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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这场骤雨有点猛
造成不少树木、建筑物、广告牌等倒塌，未来三天以多云转晴为主，但气温依然在34℃左右

本报菏泽6月10日讯(记者
李德领 ) 10日下午菏泽天气突
变，雷雨交加让菏泽瞬间从白天
变成黑夜。10日，记者从菏泽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获悉，从下午2

点半到5点，2个半小时的时间，
共接报警电话222次，其中17人被
砸伤，11人因车祸报警。

从下午2点半开始，市120急救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开始忙碌，为
保证市民安全,市120急救指挥中
心依旧24小时保持电话畅通,菏泽
各急救站备用车辆全部值班。

“从调度大屏上可以看到，2

点半时菏泽还是晴天，但东明已
开始刮风下雨，接到的报警电话
多数来自东明，之后是牡丹区、
定陶、巨野。”一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从下午2点半到下
午5点，2个半小时的时间，市120

急救指挥中心共接到报警电话
222次，其中出车82次，有效车次
是63次。其中因砸伤报警17人，因
车祸报警11人。

2个半小时

菏泽17人被砸伤

本报菏泽6月10日讯(记者
李德领) 10日下午3时，菏泽城
区忽然“变脸”，伴随着大风也下
起了雨，这场“狂风暴雨”在城区
仅持续了20多分钟。据市气象台
发布预报，未来三天天气以多云
转晴为主，气温依然在3 4℃左
右。

菏泽市气象台10日13时51

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
河南省北部出现较强雷达回波，
受其东移影响，未来6小时内菏
泽中北部县区将有雷电活动，可
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雷雨时
阵风7-8级，请注意防范。当日17

点18分时，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解
除。

“准备出门时还是艳阳天，

到了楼下就乌云密布，并刮起了
大风，天空一片黑暗。随后天空
开始飘起雨点。”市民李先生说，
路上行驶的车辆都缓慢行驶，不
少车辆都开启了照明灯行驶。

“原以为这场雨会持续一段时
间，没想到只下了20多分钟就停
了。”

记者了解到，此次大风导

致不少树木、建筑物、广告牌
等倒塌，大学路上的地摊由于
是板房结构，导致整片房屋倒
塌。

据菏泽市气象台10日15时
发布预报，未来三天以多云转晴
为主，但气温依然在34℃左右，
最高时气温达到36℃。

未来三天具体天气情况

如下：1 0日夜到 1 1日白天，多
云转晴 ,最高温度34℃，最低温
度23℃，南风转北风3-4级。11

日夜间到12日白天，晴转多云 ,

最 高 温 度 3 6 ℃ ，最 低 温 度
22℃，北风3-4级。12日夜间到
13日白天，多云转晴 ,最高温度
34℃，最低温度22℃，北风3-4

级。

正正开开车车呢呢，，嘭嘭！！
天天上上掉掉下下一一屋屋顶顶
城区一商户板房屋顶被掀飞
屋顶落下时，“撕裂”线杆，“砸伤”公交车

本 报 讯（ 张 虹 ） 近 日 ，S
MAN 计划正式启动，东风标致
308S萧敬腾特别推荐版在天猫正
式开售，引爆又一轮话题热潮，随
后，“S MAN挑战赛”、一嗨租车免
费体验等活动都将热力来袭。凭借
这一系列明星与车型、明星与用户
的亲密互动，“我 无所畏”的308S

显然已经成为紧凑运动型车市场
上的一股强劲势力。
嗨爆潮流魅力
308S萧敬腾特别推荐版热血开售

通过对“主宰自我的品质控”
们购车需求的充分洞悉，308S以

“热血的”T+STT高效动力、“嗨爆
的”绝赞视野、“超拽的”极智装备，
以及“我要的”i-Cockpit 唯我座
舱，充分迎合了S MAN与众不同
的表现力，而如今308S与萧敬腾联
手推出的308S萧敬腾特别推荐版
车型更是将主宰自我，标榜个性的

魅力完美演绎。
作为“S MAN计划”的重磅惊

喜，308S萧敬腾特别推荐版车型已
经在6月1日登录天猫商城。该车型
在308S 1 . 2THP、1 . 6THP劲驰版车型
的基础上，加装车载智能导航互联
系统、纵向行李架等升级配置，在增
加品质感与科技感的同时，将“超级
智能运动型车”的极致魅力与萧敬
腾的个性品味完美结合，不仅如此，
308S还将附赠萧敬腾海报、CD等专
属大礼，为S MAN带来“超拽”福
利，以及更加个性时尚的乘驾体验。

