卖冷饮十几年
了，今年生意最好。

而佛山苑福全商店的老板
小刘告诉记者，因为冷饮卖得
好，他今年又在店里增加了一
台冰柜。“原来店里只有两台，
一台放雪糕一台放饮料，可是
冰冻饮料常常不够卖，所以特
别加了一台。”小刘告诉记者，
往年饮品的销量一般是常温和
冰冻的各占一半左右，今年冰
冻饮品的销量能占到七八成。

沉寂已久的扇子也在今年
翻了身。“今年扇子卖得特别
好，我都补了两次货了。”黑虎
泉附近某超市老板李女士告诉
记者，前几年扇子基本卖不动，
搁在货架上落了灰，今年终于
不一样了。“太热，在家能吹空
调开开风扇，出门只能靠自己

扇风啊。”一位市民扇着风幽默
地说，“这才是最低碳环保的降
温方式啊。”

记者在多个超市采访发
现，各超市的扇子都从以往的
难寻踪迹变得高调许多。“今年
销量不错，我们的货种类也比
较多，尤其是适合随身携带的

折扇销量最大。”银座超市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

而除了折扇，被很多年轻
人视为“古董”的大叶蒲扇也销
量大增。在西市场一家扇子专
卖店，店主刘女士告诉记者，今
年蒲扇的销量比前3年加起来
还多。

“其实按照往年的规律，空
调电扇的销售旺季主要是在刚
入夏的时候，可是最近几天，销
量又见涨。”泉城路苏宁电器某
家电品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内部戏称“天热给他们带
来了第二春”。

一位正在商场挑选空调的
消费者说，本来他是打算先用风
扇凑合着，过几年搬家的时候再
买空调，但是这几天实在热得受
不了了，只好提前出手了。

根据苏宁电器、银座超市
等多家卖场统计的数据，最近

十天来电扇、凉席等降温消暑
产品的销量增长迅速。“销量都
比去年同期高出不少，如果气温
近期不降的话，我们对销量的预
期还是很高的。”银座超市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的热销将
会拉动今年整体销量。

空调风扇迎来“第二春”

大叶蒲扇卖得也不错

冷饮销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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