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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部门

 加强巡逻保畅通

本报讯  （王菁） 3月 16

日上午，笔者从市公路部门了

解到，针对此次雨雪天气，我

市公路部门提前安排部署，组

织人员加强道路巡逻，及时发

布出行提示，全面保障道路畅

通和群众出行安全。

3 月 16 日 7 时许，凤县

公路管理段辖区 219 省道

秦岭梁段为持续小雪天气，

路面、路肩处都少量积雪。

为应对此次雨雪天气，保障

辖区道路畅通，该管理段提

前一天安排部署，要求全员

提前到岗，一大早安排人员

上路进行辖区部分路段除雪

作业（见上图）。同时，加大

对桥面、急弯、陡坡、易滑坡

等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对

沿线树上积雪、路面零星落

石及淤堵水沟等影响道路通

行安全的隐患及时进行了清

理和疏通，确保辖区交通安

全畅通。8 时许，太白辖区

244 国道因降雪影响，部分

路段、路面出现大雾及少量

积雪，太白公路管理段第一

时间组织人员上路除雪，加

大对辖区路段巡查力度，设

立温馨提示牌，提醒过往司

机谨慎驾驶。

除此之外，陇县、麟游、陈

仓、金渭等公路管理段，结合

辖区实际加强道路巡查力度，

及时协调、督促做好雨雪天气

道路畅通作业，并及时发布路

况信息，有效消除安全隐患，

为群众出行提供便利。 

西府大地迎

庄稼喝上解渴水
本报讯  （记者 张敏涛）3

月 15 日夜间开始，我市大部分

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增加了土壤

墒情，让返青的麦苗喝上了“解

渴水”。农业专家提醒，春季天气

变化快，广大农户要加强田间管

理，预防可能发生的“倒春寒”。

针对此次雨雪天气，市气象

台预报员韩洁表示，进入春季以

来，我市有效降水少，此次雨雪

天气有效缓解了当前的旱情。

“当前我市大部地区麦苗处

在返青期，此次雨雪天气对麦苗

生长极为有利。”市农技中心粮油

科科长马云飞说，当前我市平原

区麦苗刚开始拔节，而南北山区

大部分麦苗还处在返青期，降水

有效地补充了土壤水分，增加墒

情，对麦苗起身拔节非常有利。

同时，马云飞提醒，今年春季

我市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发生干

旱、小麦孕穗期“倒春寒”的风险

加大，广大农户要及时关注天气

变化，做好预案。在低温来临前，

对麦田提前灌水，调节近地面层

小气候，降低“倒春寒”危害，也可

在3月中下旬喷施叶面肥来提高

小麦抗寒能力。如果发生冻害，要

及时调查受冻程度，分类施肥补

救，减轻灾害损失。

进入 3月以来，我市大风天

气增多，市果菜中心多次发出预

警，提醒农户对设施农业做好管

护。市果菜中心专家胡晓帆表

示，农户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对温室进行加固处理，提高抗风

能力。特别是对一些老旧温室，

要整体加固，同时检查棚膜，对

老旧的棚膜要及时更换，增强其

抗风和透光透气性。

市民乐赏桃花雪
自 3 月 15 日夜间开始，

我市出现大范围降温及雨雪
天气。3 月 16 日上午，部分
山区、景区银装素裹，吸引市

民游客纷纷踏雪赏花。
图为市民在太白县城蔬

菜广场赏景。
本报记者 祝嘉摄

本报讯  （记者 杨曙斌）

3 月 16 日，记者了解到，在自

然条件和人工增雨（雪）的共

同作用下，自 3 月 15 日夜间

开始，我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

气，截至 16 日上午 10 时，全

市平均降水量为 13.7 毫米，

其中，麟游、太白、千阳及秦岭

山区等地出现降雪，中部平原

区普降小到中雨。   

凌晨雨转雪  太白积雪最厚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

在自然条件和人工增雨（雪）共

同作用下，3月15日夜间开始，

我市出现大范围降水天气，中

部平原区普降小到中雨，南北

部山区雨夹雪，麟游、太白、千

阳及秦岭山区等地在16日凌

