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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市教育局启动雾霾黄色预警应急响应

严严重重雾雾霾霾天天学学校校应应减减少少户户外外活活动动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白雪 见习记者 路伟) 上周，
泰城一直笼罩在雾霾中，空气质
量指数一直居高不下。8日夜间，
泰安迎来一阵较强冷空气，气温
直降6-8℃，随冷空气一起造访的
大风有望吹来久违的蓝天白云。

8日早上，灰蒙蒙的天气让不
少出行市民戴上口罩。在卜蜂莲
花附近，不远处的艺术中心若隐
若现。虽然经历了一周的雾霾天，
但是市民们仍然不适应，“这天可
真脏，出门回家后就觉得鼻子不
透气。”乐园小区居民秦女士说，
她给每个家人都买了口罩，“不知
道管不管用，用了心里比较放
心。”

下午3点，记者从省环保厅官
方网站公布的实时数据看到，泰
安7个空气质量监测点全部达到
严 重 污 染 ，首 要 污 染 物 仍 为
PM2 . 5。

为应对重度污染天气，泰安市
教育局12月5日下发的《关于启动
重污染天气Ⅲ级响应的通知》，雾

霾黄色预警解除前，学校要按要求
做好校园防护，减少学生的户外活
动，有学校校长称，“9日是星期一，
若仍有严重雾霾，学校将会取消升
旗仪式和室外体育活动。”

御碑楼小学马校长说，他们
在泰山区教育局网站及学校邮箱
里都收到了《通知》，如果天气转
好会让学生们参加户外活动，如
果依旧阴霾，会取消升旗仪式。此
外，泰山中学也将看情况决定是
否取消升旗仪式。

泰山区教育局官方网站也发
布通知，要求中小学及幼儿园在
雾霾等重污染天气可减少学生户
外活动，各学校可根据天气情况
自主调整课程，减少户外体育活
动，合理安排大课间和体育课等
户外活动。有条件的学校体育课
可安排在室内进行，不具备条件
的学校可待天气好的时候再补上
体育课，不允许借机挤占体育课。

持续了近一周的雾霾天确实
给不少市民带来许多不便，不过，
恶劣的空气质量和市民的担心从

9日起可以告一段落了。7日下午，
泰安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
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从8日夜
间开始到9日白天，泰安将出现大
风降温天气，到时北风达到4-5级
阵风7级，同时气温将有所下降，
降温幅度6-8℃，最低气温出现在
10日早晨，为-5℃左右。到时大风
有望“吹高”泰城的空气质量。

8日晚上8点左右，天空下起
零星小雨。市民孙女士说，希望这
场雨能“洗洗”污浊的空气。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见习记
者 路伟) 连日来，雾霾一直赖
着不走，医院里呼吸道疾病患者
明显增加。医生称，不光是老人和
孩子，不少年轻人都患上了呼吸
道疾病。

8日上午，记者在泰山医学院
附属医院门诊楼看到，呼吸科门
诊候诊区不少市民前来就诊。“这

几天老是咳嗽，还憋得难受。”61

岁的陈先生等待着叫号。不少家
长抱着孩子坐在候诊区的椅子
上，等待儿科门诊叫号。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这
周，呼吸科门诊量增加不少。”泰
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科主任孟
玲说，从来就诊的患者构成来看，
患有慢性阻塞肺炎和哮喘的人比

较多。“呼吸道一些疾病无法根
治，现在有外来刺激，很容易发
病。”

泰安市妇幼保健院(市儿童
医院)马强医生说，现在病床已经
全部住满，住院的主要是3岁以下
患呼吸道疾病的孩子。“3岁以下
的孩子免疫力不强，空气中的颗
粒通过呼吸道进入体内，容易引
发感染。”

“与往年相比，今年患呼吸道
疾病的病情更加严重，这与雾霾
天有一定的关系。”孟玲介绍，以
往患呼吸道疾病的主要是老年人
和孩子，但是如今呼吸道疾病年
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了。“年轻人
忙于工作，不能不出门，所以雾霾
天对年轻人的影响不小。”

