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吴永功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今年

第一场降雪来临，济南交警发布

市区易结冰路段。交警提醒，雪天

出行需倍加注意，如果是新手，尽

量不要开车上路。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市区

一些有坡的路段，比如千佛山南

路、二环东路(山财大至旅游路

段)、旅游路(转山西路至千佛山

南路段)、舜耕路(千佛山南路至

马鞍山路)、经十东路(草山岭至

浆水泉立交桥)这些交通主干道

路段，因为有坡道，在冰雪天很

容易发生意外事故。而一些平坦

的路面，比如经四路、小纬四路、

经五路、经二路、馆驿街、英雄山

路等，也容易在冰雪天发生意外

事故。

交警特别提醒，冰雪天驾车

上路，最好避开道桥。北园高架、

顺河高架、二环东高架、纬六路

道桥、经六路道桥，以及燕山立

交桥下口、铁路涵洞处都需要特

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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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北京堆雪人 我在济南盼雪来
寒潮两天冻掉10℃，济南今冬气温首破0℃，网友翘首盼雪

这次寒潮来得是不是有点早
“这还不到12月，怎么就这

么冷了呢？”不少市民疑问。

23日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

布寒潮蓝色预警：受强冷空气和

雨雪天气影响，预计23日8时至25
日8时，山东南部、河南北部、江苏

北部等地降温幅度超过12℃。

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

预警的标准是，“预计未来48小

时，有4个及以上省(区、市)的大

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或日最低

气温将下降8℃以上，并伴有4-
5级及以上大风，冬季长江中下

游地区(春、秋季江淮地区)最低

气温降至4℃以下”。2013年10月
14日济南就发布过当年第一次寒

潮预警。到当年11月26日，济南发

了三次寒潮预警。

半月日照才38小时 啥时艳阳当头照
11月以来，济南罕见阳光，

不是阴天下雨就是雾霾。据统

计，11月1日-15日，省城日照时

数为38小时，日均日照时数为

2 . 53小时，创下历史新低。

为什么“暗无天日”会维

持这么久？据了解，这主要是

因为大气环流比较稳定，副热

带高压偏西偏强，有利于水汽

向北方输送；虽然有冷空气，

但势力不强，二者交汇，容易

产生阴雨天气。

不过在寒潮强攻之下，预

计26日前后，中东部大部分地

区就可见到太阳了。此外，这

次冷空气还带来了好气质，彻

底扭转了前一段的重污染。22
日 ，济 南 拿 到 了 今 年 第 三 个

“气质优”。未来几天，这种好

气质或会持续。

未来10天气温低 定调冷冬有点早
“今年将是济南30年来最冷

的冬天……”前段时间，一则消

息传遍济南。不过，省气候中心

专家告诉记者，实际上今年是暖

冬的可能性会更大。

去年和今年都是厄尔尼诺

年，北方出现暖冬的概率会偏

高。不过专家表示，由于气候影

响因素太多，并非仅有厄尔尼诺

效应的一种影响，即使大量测算

也并非全部准确。

“现在这么冷，是不是能说

是冷冬了呢？”不少人疑问。根据

气象预报，预计未来10天(11月
23日-12月2日)，我国中东部大

部地区平均气温将较常年同期

偏低，并可能持续到12月上旬。

“因几次冷空气活动或阶段

性寒冷判断是冷冬，并不科学。”

气象专家表示。

冰雪天 避开车祸易发地
开车上路最好避开道桥

南山部分线路雪天或停运
对68处危险路段，公交制定临时绕行方案

雪大路滑 学校可临时停课
济南市教育局发布防范冰雪天气预警通知
□记者 朱紫瑛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23
日，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了解

到，23日晚间开始，省城将有明

显降雪过程，各区县教育部门将

根据情况随时启动冰雪天气应

急预案。

据了解，如果遇到大雪天气，

根据济南市教育局冰雪天气应急

预案，学生不仅可以推迟到校与

离校时间，各区县教育部门还可

以视本区降雪、积雪与结冰情况，

决定辖区内学校是否临时停课。

“应急预案的启动不是以降

雪多少为标准，而是以结不结冰

为准。”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只要出现学校内或周边道路

结冰，各区县教育局就有必要启

动应急预案。

“如果道路出现结冰，学生

可推迟到校与离校时间。”这位负

责人表示，“如果降雪量较大，或

路面湿滑，影响学生安全，各区县

教育部门还可根据各自区县情况

随时调度，甚至可以停课。”

历
下

千佛山南路、二环东路（山财
大至旅游路段）、旅游路（转山
西路至千佛山南路段）、舜耕
路（千佛山南路至马鞍山路）、
经十东路（草山岭至浆水泉立
交桥）、经十路、燕山立交附近

