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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间间四四月月天天””又又冷冷又又潮潮湿湿
本月已迎三轮降雨，今起气温逐步升高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孟
燕 实习生 武佳宁） 林徽因
笔下的“人间四月天”是一树一
树的花开、是暖、是希望。但是在
省城，今年的四月天与连绵的雨
水相伴，已迎来三轮降雨。根据
统计，今年以来降水量比历史同
期偏多六成。

没下的雨都补在了四月

“都说春雨贵如油，怎么这个
4月份雨下起来没完了。”从18日夜
间起，省城迎来了本月第三轮降
雨，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到了19

日下午还没有停歇的意思。
18日夜间到19日下午，济南

市人民政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
室组织历城南部山区、章丘、长
清、平阴、济阳增雨作业点，开展
了大规模、多轮次的增雨作业，
截至19日16时，发射增雨火箭弹
152枚，全市普降中到大雨。

根据济南市气象局的统计，
截止到19日17点40分，全市平均
降水量19 . 4毫米，市区降水量最
大，为24 .1毫米，其次为历城23 .9毫
米，商河降水量最小为14 . 2毫米。
伴随着下雨，气温也一路直降，到
19日下午5点，气温仅有7 . 7℃。

“此前没下的雨，4月份都补
上了。”在市民孙先生的印象里，
去年夏季本该下雨的季节却没有
盼来雨，冬季则是没下一场像样
的雪。根据统计，2014年的降水量
是继2003年以来最少的一年，一
直到今年3月底，降水一直偏少，
泉水面临马上停喷的危险。

但是进入4月，情况却有了

极大好转。从3月31日开始，一场
春雨连绵了3天之久，这是4月份
的第一场降雨。而受高空冷涡和
强冷空气共同影响，4月份的第
二场降雨又来了，11日开始，天
气舞台变得热闹起来，雨雪、雷
电、大风、降温都来了，13日早上
还飘起了雪花。

根据济南市水文局的数据，
截止到4月19日15点，今年以来
全市的降水量达71 . 2毫米，较历
史同期43 . 9毫米偏多62 . 2%，较
去年同期23 . 4毫米偏多204 . 3%。

新一周气温逐步升高

伴随着下雨，气温也一路直
降，到19日下午5点，气温仅有
7 . 7 ℃。前两轮降雨也将省城
的气温拉至低点，4月2日当天
最高温仅有 6 . 6 ℃。有时候雨
后还伴随着大雾，阴冷异常，
完全是“一夜入冬”的节奏 ,不
少市民又翻箱倒柜找出了羽
绒服穿上保暖。

根据济南市气象台的预报，
新一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
温逐步升高。未来几天具体天气
预报如下：周一（20日）晴，早晨
前后有轻雾，北风转南风都是3

级，最低气温2℃～4℃，最高气
温21℃左右。周二（21日）晴间多
云，南风4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
5℃～13℃，最高气温24℃左右。
周三至周五（22日～24日）晴转
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4级，最
高气温28℃左右。周末（25日～
26日）多云转晴，南风4级阵风7

级，气温继续升高。

一周一场雨，泉水再吃定心丸

本报见习记者 高寒
实习生 苑梦月

时隔一周再次到访的春雨让
济南城区各大泉群更为保险。4月
19日一天，济南市各区县平均降水
量达到21 . 8毫米，达到中雨级别，
整个2015年的降水也比去年同期
多了两倍还多。由于雨水补给泉水
效果的滞后性，几天之内济南地下
水位还会连续上升，各泉水将再吃
一颗定心丸。

下中雨地下水位回升

上周末的小雨让趵突泉、黑虎
泉的地下水位上升了5厘米左右，
随之稍有回落，达到27 . 75米。而19
日上午，根据济南市水利局公布的
数据，趵突泉、黑虎泉地下水位再
次上涨，分别为27 . 77米和27 . 70
米。由于雨水降到南部山区并渗入
地下后，流到济南城区需一至两
天，因此在20日以后，受这场降雨
的影响，趵突泉、黑虎泉地下水位
仍会增长。

19日下午2点，趵突泉即时水
位也达到了27 . 75米。当日下午，趵
突泉泉群喷涌势头不错，在观澜亭
附近甚至可以听到泉水喷涌的声
音。金线泉、皇华泉等小泉水也都出
现复苏迹象，泉池水位也有提高。而
在黑虎泉泉群，三个兽首出水量持
续增大，周围琵琶泉、九女泉泉池内
气泡频繁出现。在濯缨泉、珍珠泉等
地泉池水位也在继续上涨。

只盼雨季不迟到

名泉办表示，每年前四个月都

是地下水位下降速度较快的阶段，
今年的几场春雨已经极大延缓了
水位下跌的势头。2014年下半年降
水严重偏少是目前保泉形势依然
严峻的主因，进入4月以来，趵突
泉、黑虎泉水位已经上涨26厘米。
在几天之后，趵突泉水位有望在今
年3月8日以后再次冲回27 . 80米。

4月过去大半，本月中上旬的
农业用水高峰期也已过去。在今年
6月济南麦收完成后，还会有一次
旨在准备二次播种的用水期，但那
时济南传统意义上的雨季也已来
临。这几场下在农业用水期的雨水，
足够让趵突泉安全撑到6月。若今年
雨季不爽约不迟到，2003年之后趵突
泉最危急的一段时间也将过去，趵
突泉停喷也将只是虚惊一场。

