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许妍

4 月 20 日，记者驱车来
到日照市南湖镇张家庄，这
个村紧靠着一条小河，借助
这条河的优势，发展农业也
更为便利，但是现在这条小
河已经见了底。

记者沿着河向南走，来
到了一片正开着花的果园，
这是住在这个村的宋大爷的
果园。虽然苹果树正开花，但
宋大爷已经能预测到，今年
的苹果肯定会减产。

“今年我们村的果树看
起来都不太好，我这两亩的
果树开的花明显比去年少
了。”家住南湖镇张家庄的
宋大爷说，“但是我也该知
足了，其他人的果园，很多
树 的 开 花 量 不 及 去 年 一
半。”

宋大爷向记者介绍说，
因为果树的产量也有大小
年，一般情况下，上一年产
量高，下一年产量就会低，
预测今年这果树减产，除了

遇上小年，更得加上这春旱
的原因。“今年的果树产量，
悬啊！”宋大爷叹了口气说。

离开南湖镇，记者又来
到三庄镇的西王家寨。这个
村曾经户户有果园，但如今
随着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
人力不足致使果园的面积
越来越小。

上山的路上，记者遇到
了刚从果园回来的许大爷。

“前几天刚浇了水，近些日
子都不用浇了。等花谢了，
长出来小果子再浇。”许大
爷说。

通过许大爷的介绍，记
者了解到，苹果树不需要勤
浇水，开花前一次，结果时候
一次，土壤结冻前再一次，其
他时候不旱不浇。“我们村的
果树大部分都在这小山上，
雨水充足的话，果园的山沟
都有蓄水，但遇到今年这种
旱天，浇水不容易，我种的
少，就一桶一桶水提上来浇，
他们园多的都是从村里扯了
管子引来水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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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让南湖镇的果农对今年的产量捏把汗

本报 4 月 20 日讯(记者 彭
彦伟 辛周伦) 20 日，记者从日
照市防汛抗旱办公室获悉，自 1 月
1 日至 4 月 14 日，全市平均降雨
23 . 9 毫米，比多年同期偏少 65%，
全市累计受旱面积 68 万余亩，约
占在田农作物的 42%。

日照市防汛抗旱办公室一工
作人员介绍，从全市最新土壤墒

情普查情况来看，全市各类型田
块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其中
丘陵、山地墒情较差，特别是莒县、
五莲县山地丘陵 10 厘米土壤墒相
对湿度不足 40%。

截至 4 月 14 日，日照市已投
入水利工程维护经费 274 .06 万元，
修整给水栓及保护体 162 个，修
复、维修管道 303 米，维修闸阀、进

排气阀 18 个，整理出水口 179 个、
更换 57 个，维修管护取得显著成
绩。

根据抗旱灌溉用水需求，各
级水利部门及时组织各大中小型
水库开闸放水，据统计，自抗旱工
作开展以来，日照市共有 382 座水
库开闸放水，累计放水 3280 余万
方，为抗旱春灌提供充足的水利

保障。截止目前，全市共浇灌小麦
36 . 4 万亩、浇灌果园茶园 47 . 6 万
亩。

据介绍，目前，日照市地表水
源工程总蓄水约 4 . 8 亿立方米，较
多年同期偏多 3 . 6%；其中 12 座大
中型水库蓄水 2 . 9 亿立方米，比多
年同期偏少 5%。下一步日照的抗
旱工作将重点保证人畜饮水。

“随着旱情发展，部分村庄特
别是引用浅层地下水的村庄可能
会出现人畜吃水困难问题，我们需
要提前对旱情最严重时将出现的
人畜饮水困难情况作出预测，对重
点缺水乡镇、村庄实行台账式管
理，进一步落实应急供水方案，确
保群众用水安全。”20 日，日照市防
汛抗旱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说。

今年以来日照平均降水仅23 . 9毫米

降降水水偏偏少少6655%%受受旱旱面面积积6688万万亩亩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19 日上午，记者来到莒县寨
里河镇，沿着马路随时可以看到
浇地的村民，而路边一些水塘、
水库等水量都不是很多，有的甚
至已经干涸。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个
季节影响最大的就是小麦，今年
减产已成定局，山区浇不上水的
地方面临绝产危险。

牛家沟子村村民王立安正
在给大姜浇灌，他今年种了十
亩大姜。从开始耕地到下种再
到现在，这已经是第三次喷灌
了。王立安说，他更担心再继续
这样旱下去，“连浇地的水都没
了。”

在岚山区中楼镇河峪村河
峪水库边，一柳姓村民告诉记
者，他在山岭上有两块地种了小
麦，地势稍低的一块浇过一次水
还稍好一些，但减产是肯定的
了。“正常一亩地能产一千斤左

