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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风暴雨让老司机乱了阵脚
临海城市台风既视感

周一13时许，郑州市区多个
区域，突然降下了瓢泼大雨。倾
盆而下的大雨，裹挟着大量的水
气水花水雾，将近处和远处的建
筑和道路都遮在了里面。

一直渴望下雨的郑州市民杜
女士，难掩内心激动：“盼望已久
的雨，终于来了一个酣畅淋漓。
期盼这次下个痛快，把持续骄阳
似火的天气彻底压下去。”而市民
刘先生则震惊于雨势之大，怀疑
是天漏了。更有网友说，这是台
风吗？感觉郑州也是临海城市
了。

有网友说，你以为下了雨就
凉快了？你想多了，只不过是干
锅了，添点水接着蒸……“此时此
刻，那些渴望这场大雨可以给大
郑州降降温的小伙伴，有没有想
群殴我的赶脚（感觉）”。

一些老司机在狂风暴雨中也
乱了阵脚。市民刘女士说，雨太
大了，风也太大了，太吓人了，手
都是抖的。虽然是老司机，但没
有经历过这阵势，事后坐在车上
还是有些后怕。

这场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有郑州市民说，不到 30米的距
离，有4棵树都被刮倒了，真是一
片狼藉。雷，泼，淹，晴，困在快递
驿站看了一场大片。

而商鼎路东风南路附近，更
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积水，不少

车辆在水中通行，汽车划出一道
白浪，仿若海滨景色，有网友不无
调侃地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郑州市区降雨量最大
多地达到暴雨级别

那么，这场雨究竟下得有多
大？根据郑州市气象台提供的降
水实况图，从12时到16时，郑州
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雨量分布
不均，降水集中在郑州市区的二
七区、管城区和郑东新区。

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郑东新区
聚源小学站，达到了57.2毫米。
降水量较大的站点有：郑州市区
商鼎路小学52.1毫米，二十七所
53.1毫米，普惠小学50.5毫米，四
十七中 36.9 毫米，新密的白寨
17.7毫米，登封的白坪18.9毫米，
新郑的唐寨水库11.5毫米。

到了16时前后，郑州市区的
降水基本趋于结束，浓云开始消
散。而降水量也随着时间推移逐
步向中牟、新郑等东部区域推进。

随后，郑州市气象局发布地
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从周一晚
上到周二，郑州市地质灾害预警
预报达到黄色预警的地区包括，
新密市大部，荥阳南部局部，郑州
市区西南部局部，新郑西北部及
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较大。

而大河报记者了解到，今天
我省的安阳、平顶山等地的部分
地区都出现了强降雨，但降雨强

度最大的地方在郑州市域，尤其
是郑州市主城区。为此，河南气
象官方微博也不无调侃地说：今
天的郑州，是老天爷钦点的天之
骄子。

气象部门人工增雨 郑州、平
顶山等地成功要到强降雨

昨日的暴雨，可谓酣畅淋漓，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连续不断的高
温势头。不过，这样高强度的降
水，既需要天帮忙，也需要人努
力。大河报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局
了解到，为积极缓解旱情，近期我
省多地气象部门抓住有利时机，
及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受厄尔
尼诺气候事件持续影响，今年以
来我国天气气候异常，我省降水
偏少。特别是7月以来，我省持
续高温少雨、旱情明显。气象监
测数据显示，全省35℃以上高温
日数平均达10天，较常年同期偏
多 6天。特别是从 7月 19日开
始，我省出现今年以来最强区域
性高温天气过程，全省大部分地
区连续高温日数达8~10天。

7月26日，河南省气候中心
发布了今年首个气象干旱预警。
当天河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
灾害（干旱）Ⅳ级应急响应，全力
做好抗旱气象服务工作，并要求
各地气象部门做好人工增雨作业
的各项准备工作，抓住一切有利
天气时机积极开展作业。

为积极缓解旱情，近期我省
多地气象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及
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针对29
日下午的天气过程，各地气象部
门早在28日就要求作业人员全
员到岗，并做好人工增雨的各项
准备工作。从29日13时开始，郑
州、平顶山、安阳等地相继开展了
大范围人工增雨作业。

