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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绵绵阴阴雨雨天天暂暂告告一一段段落落
气温回升又迎晴好天气

菜价微微涨

玉米增产了

“信用社的哥哥姐姐给我
们带来了课本上学习不到的
知识，经过他们讲解，我已经
掌握了眼看、手摸、耳听三种
识别真假币的方法了，我也要
把学到的知识和同学们分享，
帮助他们学习识别真假币的
知识。”高二学生魏同学兴奋
地说。

庆云农信社积极践行社
会责任，推动金融普惠时，高
度重视对学生金融知识的普
及力度。中秋节、教师节前后
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分两次对
辖区学校在校生进行了普惠
金融知识宣传，重点为学生们
讲解了反假币、防诈骗等金融
知识，有效避免了学生上当受
骗，提升了学生接触金融知识
的热情。 (周赞磊 吴恩峰)

庆云农信社

为学子送上
金融知识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张延宁)

“茄子怎么又涨价了，今天都两
块钱一斤了”。17日上午，雨依旧淅
淅沥沥下个不停，记者来到德州市
区几个市场，发现连续的雨天，蔬
菜价格略有上涨。

连续几日的阴雨天气，德惠大
街太平洋市场上，与往日的人来人
往不同，整个市场冷冷清清的，卖
菜的也只有三四家，“这两天下雨，
菜也涨价了，不好卖。”一位菜贩
说。东地大街便民市场也是同样的
情景，买菜的王女士说：“今天早上
去上菜，有好几种菜都涨价了，像
茄子每斤涨了5毛钱，现在已经卖到
2块钱一斤了。”此外，菠菜、生菜也
都每斤涨了5毛钱，长豆角、西红柿、
黄瓜等也是每斤有二、三毛钱的涨
幅。

“下了两天雨，个别菜的价格
就上来了，不过变化并不明显，要
等到明天早上才能看出来。”王女
士说。问及菜价出现变动的原因，
王女士表示，“下雨天外地的菜运
不进来，早上上菜的时候菜贩很
少，菜少了价格也就上来了。”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徐良)

大约一周后，德州将迎来玉米秋
收，这场秋雨有利于玉米灌浆，另
外，适当晚收最多可提高5%的玉米
产量。

今年雨量较往年偏少，这场雨
对于目前正处于灌浆期的玉米来
说，来得正是时候。“对于没浇上水
的玉米来说，这场雨可延迟衰老，
对玉米增产有一定效果。”德州市
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人员说，这场
雨正值秋收前一周，既可提高玉米
产量又不影响玉米收割与小麦播
种。另外，农业技术推广站提倡广
大农民10月1至2日开始收割，玉米
适当晚收可提高1%至5%的产量。

该工作人员介绍，适当晚收是
一项简便易行、不用投入、增产效
果较好的技术措施。它可以延长玉
米子粒灌浆时间，促使子粒饱满充
实，子粒比较均匀，小粒、秕粒减
少，子粒含水量比较低，便于脱粒
和储放，另外可以增加蛋白质、氨
基酸数量，提高商品质量。这场雨
可为延长玉米活秆绿叶时间，利于
玉米灌浆，充分发挥玉米的增产优
势，晚收几天可获得较高的子粒产
量。所以，在不影响种植下茬的前
提下，要尽量延长灌浆期，保证玉
米完熟期收获。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孙
婷婷) 近日连续阴雨天，天气
明显转凉。据最新气象数据信
息显示，预计从18日开始，降雨
暂时告一段落，天气转为多云，
从19日开始，天气转晴，气温明
显回升。

受冷空气和切变线的共同
影响，德州市最近几天出现了
连续的阴雨天气，这是德州市

入秋以来出现的首次连阴雨天
气。从15日20时开始截止到昨
天中午12时，全市平均降水量
为21毫米，普遍达到了中雨量
级，而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齐河
潘庄，为62 . 7毫米。

几场秋雨洗礼过后，气温
骤降，最高气温跌破20℃，穿
件薄针织外套也难挡小冷风
了。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双重作

用影响下，气温也是直线下
降，德州市顺利进入气象意义
上的秋天。连续多日的阴雨对
土壤墒情、旱情将有所缓解。
但连阴雨天气会造成光照不
足，对花生、棉花和冬枣有不
利的影响。

自 1月 1日以来，全市平
均降水327 . 7毫米，较常年偏
少 2 9 . 9 % ，较 去 年 偏 少

49 . 1%。6月1日以来，全市平
均降水248 . 0毫米，较常年偏
少 3 4 . 4 % ，较 去 年 偏 少
55 . 5%。据最新气象数据分析
显示，目前降雨云系已经基
本移出山东上空，预计从1 8
日开始，降雨将告一段落，天
气转为多云，而19日开始，天
气转晴，气温明显回升，最高
气温将回升至26℃。