晨时转为降雪。截至 16日 10

时，全市累计降水量为 8.2毫

米至30.3毫米，平均降水量为

13.7毫米，太白县积雪深度 6

厘米，麟游县积雪深度1厘米。

人工增雨雪   助力春耕春播
为何要在这个时间进行

人工增雨雪作业？记者16日

从市人影指挥中心了解到，他

们提前根据15日夜间至16日

白天我市将出现大范围降雪

降温天气，并适宜开展地面人

工增雨雪作业的情况，制定并

发布了地面人工增雨雪作业

计划。16日 5时至 9时，市人

影指挥中心组织眉县、岐山、凤

翔、陇县、麟游、凤县 6个县区

人影作业人员抓住有利气象

条件，实施32点次地面人工增

雨雪作业。此次人工增雨雪对

于缓解旱情、增加土壤墒情，助

力春耕春播，降低森林火险等

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气变化多  此类情况常见  
此次降水天气出现后，一

些市民不仅把雪景照片发布

在网络上，同时也发出了疑

问：已经是 3 月中旬了，还下

这么大的雪，正常吗？市气象

台工作人员表示，往年春节过

后出现过多次降雪，甚至在 4

月份也出现过。气象台提醒市

民，春季的一大特点就是天气

多变，气温变化也较为频繁，

昼夜温差较大，要随时根据天

气增减衣物，做好保暖。

3月16日，麟游县崔木镇洪泉村雪景。

气温多变 如何应对？
医生：适当“春捂” 加强锻炼

本报讯  （记者 祝嘉）近

日，我市出现降温降水天气，

温差较大，空气干燥，市民呼

吸系统疾病增多。医生提醒，

春季气温多变，要适当“春

捂”，加强体育锻炼，保持清

淡饮食，增强身体免疫力。

3 月 16 日，记者在市人

民医院门诊看到，因流感等

呼吸系统疾病挂号问诊的市

民络绎不绝，尤以老年人和

青少年居多。

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

任梁海云表示，春季是流感、

流脑等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季

节，呼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

病及骨关节疼痛的患者也明

显增多。当气温骤降时，市民

要注意添衣保暖，特别要注

意手、口、鼻部位的保暖。平

时加强体育锻炼，呼吸新鲜

空气，以改善心肺功能。注

意休息，保持情绪稳定，避

免过度疲劳和精神紧张。避

免食用辛辣、油腻的食物，

可以多吃富含维生素、微量

元素的食物。养成早睡早起

好习惯，每晚坚持热水（或

艾叶生姜煮水）泡脚，以提

高机体免疫力。

交警部门

加派警力保安全

本报讯  （记者 马庆昆） 

从3月15日夜间开始，我市中

部平原区普降小到中雨，至凌

晨时南北部山区转为降雪，部

分路段出现积雪，相关县区交

警启动恶劣天气紧急预案，迅

速行动，发布道路出行提示，到

易积雪和湿滑路段指挥交通，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月 16 日早晨，219 省

道渭滨秦岭段雪花飘飞，在

138 公里至 142 公里处路面

有少量积雪，其余路段道路湿

滑，渭滨交警大队桑园中队民

警通过媒体平台现场播报路

况，指挥交通（见上图）。316
国道和 219 省道凤县段部分

出现积雪，凤县交警大队加派

警力，疏导保畅，并通过微信

微博抖音等平台，及时发布路

况信息，确保辖区内道路安全

畅通。麟游交警大队交警在保

障群众安全出行的同时，还将

大雪压倒的树枝、竹子清除，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此外，陇县、太白、眉县、千

阳等县交警也都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相应措施，上路保畅。 

从 3 月 15 日夜间起，春雪飘然而至。这场春雪无疑

是一场喜雪，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美景的惊喜，更是一场

“及时雨”，滋润了西府大地，为春耕春播提供了水分，缓

解了森林防火压力，有效改善了空气质量。

春雪
六县区人工增雨  南北部山区降雪

农户在大棚里育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