大风与暴雨齐飞
大树与护栏被拔起

这次暴雨，除了雨势大外，局
部地区的风力也很惊人。在郑东
新区的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行
道树被连根拔起、交通护栏被推
翻在地的情况，以至于暴风雨过
后，便是一片狼藉。那么，在暴雨
进行过程中，郑州市的最大风力
究竟到了多少级？

郑州市气象台相关人士说，
暴雨来临以前，他们便预报了局
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雷暴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雷暴大风主要发
生在炎热的季节，出现之前多属
晴热天气，具有巨大破坏力。郑
州市区周一暴雨过程中局部地区
便发生了雷暴大风。其中，聚源
路小学和商鼎路小学附近的瞬时
风力都超过了20m/s，其中风力
最大的达到了10级。

九级甚至十级的风是瞬间发
生的，存在的寿命也很短。其中，
九级风是烈风，十级风是狂风，能
拔起树木、摧毁房屋了。

本报讯 7 月 26日上午 10时
30分，室外温度36摄氏度，在三门
峡市建设路铁路桥附近，国网三门
峡供电公司的员工正对10千伏Ⅲ
会市线开展电缆更换工作，汗水流
个不停。

入夏以来，该公司坚持“安全
可靠、规范有序、优质服务”度夏工
作思路，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
机制，细化度夏任务，落实工作责
任，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精益设备
运维管理，做好优质服务，抓好防
汛减灾，科学应急抢险，积极应对
高温、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严峻挑
战，全面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为高效做好客户抢修工作，国网三
门峡供电公司结合管辖区域和交
通状况、设备数量和健康状况，完
善抢修站点网格化建设，备足备齐
抢修工器具、备品备件和应急物
资。

度夏期间，三门峡市配网组织
抢修站点65个，抢修队伍77支，抢
修车辆85台，形成“网格式”分区抢
修网络。当前处在迎峰度夏关键
时期，该公司将继续践行“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进一步优
化管理，完善措施，迎“峰”而上，齐
心守卫夏日的清凉，确保居民用户
用电无忧。

本报讯 继7月26日郑州电网
负荷创下历史新高后，29日12时
32分，郑州地区电网负荷1193.8万

千瓦，再创下历史新高。郑州供电
公司称，在大负荷考验下，郑州电
网运行平稳。

本报讯 7月29日下午，一
场大雨到来后，郑州市多地出现
积水，其中航海路铁路立交、城
东路铁路立交、陇海路铁路立交
三处铁路立交因积水出现断行，
郑州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泵站管
理所立即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先
后启动17座立交泵站进行抽升
工作。直到下午4时50分，三
处断行铁路立交全部恢复通
行。目前，全市各立交桥下无积
水，交通正常通行。

7月29日下午3时许，据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从本报线
索平台获悉，在大雨到来后，全
市多处地方出现积水情况，郑东

新区有部分道路积水较多，最深
地方已经淹没到成人膝盖，并有
私家车因积水较深发生熄火；陇
海路京广路隧道、中州大道商鼎
路隧道、中州大道陇海路立交等
隧道、立交也相继出现积水情
况。其中，最为严重的航海路铁
路立交、城东路铁路立交、陇海
路铁路立交三处铁路立交桥下
因积水较深出现断行。

下午 4时许，记者在郑州
市航海路铁道立交桥下看到，
市政泵站所的工作人员已将立
交桥下的收水边井的井盖全部
打开，桥下的积水正不断地往
井内流淌，原本较深积水也已

慢慢散去，不少往来的私家车
开始在深约 10厘米的积水中
通行。现场一泵站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通过泵站不停地抽
升，该立交桥下的积水已经得
到缓解，道路交通也已恢复通
行。

下午5时37分，据郑州市
市政工程管理处泵站管理所所
长杨岐彬介绍，目前，全市各立
交桥下已无积水，交通正常通
行，17座泵站的抽升工作都在
有序进行，他们也已启动防汛应
急机制，全体工作人员24小时
值班，随时应对突发汛情。

