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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风风降降雨雨刷刷出出淄淄博博好好气气质质
19日空气质量转为良好，雨后注意防PM2 . 5

据了解，此次降水缓解了自去年
以来的干旱，有利于冬小麦、春播作
物和林果的生长发育，减轻了森林防
火压力，净化了空气。“目前在南部山
区，像花生、土豆等作物陆续开始播
种，这次降雨有利于作物发芽生长。”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说。

然而，剧烈变化的天气也给部分
果树种植户带来了损失。“由于此时
正值淄博南部山区桃树、樱桃、核桃
等果树的发芽、开花期，低温、霜冻和
降雪对果树生长发育造成了严重影
响。预计今年会造成减产20—30%。”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倒春寒天气容易使人体产生不
适，医生提醒，当气温骤降时市民注
意添衣保暖，特别要注意手、口、鼻部
位的保暖；同时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身
体素质，注意休息和保持情绪稳定，
避免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

天气变化大

多锻炼增强体质

近日，淄川区制定出台《全区春
季抗旱应急预案》，抗旱应急工程陆
续展开，截至目前，已为林峪村、土
泉村、东崖村打井3眼。

据了解，受持续干旱影响，太河
水库当前蓄水量仅为1400万立方
米，不及总库容(1 . 833亿立方米)的
十分之一，预计5月底将无水可供。

据介绍，目前淄川区的旱情主
要是因为山区地下水位下降、泉水
干涸、供水设施老化失修等原因，造
成太河镇、西河镇、岭子镇等7个镇
73个村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问题，
59098人面临暂时性饮水困难。目
前，淄川区组成6个抗旱督导组，实
行抗旱工作部门挂包，全面进驻饮
水困难村庄，督导责任单位推进工
作落实。加快实施2015年农村饮水
安全项目，工程于4月23日招标后，
计划投资4338万元，解决10个镇88

个村8 . 8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对其中
涉及的28个饮水困难村将投资1083

万元优先组织实施，并尽快完成应
急抗旱工程建设。

调用4眼自备井

保太河水库蓄水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
晓)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随
着春季最后一个节气——— 谷雨
的到来，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
温将迅速回升，雨量增多。这也
预示着，夏天真的不远了。

俗话说：“杨花柳絮随风舞，
雨生百谷夏将至。”谷雨节气，有
南方摘茶，北食香椿，渔民祭海，
共赏牡丹的传统，谷雨前后是香
椿上市的时节，这时的香椿醇香
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前香椿
嫩如丝”之说。

由于天气转温，人们的室外
活动增加，北方地区的桃花、杏
花等开放；杨絮、柳絮四处飞扬，
过敏体质的朋友应注意防止花
粉症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

等。在饮食上应减少高蛋白质、
高热量食物的摄入。

市气象台预报，未来五天天
气较平稳，以晴间多云天气为
主，气温将出现明显回升。“未来
五天没有较强的冷暖气流影响，
整个天气系统比较平稳，气温将
会出现一个猛增的过程。最高温
将达到29℃，暂时不会再出现忽
冷忽热的情况。”

未来天气如下：20日，多云，
北风转南风3到4级，气温3～
20℃；21日，晴转多云，南风3到4

级，气温7～23℃；22日，晴转多
云，南风3到4级，气温10～26℃；
23日，晴间多云，南风3到4级，气
温14～29℃；24日，晴间多云，北
风转南风2到3级，气温12～26℃。

降水对河流水库蓄水作用有限

虽然本次降雨量达到
了中雨级别，但相关河流并
未形成有效径流，对水库的
蓄水作用更是有限，淄博五
座大中型水库并未有来水。

“从目前监测的土壤墒
情来看，小麦等相关作物暂
未出现旱情。这几次降雨对

先前整个旱情缓解作用还
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于小
麦生长和部分春播作物的
生长，但是对整个河流水库
作用有限。”市水文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截至目前，今
年降水量已经超过90毫米，

比去年同期多 4倍多，但对
水库和河流的蓄水作用并
不大。“目前来看，气温回升
较快，各水库和河流的蒸发
量较大，一些降水补给并不
能满足蒸发量，河流、水库
蒸发过快，因此还是处于水
量亏损的状态。”