中国人居委专家给予高度评价

康康博博公公馆馆成成首首个个绿绿色色住住区区

心脑血管病骤增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张成成 邱扬 )

17日上午，记者从德州交警
直属一大队了解到，因连日降
雨降温，市区内上路汽车数量
激增。为应对上下班高峰期、
学校等人员集中区域可能出
现拥堵的路段，交警部门启动
雨天应急预案，保证交通平稳
运行。

17日上午11时许，解放大
道和东风路上的汽车就开始多
了起来。在红灯亮起后，仅仅几
十秒的时间里，路口就排起了
近百米的长队。一大队民警介
绍说，医药大楼路口位于市中
心繁华区域，临近汽车站火车
站，周围临近五中、光明街小

学，在平时都是车辆相对集中
的地方。由于阴雨天气，车辆行
驶较慢，稍不注意就会挤成一
团。为应对恶劣天气可能造成
的拥堵状况，交警一大队在前
一天启动了雨天应急预案。

“以医药大楼路口为例，在
这一个路口就设置了5个指挥
岗，中心岗指挥交通，其余四人
在外围四个方向对车辆进行分
流。”执勤民警告诉记者，由于
日光不足，该路口信号灯突然
停止工作，在与大队取得联系
后紧急调配临时信号灯指挥交
通。“连日阴雨对视线和路况造
成了不小影响，虽然汽车行驶
缓慢，但并未造成大面积堵车
现象。”

高峰期拥堵加重

由于路边的排水孔地势略高，造成不少路段排水不畅形成积水坑。9月17日，一场淅沥的小雨让
天衢东路路边形成一连串的积水，只能靠环卫工人人工排水。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串串积水

本报9月17日讯 9
月13日，“第七届中国人
居环境高峰论坛”的中
国人居环境委员会专家
一行30余人，参观考察
德州首个绿色住区“康
博公馆“。

中国人居委重点参
观和考察了康博公馆的
地源热泵系统、直饮水
系统、布朗新风系统等，
各位专家对康博公馆的
生态科技系统的专业、

规范以及巨资投入等赞
叹不已。中国人居委专
家表示“康博公馆独特
的弱碱性直饮水系统、
新风系统、地源热泵系
统和金钥匙物业服务，
让居住者能够喝得好、
呼吸得好、住得好，为德
州人民创造良好的居住
环境，不愧是德州首屈
一指的高端绿色社区”。

据了解，康博公馆利
用太阳能与地源热泵系

统相结合，为业主提供24
小时生活热水；康博置业
和上海布朗公司共同打
造了康博公馆更加优良
的新风系统，为住户室内
提供每小时30立方米高
含氧量的新鲜空气；康博
公馆的直饮水系统的关
键技术已申请成为国家
专利，为每家不间断提供
ph7 . 8小分子团弱碱性
水，康博公馆是中国第一
家拥有ph7.8小分子团弱

碱性水的住宅。
在参观了康博公

馆的三大健康生态系
统，以及样板间、售楼
处后，中国人居委的各
位专家给予了高度的
评价，康博公馆拥有无
法复制的绝版地段、完
善的商业配套、高品质
的建筑质量，成就了康
博公馆恒久价值和深
度魅力，必将成为德州
健康人居的标杆。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王
乐伟) 17日，德州市区几大医
院的输液室里又是人满为患，
孩子们感冒发烧，让家长们犯
了难。而由于天气原因，也让心
脑血管疾病找上了本来就有基
础病的中老年人。

“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患
明显增加，尤其是这三四天，
急诊一天最多能接十几个病
患。现在医院神经内科的床位
非常紧张。”说到这几天的接
诊变化，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谭秀岭感触格外深，他
说尤其是一些有基础病的老
年人，不注意预防，再加上气
温变化明显，很容易引发脑出
血和心绞痛。

谭秀岭介绍，天气变冷，
容易引起血压升高，脑部缺血
缺氧加速了血栓的形成。心脑
血管疾病80%出现于高血压
患者，因此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首先预防高血压。有基础
病的患者一定要按时服药，没
有高血压的老人需定期检查，
一旦血压升高要及时治疗。

除了一些中老年人易犯心
脑血管疾病，在各大医院输液
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德城区一
医院儿科专家说，由于天气变
化明显，再加上孩子们本身抵
抗力小，感冒发烧的患儿明显
增加。家长们应该多注意，及时
给孩子添衣，并尽量避免到人
群密集的地方，减少感染病毒。

影响

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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