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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降雨致184 处景区关闭
今天傍晚到夜间局地可达暴雨量级

市防汛办提醒市民减少出行
■暴雨·东直门

打车难 好司机主动相送
“带着两岁半的孩子看病从
医院出来就被大雨截住了，当时
真是又急又慌。”回忆起前一天晚
上的事，石女士昨天还是觉得有
些后怕，
“那会儿已经八点半了，
在东直门海运仓胡同附近，我带
着孩子沿途一边冒着雨走一边打
车。但出租车各个都满载，有的干
脆停运，我们衣服都湿透了。”
就在石女士不知所措的时
昨天，南长街，透过被雨水冲刷的窗玻璃，公交站上暑期旅游的
家长和孩子幻化成了一幅水彩画。
北京晨报记者 柴春霞 / 摄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海亮）

昨晨，许多市民被雷声雨声惊
醒。这是一场“持久力”很强的强
降雨和冰雹天气，虽然断断续
续、下得极不均匀，但在局地爆
发了很大的“能量”，短时强降雨
惊人，还有冰雹、大风相携而来。
市防汛办通报，截至昨天 16时，
本市全部积水均已排除，恢复交
通。此次降雨，全市大中型水库
蓄水增加 1020万立方米，其中
密云水库增加 700万立方米。
“雷公公雷婆婆还没吵完
吗？”昨晨，早起的小朋友睁开眼
对妈妈说了这样一句话。从 11
日上午开始的降雨，断断续续，
在局地发威，经历了 11日上午
到午后、11日傍晚到 12日半夜
2时这两个阶段之后，从昨天凌
晨 5时开始，强降雨又开始袭击
京城，大雨敲打窗户，惊醒酣眠
中的人们。
“这场伴有冰雹和短时大风
的强降雨，是因为受东移蒙古低
涡影响。”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赵玮介绍。这场降雨里，冰雹引
人注目。11日上午到午后，大兴
局地下了冰雹；11日傍晚到 12
日前半夜，海淀、朝阳、丰台、东
城、西城、通州、顺义、密云等区
局地均下了冰雹；从 12日凌晨
开始的降雨，怀柔、丰台、通州和

大兴局地出现冰雹。为此，市气
象台发布冰雹黄色预警。
在此轮强降雨中，市气象台
两度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昨天 9
时 50分，丰台升级发布暴雨橙
色预警。赵玮表示，一直到今天
夜间，本市仍多雷阵雨天气，降
雨过程可能伴有局地短时强降
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是，昨天傍晚到今天上
午有一波降雨，今天傍晚到夜间
又有一波，期间大部分地区累计
雨量将达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
达暴雨量级。
北京市防汛办昨天通报，由
于昨天上午局地雨强较大，造成
密云、怀柔、门头沟、丰台等区出
现 13处积水，属地政府及时采取
断路措施，组织排水抢险，截至
12时恢复交通 4处，其余 9处
（密云 8处、门头沟 1处）经过紧
急排水抢险，也在下午恢复交通。
昨天，因受强降雨影响，全
市共有 12个区 184处景区关
闭，其中石景山 5处、丰台 3处、
海淀 9处、密云 38处、怀柔 26
处、房山 21处、平谷 14处、延
庆 12处、门头沟 29处、昌平 13
处、通州 2处、顺义 12处。市防
汛办提示市民减少出行，避免前
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注意
防范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下周天气

下周雷阵雨依然是主角

本周天气多变——
—从周初
期的绝美蓝白画风 +骄阳高
温，到周中期高温消减、天色转
阴，一直到周五、周六的电闪雷
鸣、局地暴雨倾盆。本周最后一
天，雷雨还将持续，请市民合理
安排出行，防范局地短时强降
雨，以及可能出现的大风、冰雹。
本周一，立秋节气这一天，
滚烫刺眼的骄阳下，京城毫无秋
意。虽说碧空白云美不胜收让人
心情绝佳，但高温日数也是连连
“添砖加瓦”。随着天空的写意画
风离开京城，高温消退，依然闷热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19:14
明日升旗05:25
明日降旗19:13

的天气悄悄酝酿着周末的雷雨。
从周五到周六，强降雨、冰雹、短
时大风来袭，雨量分布特别不均
匀，有的朋友已经出不了家门
了，有的朋友却没什么感觉。
从下周天气看，雷阵雨依然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目前预报，
下周三、周四、周五都有雷阵雨，
周一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周二夜
间有雷阵雨。气温非常“低调”，一
周最高气温除周二外都越不过
30℃，维持在 28-30℃，只有周
二这一天最高气温为 31℃，总体
上是“雷雨 +清凉”模式。
■尾号限行