本本周周气气温温噌噌噌噌涨涨，，多多云云天天为为主主
杨絮、柳絮将重新飞扬，过敏患者要留神

今今年年以以来来降降水水量量超超去去年年同同期期44倍倍
受冷暖气流交汇与人工增雨影响，缓解旱情利于作物生长

“春笋吃完了，油菜花也看完了，短袖也穿完了，秋裤又套上了。这半个多月来就是忙着穿秋裤，脱秋裤，洗秋裤，收收秋裤，
找秋裤，穿秋裤……”这个段子是最近淄博反复无常天气的真实写照。19日，倒春寒与一场中雨同时抵达鲁中地区，无奈之
下，很多市民再次穿上了秋裤。

本报记者 刘晓

倒春寒来了

毛衣重新上阵

“前天下午还穿着短袖出去
得瑟，第二天又得套上毛衣了。”
19日，有市民在朋友圈中吐槽最
近的天气。受一股冷空气影响，18

日夜间又一轮降雨开始，雨量达
到中雨级别，大风降雨还导致气
温骤降12℃，不少市民刚刚换上
的短袖又变成了毛衣。

据市气象台监测，截至19日
17时，淄博降雨量达到15 . 6毫米，
并伴随3到4级偏北风。“18日最高
温达到了26℃，而19日受降雨影
响，最高温仅14℃。”市气象台工
作人员介绍。

3月底，暖湿气流突然加强北
上，淄博的最高温也迅速突破
25℃。正当不少人沉浸在穿夏装
的快感中时，一股较强冷空气踏
上了反攻的旅程。4月7日，淄博最
低温降到了-3℃，并且后期还出
现了“桃花雪”等天气。

春季发生这样的天气状况反
常吗？市气象台工作人员解释说，
这是典型的倒春寒现象。春季天
气回暖过程中，常常因为冷空气
的侵入，气温明显降低，对作物造
成一定危害，对人体健康也有一
些影响。这种“前春暖，后春寒”的
天气就是倒春寒。

本报 4月 1 9日讯 (记者
刘晓 ) “秋裤君”最近一段时
间很忙，但“口罩君”可要歇歇
了。1 9日，大风降雨“刷”出了
淄博好空气，空气质量达到良
好级别。但降雨过后PM2 . 5浓
度会出现短暂升高，提醒市民
注意防范。

据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发
布平台显示，19日0时-7时，淄
博空气质量指数徘徊在90(良)

左右，8时-14时，淄博空气质量
指数均在50以下(优)，随后指数

出现小幅上扬，但未超过1 0 0
(良)。

据环保部数据中心监测，
15日以来，淄博已连续4天出现
PM10反弹，均为首要污染物，16
-18日淄博空气质量状况为轻
度污染，19日转为良好。

“春季气温回升快，受大风
影响，扬尘和沙尘天气较多，四
月上旬的几次降雨有效净化了
空 气 ，一 些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被冲刷掉，天空也蓝了
许多。”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

绍，PM10由于颗粒比较大，因
此雨水冲刷的作用很明显。再
加上大风天气影响，PM10浓度
会迅速下降。

但空气中直径更小的细颗
粒物(PM2 . 5)往往难以消除，降
雨过后其浓度会出现一定上
升。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
细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的
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
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
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
影响更大。

“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
危害要更大，因为直径越小，
进入呼吸道的部位越深。10微
米直径的颗粒物通常沉积在
上呼吸道，2微米以下的可深
入到细支气管和肺泡。细颗粒
物进入人体到肺泡后，直接影
响肺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
处在缺氧状态。”医生提醒。

据 介 绍 ，春 季 多外来沙
尘，日常生活中市民还要随时
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范，避免
外来致病菌和传染病的影响。

本周天气晴好少雨，恼人的杨絮可能又要来了。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19日，淄博中心城区突降中雨让不少出行的市民措手不及。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降雨同时伴随着降温，不少市
民重新换上冬装。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据介绍，进入4月以来，气温和降
水都经历了较大变化。气温方面，从3

月31日到4月15日最高气温两次飙升
到25℃以上，最低气温两次跌至冰
点 ，4 月 7 日 最 低 气 温 更 是 低 至 -
3 . 2℃，接近历史同期最低值。降水方
面，3月31日到4月2日全市降下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4月10日到13日全市
再降小到中雨，尤其是13日凌晨淄博
市南部山区又降下历史上少见的

“四月桃花雪”。由于天气变化剧烈，4

月1日凌晨和11日夜间两次出现雷暴
天气，15日出现了偏南大风，沂源县土
门镇瞬间极大风速达到24 . 8米/秒，全
市出现5—6级大风阵风9级。

4月天气多次

大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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