突降暴雨 郑州主城区强度最大
此次降雨为人工增雨，同时还伴有雷暴大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劈头盖脸，昏天暗地，一场暴雨，席卷绿城。绿城迎暴雨，高温被喊停。天帮忙，人努力，在气象部门人工增雨作业下，
29日的13时~16时有5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其中郑州就有4个站，而且全部位于市区。

这场降雨来得快去得快，并不能有效缓解高温热浪，周二、周三两天，我省仍将出现高温天气。但从周四开始，我省将迎
来一次较为明显的连阴雨天气，连续十多天的高温热浪届时将暂告一段落，本周后半段的日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35℃以
下，甚至接近30℃。

暴雨突袭

天有多热，看电表就知道了

郑州电网负荷再创新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悦生 通讯员 申永涛 文图

国网三门峡供电公司：

高温中作业 只为居民享清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赵彤 通讯员 蒋姝佩

大雨突袭
郑州有三处铁路立交出现断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帅 实习生 赵新月

本报讯 7月 29日下午3
时左右，郑州突降大雨。骤雨
停歇后，一些车主却发现自己
停在附近的车却被砸在了树
下。路过的附近居民也感觉吃
惊，有的道路，竟然有近四成的
树木出现了倒伏，十五六辆各
式机动车被砸树下，一幅灾难
大片过后的景象。

“3点多雨后发现车被砸
的。报保险后，理赔员来进行
了查勘。现场着急的是车开不
走，需等园林人员将树木挪
离。”下午6时许，豫CU68××
车主王先生表示。

一位保险公司的现场查勘
员表示，雨天树木倒伏，如果车
主购买有车损险，保险公司会
先行受理赔付，但随后会让车
主签一份权益转让书，他们将
代车主向树木的管理方，如市

政园林等单位进行追偿。
附近居民孙先生说，万幸

的是这次大面积树木倒伏没有
伤到人。现在很多树木都被刮
歪吹斜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
及时排查。

现场采访时，记者注意到
园林绿化人员已开始着手清理
倒伏的树木，并让吊车将车上
倒伏的树木挪移。

“倒伏的树木大多为2006
年所栽种，均按照根球低于路
面15厘米的标准所栽种。此
次树木大面积倒伏，主要是风
太大了，不存在栽种根基浅的
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倒伏行道树给市民车辆造成的
损失，有保险的车主可走保
险。对于没有保险的车主，他
们将积极赔付。

雨后郑州有的路段倒了近四成行道树
十五六辆车被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一川 实习生 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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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一场强降雨，使得
郑州的气温出现了断崖式的骤然下
跌。大河报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
到，周一13时，郑州的气温升到了
37℃以上。但是，随着降雨的突然
到来，气温在一个小时内狂跌了
11℃左右，15时已经到了25℃左
右。之后，随着降雨的结束，气温才
有所抬头。

不少民众都希望这场降雨能好
好缓解一下高温的火热势头。不
过，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随着降雨的结束，气温抬升，空气相
对湿度相较降雨前也有明显的抬
升。其中，15时、16时的湿度都在
9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又闷又
蒸的“桑拿天”，很快吞噬了暴雨所
带来的短暂降温。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包括郑州
在内的我省大部分地区，周二、周三
的气温仍将在35℃以上。虽然这
两天仍然会有阵雨、雷阵雨出现，但
降温效果并不明显。

这股延续了十多天的高温热浪
啥时候能有所缓解呢？根据气象部
门分析预测，从周四也就是8月1
日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次连阴雨天
气，这是一次较为明显的天气过程，
郑州也将出现大雨级别的降雨。

真正缓解高温的，便是连阴
雨。这轮连阴雨将覆盖本周后半
段，而日最高气温均将跌落到35℃
以下，甚至跌到30℃。所以，进入8
月，我省的天气将真正实现阶段性
的“退烧”。

未来两天高温依旧
进入8月连绵阴雨来消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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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高温下检查电路

昨天下午，郑州东三环高架上出现积水，不少车排队。热心网友何彦波供图

倒伏的大树 热心读者许大娟供图

大树砸在小汽车上 热心读者魏旭丽供图

被风吹倒的大树 记者 许俊文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