四月降水多六成，缓解旱情

本报4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张玉岩） 进入四月份以来，

连续下了三场春雨，今年的雨水
似乎格外多。农业局介绍，四月
的这几场雨都可以称得上是及
时雨，对于缓解旱情十分有利。

根据济南市水文局发布的
数据，今年以来累计降水量全市
平均71 . 2毫米，较历年同期降水
量多62 . 2%。济南市农业局种植
处介绍，从去年秋天开始，济南
一直比较干旱，前期小麦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干旱，根据土壤分
析，旱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分
布在南部山区。

济南主要的大田作物小麦，
目前正处在拔节期，少部分进入
了抽穗期。小麦从拔节至开花是

其生长量较大的时期，根、叶、穗
等全面生长，是决定每亩穗数和
每穗粒数的关键时期，因此需肥
需水较多。四月份这三场雨，对
于缓解旱情十分有帮助。前期干
旱期，我市农田有一半以上都已
进行过反青水灌溉，只有少数缺
水区域没有进行灌溉。下了这几
场及时雨，农作物不再需要单独
灌溉。

这次降雨对大棚蔬菜也不
会造成太大影响。“通常情况下，
在阴雨连绵四五天以上，大棚蔬
菜会有光照不足的影响，同时，病
虫害，特别是病害发生率较高。而
这次降雨持续时间不长，根据天
气预报，明后天就会晴天，对大
棚蔬菜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第一批读者旅游

专线顺利发车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沈振
实习生 盖小靓） 4月18日上午9

点，本报读者俱乐部与济南长途汽
车东站联合推出的读者旅游专线正
式启动，来自全市的70多名游客报
名参加了第一天的旅游活动。

上午8点40分，记者在长途汽车
东站门前看到，三辆豪华大巴依次停
靠着，同时每辆车上都标注该车开往
的路线。“跑马岭太远了，我们自己去
很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旅游专线真
是方便。”刚刚登上济南东站开往跑
马岭野生动物园大巴的张女士说。

济南长途汽车东站站长张宪宾
告诉记者，截至当天上午8点半，已经
有70多名晚报读者报名。“我们这次
是第一次，以后将根据晚报读者需求
继续开通其他路线，满足不同类型的
人群的需要。”张宪宾表示。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是本报
为回馈广大读者，由齐鲁晚报俱乐
部与山东交运集团济南长途汽车东
站联合推出。线路初期共推出5条旅
游专线，10大精品热点旅游景区，每
逢周四、周六、周日早8:30在济南长
途汽车东站发车。同时齐鲁晚报读
者将享受购景点门票免费乘车优
惠。只要您关注齐鲁晚报“在旅途”
微 信（ 微 信 号 ：Q L W B -
ONTHEWAY）、齐鲁晚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微信号：qlwbreaderclub），以
及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微信公众号 :
jnctqcdz，每周将有幸运读者有机会
获得免费的景区电子门票1张，或者
东站提供的半价或免费客票乘车名
额。

山大国学大学堂开讲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李飞
实习生 孙娜） 18日，山东大学国
学大学堂开讲。主讲人宁波慧日禅
寺住持传喜法师在中心校区知新楼
3楼报告厅，与师生们共同探讨了关
于生命永恒的话题。本次国学大学
堂的讲座主题为“观澜知源——— 中
庸之道的人生实践”。

人们包紧外衣在雨中奔忙。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黑虎泉喷涌势头猛，真的呼
呼有声。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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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济南市制锦市街小学一
年级2班的师生走进济南交警支队
交通进行时录播室，上了一堂生动
有趣的交通安全教育课。

通讯员 刘政 摄

本报讯 国民摇滚英雄汪
峰的“峰暴来临”超级巡回演唱
会济南站将于7月25日登陆奥体
中心体育场。目前，该场演唱会
门票已开始热卖，此次是身为中
国摇滚乐领军人物的汪峰首次
在泉城济南开唱，因此消息一经
公布，便引起强烈反响。

据悉，近期汪峰已经为今年
新一轮的中国巡演开始了紧张
的彩排，同时，他的全新专辑也
在积极筹备中。据主办方透露，
汪峰今年的演唱会在曲目安排
上会跟去年有所不同，至少会有
四分之一的新曲目（7—8首），除
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如

《春天里》、《存在》、《怒放的生
命》等之外，汪峰还会带给大家
新专辑中的歌曲，以及他在以往
的演唱会中从未演唱过的歌曲。
喜欢汪峰的朋友们可以从现在
开始温习汪峰的歌曲，在7月25
日与汪峰一起“大合唱”。

自199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
《鲍家街43号》之后，汪峰陆续发
行了《风暴来临》、《花火》、《爱是
一颗幸福的子弹》、《笑着哭》、

《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信
仰在空中飘扬》、《生无所求》以
及《生来彷徨》共十张专辑，每张
都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传唱。
对于正在筹备中的全新专辑，汪

峰表示，新专辑的词曲都已经完
成，由于今年工作排得非常满，
演唱会要持续到10月左右，所以
整个专辑完工要到年底了，但是
无论如何今年都会交出一张新
专辑给大家“验货”。

对于7月25日的演唱会，汪
峰表示，“我不会刻意强调带给
大家什么，通过音乐大家会真情
流露。从演唱会来说，一场国际
化、高水准的演唱会，它的呈现
会让你忘掉沉重，会在某个点触
及你的心底，完全放开自己，让
大家觉得在这将近三个小时里
是和别的时候生活不一样的。”

（本记）

汪汪峰峰新新专专辑辑年年底底来来袭袭
7月25日邀您新歌抢先听

2015年4月2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武俊 张向阳

美编：许雁爽 组版：庆芳芳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