明日 2、7

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们母子
身边询问她是不是要打车，“我
以为对方是拉客挣钱的，问他需
要多少钱。没想到司机说不要
钱，只是看到我和孩子站在路边
一直打不到车，想帮帮我”。听到
这话，石女士高兴又感动，带着
孩子上了车，
“小伙子阳光可爱，
看上去也就二十七八岁。路上聊
天我才知道，他本来是在那里等

朋友的，看我带着孩子打车总打
不到，担心孩子淋雨生病，所以
就主动提出帮我们”。
10分钟以后，小伙子把石
女士和孩子安全送到家门口，
又返回到海运仓胡同接着等自
己朋友去了。昨天石女士仍激
动地和北京晨报记者说，“感谢
这样的好心人，希望这样的小
伙儿越来越多。”

■暴雨·管庄

大雨冲井盖 男子冒雨提醒
同样是大雨夜，家住朝阳区
的刘先生也看到了感人的一幕。
晚上 9点多，在管庄附近的一个
十字路口，一名男子看到一个井
盖被水冲走，地面有一个大坑，
就主动站在水中央，疏导交通防
止过往行人和车辆陷入其中。
“当时雨很大，路上积水已
经摸过小腿，那名男子刚开始
看到水中间有个‘漩涡’，就拿
着长把雨伞慢慢靠近试探，戳
了一会儿，发现深不见底，好像

是个井盖被冲走了。”刘先生
说，当时男子还带着自己大概 6
岁的儿子，俩人就一起站在水
里指挥交通，让路过的车小心
些别掉进去。
不一会儿男子见水越来越
深，就叫儿子回到路边较高且
安全的地方等着，自己继续冒
着倾盆大雨又站了半个多小
时。周围的行人看着也都十分
感动，纷纷想办法帮忙，有人搬
起路边废旧的自行车和一些杂

物，在“漩涡”附近搭起了警示
围挡，提醒过往车辆注意。看到
确实有提示效果后，大家才都
陆续慢慢离开。
石女士和刘先生将自己的
经历发到网上后，网友们纷纷
点赞，称正是雨夜中这些小事，
温暖了周围的人，也照亮了人
们冒雨回家的路。
北京晨报热线新闻
记者 张静姝
线索 辰先生

■暴雨·燕郊

医院门前铲车收费摆渡
“医院附近有座桥，每
逢下雨桥下积水都达 1.5
米以上，班车都过不去，上
班得坐附近工地的铲车才
能到医院，铲车司机收费是
每人 20至 50元不等。”
（右图）昨日，有在燕郊燕达
医院上班的医务人员称，由
于医院北侧的铁道桥下积
水过深，到医院上班的医护
人员经过时只能交纳摆渡
费用，才能搭乘铲车跨越积
水路段。
当日午后，北京晨报记
者来到燕达医院北侧的铁
道桥边，看到有燕郊市政的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桥下淤
泥，途经的双侧道路除了路
边栏杆东倒西歪稍显狼藉
外，已恢复正常通车。

上班族六个半小时才到家
除上班的医生、患者受到
影响外，也有很多居住在燕郊
的居民表示，8月 11日晚间至
昨日凌晨的暴雨，也令整个燕
郊出现多处积水。根据市民提
供的照片记者看到，当晚燕郊
部分路段积水已没过车轮，甚
至到了成年人的腰部。市民称
回家的路途如同开船。另有在
京工作、在燕郊居住的居民表
示，
“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路，8月

11日晚间走了六个半小时”，不
少两地奔波的年轻上班族大呼
心累，称周五下班，周六凌晨才
精疲力竭地到了家。
昨日记者来到燕郊燕顺路，
看到前一晚没至大腿部位的积
水已被排空，除部分路边稍显泥
泞外，燕顺路已恢复畅通。一名
环卫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昨日凌
晨四点，燕顺路积水仍可至小腿
位置，但通过疏导排水口的垃圾

及淤泥，截至昨日清晨六点，路
面积水才基本被排空。
但即使如此，每逢下雨便
能看“海”的境遇，仍令不少燕
顺路附近的居民头疼，“不到两
个月，这已经是第二次被淹了，
燕郊到北京上班的人太多，希
望两地能携手改变燕顺路的雨
中通勤保障”。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田杰雄
线索：马先生 网友 /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