据孟玲介绍，雾霾天空气中
可吸入颗粒进入体内后易引发感
染，从而患病，因此市民出门时尽
量戴上口罩。“市面上卖的口罩就
可以，有些人买了N95口罩，其实
完全没必要，只要能防止可吸入
颗粒就行。”另外，雾霾天不要开
窗透气，虽然长期关窗空气不好，
但是雾霾天空气更糟。“有晨练习
惯的市民也别出门了，雾霾天出
去锻炼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 (记
者 赵苏炜) 7日晚，泰山学
院天文爱好者协会与泰山医
学院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举
办的路边天文活动，方便市
民观测 4 0年来最亮的金星。
但雾霾天气太严重，活动只
得改为观测上弦月。

路边天文是由泰山学院
天文爱好者协会与泰山医学
院天文爱好者协会联合举办
的，整个活动以路边天文的
形式、亲近大众的角度进行
目视观测。两个协会各自携
带望远镜到达泰山广场，活
动当天，共吸引百名市民观
测。

7日晚上 6点，活动现场
分两个区域，在区域内观测
天空，仅凭肉眼，很难找到那
颗 传 说 中 4 0 年 来 最 亮 的 金
星。远处高楼在一片灰霾中
若隐若现。

“金星是天空中除太阳、
月球外看上去最亮的自然天
体，如果天气晴好，可以见到
金星在西南方的低空闪耀着
夺目的光芒！我们的计划是
观赏 4 0年来最亮金星，但是
雾霾较严重，金星太隐约。为
了不让市民们失望，活动只
好改为观赏上弦月。月亮的
形状和光芒在天空中还是很
清晰的。”泰山学院李涛说。

霾不光“欺负”老年人和孩子

患患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年年轻轻人人增增多多

▲东岳大街向南看，不远处一片灰蒙蒙。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8日，市民出行多遮住口鼻。 本报见习记者 薛瑞 摄

观测“40年最亮”金星

天外爱好者“扑了空”

医院儿科门诊输液室人满为患。 本报见习记者 路伟 摄

市民观测上弦月。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通讯员 刘峰

尹承光) 8日，受雾霾天气
影响，途经泰安的四条高速
的 8个收费站入口全部临时
封闭。泰安汽车站 2 1个班次
停运。

“早晨收费站封闭了，目
前已经恢复正常。”8日上午，
泰新高速工作人员说，早晨6

点，泰新高速新泰南、新泰
西、泰安南、化马湾、泰安东
站入口临时封闭。上午 1 0点
开始，泰新高速五个收费站
恢复通行。“入口全部封闭，
出口都敞着。”泰莱高速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说，出口都开
着，是为了方便高速上的汽
车下高速。

8日下午1点开始，京台高

速泰安境内的泰安西、泰肥、
满庄三个收费入口间隔放行。
截至8日下午4点半左右，京台
高速泰安境内三个临时间隔
放行的收费站恢复运行。

受此次雾霾天气影响，
泰城不少道路能见度不足30

米，部分路段不足10米。泰山
汽 车 站 部 分 早 班 车 受 到 影
响，早晨5点发往化马湾的班
车司机只能开着雾灯，跟车
人员帮助瞭望，谨慎缓慢前
行。“不敢开大灯，照得前面
反光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放
低速度，谨慎前行。”司机张
师傅说。

“由于雾霾天气，高速路
封闭，一些大车也都涌向县
乡 道 路 ，造 成 部 分 路 段 拥
堵。”泰山汽车站经理王晓东
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车
站对开行的客车要求全部开
启安全警示灯，并加派了随
车引导员，引导指挥车辆行
驶，同时公司利用GPS和3D

视频监督提醒驾驶员减速慢
行。除早晨有6班车晚点外，
其他车辆都基本正点，到上
午9点随着能见度提高，车站
已经全部恢复正常，没有出
现旅客滞留现象。

8日，泰安汽车站共计停
发班次 2 1班，停发班次主要
方向为鲁东地区的淄博、青
岛、莱阳、临淄等线路。同时
受大雾影响，班次出现晚点
情况，早上部分始发线路推
迟发车时间，7点左右车站全
部恢复正常。

8个收费站临时封闭

21班次汽车停运

7日晚，东岳大街上能见度
只有不到20米。 (市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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