右小麦，今年能有一半产量就不
错了。”柳先生说。

干旱不仅影响到了粮食的
收成，也已经影响到了正常的饮
水。寨里河镇周王河南村是一个
有着 500 口人左右的小村庄，自
2006 年以来，这个村的水井就没
干涸过。但去年年底该村水井第

一次出现干涸，村民家里自来水
也没法使用。

经镇里协调，周王河南村只
能临时借用邻村的自来水。该村
村干部孟庆来告诉记者，该村有
7 个大小不等的塘坝，虽然都还
没干涸，但已经满足不了灌溉需
要。

村里吃水井已干涸 小麦减产几成定局

日日照照雪雪佛佛兰兰移移动动展展厅厅日日照照站站完完美美收收官官
4 月 11 日-13 日，备受触目

的雪佛兰大型移动展厅正式登
陆日照电视台车展，“热爱我的
热爱，我的雪佛兰在路上”主题
口号将继续在新春伊始的中华
大地回响，为全国的车迷朋友带
来马年年的第一道雪佛兰视觉
盛宴。以全新形式登场的 2014 雪
佛兰移动展厅将覆盖全国多个
三、四、五线城市，共 4 5 0 个站
点，并分别推出标准版、基础版
与黄金周版，全面打造“天时地
利”，充分贴合区域消费者的个
性化需求，最大范围地为三四五
线城市的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
和专业服务。

经过百年磨砺，雪佛兰拥有
了全明星家族的荣耀：由国际巨
星代言的全球中高级旗舰轿车

迈锐宝，“全球首款增程型电动
车”沃蓝达，传奇性能跑车大黄
蜂科迈罗，2014 款科帕奇携 7 大
配置升级登场，“新生代性能中
级车”科鲁兹，还有全方位舒适
型中级车新景程，新生代越级性
能小车爱唯欧和“全民理想家
轿”新赛欧。此次外展雪佛兰旗
下的全系车型将悉数亮相，全方
位展现雪佛兰值得信赖、自信睿
智、乐于表现、年轻活力的品牌
个性，令观众一睹雪佛兰车的国
际品质。

日照电视台车展现场的观
展市民无不被雪佛兰巨大的移
动展厅吸引，摆在展厅正中间的
大黄蜂科迈罗总是能吸引众多
市民驻足围观。据了解，这个占
地 400 余平方米的大型移动展

厅是雪佛兰日照地区经销商专
门为此次车展申请的。厂家以此
车展为契机，将移动展厅全国巡
展首站设在日照。30 日，上海通
用相关负责人也来到车展现场。

“随着日照的发展，市区人口规
模会逐渐增加，汽车的刚需群体
也会增加。”雪佛兰山东区域的
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在雪佛兰展区看到，经
销商还专门邀请了主持人和表
演团队在展厅内进行表演、互
动，带动现场气氛。除了全车系
登场带来的视觉冲击以外，移动
展厅现场购车更能感受到全市
最低价，以回馈消费者的热爱与
支持。其中，摆在展厅旁边的大
黄蜂机器人派头十足，引人关
注。

据了解，为期两天的车展，
雪佛兰展区共收获百余个订
单，超额完成厂家为此次车展
制定的任务。雪佛兰移动展厅
为当地消费者提供了面对面交
流的机会，以丰富的互动形式

为消费者带来最真实的品牌体
验，充分体验雪佛兰品牌所秉
承的“年轻活力、自信表现”的
品牌个性，更将对市场销售和
品牌建设起到直接的促进作
用。

据介绍，这些没有灌溉过的小麦，再不下雨或将面临绝产。

“绿色生活、低碳办公”，4 月 20 日上午大象国际首届徒步活动在市政府广场火爆
举行，近千人参与了本次活动。此次徒步活动由日照市体育局和日照低碳协会主办，山
海天城建集团、大象房屋建设集团联合承办。

早晨 7 点半左右，就有人开始在市政府广场等候，也吸引了很多周末晨练的人临
时加入此活动。9 点，徒步队伍由市政府广场出发，行程大约 4 公里后，徒步结束。活动
最后，现场还进行了幸运抽奖。

绿绿色色生生活活徒徒步步

4 月 19 日，“极致尊享 驾驭非凡--水木清华保时捷专场试乘试驾会”活动在荣
安·水木清华完美开启。上午 11 点，试驾保时捷活动正式开始。据了解，此次荣安·水木
清华保时捷试驾会带来的是保时捷全系车型，包括传奇的 911 跑车、Panamera 4 、
Panamera 4S、Cay-man 和 Boxster。

试驾现场，荣安集团特地邀请专业人员进行茶艺表演，场地内还备有冷餐、精美茶
歇供车迷享用。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试试驾驾保保时时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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