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雨天天行行人人被被溅溅一一身身水水，，想想
大多司机不停车，律师称该行为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连绵四天的雨终于停了

未来几天气温升
仍然难见大晴天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孟燕）
这场连绵了四天的降雨，是不是

让大家找到了南方梅雨季的感觉。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18日“雨
神”终于要走了，气温也开始逐步回
升，不过未来几天仍以多云天气为
主，难见大晴天。

“这雨下得太顽强了，衣服洗了
四天还没干。”17日，市民唐先生抱
怨降雨拉低了省城的气温。根据统
计，17日最高温仅有15 . 6℃，确实有

“一夜入秋”的感觉。
从13日夜间开始的降雨已经淅

淅沥沥持续了四天，湿漉漉的天气
让不少市民感到不适。“萧敬腾是不
是在济南坐月子呢，这雨下得没完
没了。”“人生有三恨：下不完的雨，
睡不饱的觉以及喂不饱的钱包。现
在的济南正是第一条的状态。”

根据济南市气象局站点过程雨
情雨量统计，从13日20点开始截止
到17日15点，全市平均降水量50 . 9毫
米，其中平阴降水量最大为91 . 3毫
米，其次为长清67 . 4毫米、历城54 . 5

毫米、市区51 . 5毫米。
据悉，16日下午到17日早晨，市

人影办根据天气形势，在14日增雨
作业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大规模、高
密度、多轮次的增雨作业，先后组织
历城南部山区、章丘、平阴、济阳作
业点作业8轮次，共发射增雨火箭弹
186枚。

这场“旷日持久”的雨终于要落
幕了。根据预报，17日夜间部分地区
仍有阵雨，18日起雨水收尾，天气转
为多云。未来几天以多云为主，气温
也开始回升，周末最高温将回升至
28℃左右。不过，“大晴天”还是比较
难见。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阴转多

云，17日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18日
清晨前后有轻雾或雾，北风转南风
都是2～3级，最低气温14℃左右，最
高气温23℃左右。

18日夜间到19日多云间晴，南
风2～3级，最低气温11℃～14℃，最
高气温25℃左右。

20日～21日多云转晴，南风转
北风都是2～3级，气温继续回升。

22日晴转多云，南风2～3级，最
高气温28℃左右。

要要个个道道歉歉真真挺挺难难

连连日日阴阴雨雨让让济济南南进进入入爆爆堵堵模模式式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刘雅

菲）“实在是太堵了！正常我15
分钟就能到，今天上班走了足足
一个小时。”近日，不少市民都与
葛先生有一样的经历，由于连日
的小雨，让济南原本就拥堵的交
通变得更加拥堵。

每到下雨天，济南的交通高

峰期总是会提前到来、延后结束，
市民刘女士也有着切身感受：“历
山路从和平路到文化路这一段，
平时一般都是五点半左右才会完
全堵满车，可这几天，不到五点就
已经是停车场的状态了。”不仅是
历山路，在微博上，不少网友都晒
出了提前进入拥堵的路段。

为什么一到下雨天就堵车
呢？据有着多年出租车驾驶经验
的刘先生分析，雨天能见度不
好，大家开得都比较慢，而且雨
天容易发生事故，要是路上出现
个小事故，再不及时撤离现场，
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另
外，由于下雨天坐公交车出行不

方便，打车又比较难打，一些平
时不开车的人也会选择开车出
来，所以车就更多了。“济南真得
想想办法了，去年雾霾的时候限
行，路上车一下子就少了，高峰
期在经十路上都畅通无阻。”刘
先生一直很怀念限行那几天开
车在路上的感觉。

天气预报

洒水车溅人：

司机未按规定操作，园林部门将处罚

私家车溅人：

行人想要个道歉，大多司机扬长而去

像上述公共车辆，市民
可以通过投诉或找到涉事
车辆所在单位等方式，得到
一个合理的说法。如果被私
家车溅湿，市民则完全处于
被动地位：私家车要么拒绝
道歉，要么连车都不停逃之
夭夭。

15日早7点半，历城区
还乡店一带的路况尤为拥
堵，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

是：一辆私家车将路边积水
溅到一位骑自行车的老人
身上，两人因此事在马路中
央争吵起来。

私家车司机一直强调自
己的车速很慢，没想到有水
的地方是个小深坑，这才溅
到了老人。而老人一边向路
人展示自己被溅湿的裤脚，
一边声称：对方应该向自己
道歉。“哪有这么不讲理的。”

眼看着路越来越堵，两
人僵持10分钟后，在周围市
民的劝说下，私家车司机才
被迫向老人道歉，老人也表
示不再追究。

不少市民在雨天都有过
被私家车溅湿的遭遇，但多
数市民得不到应有的道歉，
溅湿路人的私家车司机一
般不会停车道歉，而是扬长
而去。

律师观点：

水溅行人上升不到法律层面

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
师李友震称，雨天开车时将
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与洒水车
喷湿路人，从法律层面上很
难界定司机的责任。李友震
认为，公交车司机溅湿路人