市
中

104国道、省道103济南南高速
出口附近、经四路、小纬四路、
经五路、旅游路（千佛山南路
至太和广场转盘处）、舜耕路
八里洼东口、郎茂山大桥、经
二路（普利门路口）、馆驿街、
英雄山路（二七中街至六里山
东口）、二环东路怪坡段、卧龙
路6路车终点站

槐
荫

纬六路道桥南口、纬十二路道
桥、经六路道桥、3520桥下(双
向)、段店立交桥、宋庄立交
桥、周王庄桥、齐鲁大道铁路
桥、吴家堡铁路桥

天
桥

天桥、101铁路桥、黄河大桥、
桑梓店铁路桥、纬六路道桥、
北园高架路各上下匝道口、无
影山路、清河北路、济泺桥、新
徐浮桥、泺口浮桥、二环西与
二环北交界、北园路小虹桥、
三孔桥东头、无影山东路北
口、师范路

历
城

将军路前进桥、清河北路还乡
店路口、大桥路零点盖家沟周
边、奥体中路胶济铁路桥下、
工业北路济钢铁路桥下、309
国道力诺大坡、世纪大道围子
山西坡、省道103线、省道327
线、县道518线、县道526线、港
西路、港九路、工业北路济钢
三叉口西向东、凤鸣路北口南
向北、工业南路殷陈桥下南北
双向

高
新

浪潮路、舜华南路、世纪大道
（围子山顶至24号路口）

高
速

黄河二桥、津浦铁路桥、京广
高速24公里至29公里、槐荫立
交、北园高架、顺和高架、二
环东高架、青银高速济南段和
济南绕城高速86km+600m—
120km、济南绕城高速25km—
47km

易积雪结冰路段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23
日下午2点左右，小雪粒开始在

济南市区飘落，今年冬天的第一

场雪似乎悄悄拉开了序幕。寒潮

袭来，济南的气温在两天内降了

10℃，今冬气温首次跌破0℃。

“下雪啦！”23日下午2点多,
路上的行人感到脸上凉凉的，衣

服上落满细小的雪粒，但让人失

望的是雪粒并没有长成雪花，到

了傍晚连雪粒都不见影了。

“上个冬天就没正儿八经

地下一场雪，这次不会让我们

失望吧？”盼雪的网友心里挺忐

忑。受大气环流异常影响，济南

一直缺乏足够的水汽输送，上

个冬天的雪是最奢侈的景色。

世界总是很残酷，你在北京

堆雪人，我在济南打哆嗦，这几

天，眼看北京等地等来了暴雪，积

雪可达10至15厘米，咱济南还在

凄风冷雨里望眼欲穿盼着雪。

“雪可能会在下半夜才能

下起来，雪量预报是大雪。”济

南市气象台预报员孙长征告诉

记者。这场雪注定是低调的，或

许第二天才会给你惊喜。

11月23日16时，济南市气

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道路结

冰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

间到后天济南市有明显降雪，

由于温度较低，将出现积雪和

道路结冰，请注意防范。

23日，济南的最低气温为

- 2℃，这是济南市区气温今冬

首次破0℃。上周六21日，济南

的最低气温还是8℃，短短两天

内，气温跌掉了10℃。而根据预

报，26日济南市区的最低气温

可能只有-8℃，这次降温幅度

将达到16℃。

据了解，1993年11月，济南

最低气温达到-9 . 3℃，之后最

低气温均在-8℃以上，也就是

说今年济南11月最低气温可能

要创下1 9 9 3年以来的最低纪

录。为何这次降温会如此凶猛？

记者了解到，此次南下的

冷空气无论是“块头”还是“力

量”都是之前没有的，并且还有

新的冷空气紧随其后，导致连

续降温。另外，由于前期中东部

地区多阴雨天气，早晚温差小，

最低气温并不算低，甚至高于

常年同期，因此在冷空气持续

影响下，降温幅度比较大。

释疑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赵东云

生活日报11月23日讯 济

南市公交总公司启动冰雪天气

应急预案，68处危险路段临时绕

行方案公布，济南公交将采取跨

线调度、区间车、直达车、编组发

车、大站快车等形式，缓解恶劣

天气造成的客流积压和运行大

间隔现象；遇到恶劣天气，南部

山区部分线路将停运。

据了解，自11月20日起，济

南公交对所属4800余部公交车

刹车、灯光等设施进行大检查；

对营运线路途经市区的30余处

易结冰路段详细分工，明确了需

重点防守的路段及责任人。

“对不能确保行车安全或存

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线路，将停止

运营。”济南公交相关负责人介

绍，山区线路遇降雪、路面结冰

必须遵循安全原则。该负责人介

绍，他们还制定了68处危险路段

的临时绕行方案。

这几天，北方迎来大范围降雪天气，市民在天津市水上公园快乐堆雪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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