在彰显个性的同时，308S萧敬
腾特别推荐版车型也延续了308S

出众的强悍实力。其搭载的“T+
STT高效动力”能够随时爆发令人
瞳孔放大的强劲动力，配合STT发
动机智能启动系统，更使节油能力
高达15%，完美兼顾性能与油耗。
1 . 444㎡全景天幕玻璃顶，以同级

唯一的绝赞视野，更为S MAN带
来了“嗨爆的”驾驭体验。

速度与视野已在同级别中拔得
头筹，308S更将“超拽的”智能科技

“玩”的得心应手，通过Blue-i车载互
联系统、盲区探测系统、City Park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等一系列极智装
备，使驾驶更加安全、随心。

拒绝平庸 彰显不凡
“S MAN计划”热血引爆
自上市以来，308S便不走寻常路，
它不仅以非凡实力艳惊四座，就连
其针对的目标人群也是当下都市
最具个性的年轻族群，他们更有一
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S MAN。

作为308S的代言人，萧敬腾无

疑是S MAN的领军人物，他对音
乐的专注，对创作品质的苛求，都
与S MAN“忠于自己，品质至上”
的信条不谋而合。

308S萧敬腾特别推荐版车型
无疑是“S MAN计划“的华丽开
场，随后，更有“S MAN 挑战赛”
试驾体验日活动接踵而至，参与者
将有机会赢取萧敬腾演唱会门票，
与“雨神”亲密接触，享受嗨爆的视
听盛宴。

如果给汽车也贴上一个年代的
标签，那么308S无疑是紧凑运动型
时代的新宠，不仅以热血的动力、先
进的科技、个性时尚的配置掀起了
热血的潮流旋风，更开辟了独特的
沟通方式，为S MAN带来超拽的完
美体验。相信“308S+萧敬腾”必将以
车与人的默契配合，赢得更多S
MAN的共鸣，向来自神车的挑战展
现出“我 无所畏”的自信态度！

神车挑战我无所畏 东风标致308S嗨爆潮流魅力

文/片 本报记者 袁文卿

遗失声明
菏泽市环境保护局肖军

安山东省行政执法证丢失，编
号为SD-R000290017(A)，申请
作废。

10日下午3点左右，菏泽城区
上空白昼如黑夜，伴随着大风，一
场“狂风暴雨”一飘而过。虽然大
雨下的时间不长，但大风导致不
少树木、建筑物、广告牌等倒塌。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大树难敌大风

10日下午，疾风劲雨侵袭
菏泽城。黄河路与青年路口往
南100米路西一户人家的板房
结构屋顶被大风掀飞。被掀飞
的屋顶有的落在路面上，有的
挂在电线上，导致青年路靠近
黄河路的路段被封路，所幸没
有人员伤亡。

朱青是一名2路公交车司
机，15时30分左右，她驾驶公
交车自南向北即将行至青年
路与黄河路路口，忽然发现一
个巨大的物体从左边建筑物
上向公交车砸来。

“当时我就紧急刹车，砰
的一声屋顶就落到了车前
面，然后我就发现车挡风玻
璃的左边裂了，并且左后视
镜也断掉了。”朱青说，车上
的乘客都被吓到了，回过神

后她赶紧打110报警，“我下
车查看了下情况，当时还下
着大雨，我没让乘客们下车，
联系了后面的一辆2路车，让
乘客们上了那辆车离开了现
场。”

记者看到，掀飞的屋顶几
乎覆满了附近路段，过往车辆
都排起了长队。当事2路公交
车停在马路中间，车头下就是
被掀飞的屋顶，路面上散落着
许多泡沫块。

屋顶从天而降，逼停公交车屋顶从天而降，逼停公交车

被掀飞的屋顶的另一部
分，挂在了青年路西的电线
上。有的板材直接垂到地上，
电线也被压得更加靠近地面。

记者走近后发现，该电线
杆距离地面40CM处有断裂。电
线杆断裂处钢筋裸露，靠近路
面的一边的钢筋已弯曲。该电
线杆旁边还有一根高度稍低的
电线杆，两者相距不到一米。

记者了解到，被挂毁的电
线杆高13米，按照电线杆的倾

斜方向和角度，如果该电线杆
倒下，会砸向青年路，同时也
会将众多电线带到地上，十分
危险。派出所民警和交警赶到
现场后，在事故处20米外拉起
了警戒线。

现场的供电公司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该电线杆为某企
业专线，但其原产权所属单位
已破产，早已不再使用，供电
公司方面正积极寻找现产权
单位。

带裂电线杆，危险丛生

▲现场一片狼藉。
电线杆被泡沫板材屋顶刮得从底部断裂。 本报记者 袁文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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