与洒水车喷湿行人更多是行
业操守规范的问题，上升不
到法律层面。

李友震称，因为很难取
证，所以交警认定事故难度比
较大，即便划清了事故责任

方，“只能要求责任方给予道
歉。”至于溅湿衣物的赔偿以
及可能带来的感冒所造成的
医药费问题，在司法程序上都
很难被鉴定。“目前，这种行为
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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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济南七里堡蔬菜批发市场内，商贩曾大姐盖着棉衣
打起了哈欠，她身后是堆得高高的洋葱（上图）。连日的阴雨天气
导致气温下降，受天气影响市场上的菜价节节高升，前来买菜的
人稀稀拉拉，不如往日。市场上行人寥寥，听着雨声，裹着棉衣，盼
着顾客，不少商贩在无奈的等待中进入梦乡。雨一直在下，商贩用
雨水洗洗手，准备吃饭（左图）。

本报记者 王媛 摄影报道

梦梦中中盼盼客客

下下雨雨天天洒洒水水车车咋咋还还作作业业
城管解释:雨天清洗缝隙里泥沙更方便

本报9月17日讯（见习
记者 高寒） 雨天后路面
已十分湿滑，可是还有洒水
车继续工作，这会不会造成
浪费？

17日上午，在连续下了
几天雨以后，解放东路与奥
体西路路口处路面湿滑，有
些地方还有积水。上午10点，

一辆洒水车仍然在继续作
业。洒出的水顺着路面流进
了十几米远的排水沟里。

济南市城管机械化清扫
大队的负责人邵先生解释，
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清洗路
面缝隙里残留的泥沙，不仅
不浪费水，反而更加节约。

邵先生说，日常道路缝

隙中积累的泥沙会脱水变
硬，卡在缝隙里不易清洁。
但下雨天泥沙经过雨水冲
刷会变软。此时洒水车使用
较少的水量就可以将其洗
刷干净。“这也是我们工作
人员长期摸索出来的经验，
可以节约近一半的水。”邵
先生说。

解放东路和奥体西路路口，一辆洒水车在雨天作业。 本报记者 王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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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溅人：

若经核实，将纳入驾驶员绩效考核

14日下午6点，朱先生
在大明湖东门站牌旁的明
湖北路准备过马路时，一辆
118路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
过来。朱先生称，当时这辆
公交车按着喇叭开过来，经
过斑马线时没有减速，而斑
马线南口正好有一摊积水，
公交车轧过去，激起的水花
全都溅在了自己身上。

朱先生称，刚被溅湿

时，自己的确一肚子气，但
事后想想当时人行道信号
灯是红灯，公交车属于正
常行驶，并没有违反交通
规则。“顶多算是下雨天
车速稍快、溅湿路人，拿
这种不文明驾驶根本没什
么办法。”

济南市公交总公司
96190热线的工作人员称，
公交车驾驶员在雨天的出

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
“雨溅行人”一直被当作投
诉来进行处理。“经工作人
员确认投诉属实后，将纳入
该公交车驾驶员的考核绩
效中，而该考核直接与驾驶
员的工资、评星级驾驶员等
挂钩。”此外，该工作人员
称，在公交车驾驶员上岗
前，都会就避免“雨溅行人”
进行专门培训。

张女士介绍，不久前，
她和老公在经十东路快车
道与慢车道之间的草坪上
等人，约19时35分，一辆洒
水车喷着白白的大水柱向
他们驶来，两人立即起身
躲避，并以为洒水车会按
照通常做法——— 路遇行
人，临时调整喷水量、停止
喷水，不成想，这辆洒水车
竟然熟视无睹地喷洒过
去，夫妻二人当场被喷成
了“落汤鸡”。

被喷之后，张女士以
为洒水车会停下来跟自己

道歉，但洒水车没有停下
来，照样“大摇大摆”地往
前喷洒。据张女士称，根据
当时的可视条件，洒水车
司机肯定看到了张女士夫
妻俩。“路灯那么亮，我们
身边停着一辆电动车，我
老公还站着，怎么能看不
到呢？”

历下区园林绿化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称，经初步
确认，喷洒到张女士夫妻
俩的洒水车的确属于历下
区园林绿化管理局。“下一
步将查看排班表，确认到

底是哪一辆车。我们先替
司机向张女士道歉，查实
后司机会亲自向张女士道
歉，并处以一定罚款。”

该负责人称：按照工
作 守 则 ，洒 水 车 路 过 路
口、公交车站等人员密集
的 地 方 时 ，都 要 减 速 慢
行、停止喷水；路遇行人
时 ，则 会 按 喇 叭 警 示 行
人；假若遇到行动不便的
老人等不能及时避开的行
人，洒水车则会暂时关闭
喷洒水龙头，等返回时再
进行喷洒作业。

连续数日的阴雨天，不少市民纷纷吐
槽：自己没被雨淋湿，反而被车溅湿。律师
称，“水溅行人”从法律层面上很难界定司
机的责任，只能算是不文明驾驶行为，而
目前这种行为只能受到道德上的谴责。

本报记者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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