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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记者 马丽侠）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17日
至19日，内蒙古大部地区
出现了5～6级短时7～9级
大风，并且均伴有沙尘天
气，同时，全区大部地区出
现明显降水天气，19日清
晨全区最高气温普降10摄
氏度左右。19日本应离夏
天更近了一步，但在内蒙
古感觉不到一丝初夏的味
道。不过气温降得快升得
也快，内蒙古气象局预计
本周，我区气温将犹如坐
上了过山车般再次上升。

据监测显示，18日 8
时～19日8时，全区89个旗
县共1780个气象站出现降
雨，降雨量在0.1～92.1毫
米之间。其中，赤峰市克什
克腾旗红山子、大局子林
场、乌兰布统出现暴雨；赤
峰市、锡林郭勒盟多地出
现大雨；其余地区以小到
中雨为主。在自然降水和
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
这次降水过程覆盖了全区
大部地区，降水量级较大，
有利于地面渗透，有效地
增加了土壤墒情，对农业

生产非常有利，同时对净
化空气，降低森林火险等
级也起到积极作用。

这次的冷空气不仅带
来了接墒雨也给全区大部
地区降了温。19日白天全
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降
10摄氏度左右。其中，呼和
浩特市、鄂尔多斯市、包头
市18日最高气温为24、23、
25摄氏度，19日最高气温
为12、13、14摄氏度，最大
降温幅度超过10摄氏度。
最低气温更是接近冰点。
让市民感觉还没有等到夏

天，就一夜入秋了。19日虽
雨过天晴了，但风力不减，
清晨出门的朋友都裹紧衣
服快步前行。为此内蒙古
气象台10时继续发布大风
蓝色预警，预计24小时内
蒙古中东部大部地区受大
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
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

另据最新预报显示，
19日夜间起随着冷空气的
撤离，20日起气温将缓慢
回升，预计未来一周气温
将会大幅上升，局地最高
气温将超30摄氏度。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自从入夏以来，内蒙古的
天气就任性的不像话。前
几天还是艳阳高照，街上
的市民你穿着半袖她穿着
短裙，才不到两天，又是刮
风又是降温又是下雪，分
分钟从头冷到脚。不少人
甚至把压箱底的棉袄再度
拿出来穿在了身上。

说好的夏天呢？不少网

友纷纷感慨：这是要冻死在
内蒙古的夏天的节奏啊！

“冻死在冬天死得其
所，冻死在秋天心有不甘，
冻死在春天纯属意外，冻死
在夏天死不瞑目啊！”“入夏
失败，直接进‘九’。”“老母
亲在家里开着暖风，这样的
夏天真的很冷”……打开微
信朋友圈，不少市民都在疯
狂吐槽这个夏天。

5月19日，打开内蒙古
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呼和

浩特5~11摄氏度，包头7~14
摄氏度，乌兰察布市2~9摄
氏度，巴彦淖尔市-2~9摄
氏度……而刚刚过去的5
月17日，赤峰市敖汉旗还
遭遇冰雹袭击，部分乡镇
出现9级大风，突发的恶劣
天气造成多处民房倒塌，树
木折断。巴彦淖尔市乌拉特
前旗圐圙补隆遭遇冰雹袭
击。19日一早，武川县部分
地区迎来降雪，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同样迎来降雪。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呼
和浩特市气象局此前发布气
象预报，最低气温将出现在
20日早晨，武川将降至0摄氏
度，其余地区降至2~4摄氏
度，北部沿山一带及武川有
霜冻，其余地区有轻霜冻。

“昨天还有南方朋友和
我说想来内蒙古草原玩，今
天就听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
草原的朋友说已经下雪了。”
呼和浩特一家旅行社的负责
人王元恒对记者说。

道路施工
多路公交车绕行

新报讯（记者 郝儒冰） 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公
交总公司了解到，由于昭乌达路与包头大街十字路
口施工，5月17日起，66路、88路、K4路需临时绕行。

昭乌达路与包头大街十字路口施工，东西南北
四向封闭，需要进行箱梁架设工程，工期约20天。在
此期间，66路上行由如意小区发车后行驶至昭乌达
路与南二环十字路口，左转上南二环行驶至兴安南
路右转上包头大街左转，恢复原线；下行由呼市蒙
医中医医院发车后，行驶至包头大街右转上兴安南
路十字路口左转上南二环后行驶至昭乌达路右转，
恢复原线，临时增设：呼市疾病控制中心、后巧报、
永泰城，共3站，临时取消：武警医院、伊生泰妇产医
院、乐活生鲜万豪店，共3站。

88路从上新营发车原线行驶至公务员小区西
门后，沿呼伦南路向南行驶至世纪七路左转，沿银
河北街行驶至后巧报北路，行驶至包头大街后恢复
原线，临时取消：公务员小区南门、阿健餐饮、伊生
态妇产医院，共3站，临时增加：呼市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站、希望阳光苑西门、祥和家园、税苑小区，共4
站。

K4路从五公司发车，原线行驶至双台什街路口
后，沿双台什街、金桥一路行驶至世纪七路与昭乌
达路路口后右转恢复原线，临时取消：武警医院、凯
元广场，共2站，临时增加：呼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站、希望阳光苑西门、祥和家园、税苑小区，共4站；
从西喇嘛营发车，原线行驶至昭乌达路与银河北街
路口后右转沿金桥二路向北直线行驶至南二环快
速路后至赛罕区政府恢复原线，临时取消：凯元广
场、武警医院，共2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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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讯（首席记者 刘

晓君） 每年五月的第三
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
今年5月19日是第二十九
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自
强脱贫 助残共享”。自治
区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呼
和浩特市残疾人工作委员
会、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主办，内蒙古
自治区图书馆、呼和浩特

市残联承办的第二十九次
全国助残日扶残助残大型
系列活动在内蒙古图书馆
举办。同时，全区各地都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助残活
动。

活动现场，既有爱心
企业的捐赠，还有自治区
残联、呼和浩特市残联向
首府地区的部分残疾人代
表发放生活类辅助器具、

残疾人就业现场招聘会，
以及“共享芬芳 助残共
享”百场为盲人讲电影启
动仪式。

“我弟弟是一名听障
人士，大学毕业4年多了，
也应聘过一些岗位，但是
都因沟通障碍最终失业。
今天，我是第一次陪他参
加为残疾人举办的专场招
聘会，他已填写了求职简

历，希望可以找到适合他
的工作。”市民侯女士说。

在当日的“百场为盲
人讲电影活动”首场讲电
影现场，自治区图书馆馆
长李晓秋说：“为盲人讲电
影活动已经开展2年多了，
有两千余人次的盲人朋友
通过听讲解的方式‘观看’
了一部部精彩的影片，丰
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而

今年，全区100多个旗县图
书馆也要同期直播为盲人
讲电影活动。”

据了解，经过多年努
力，我区158.5万残疾人中，
有25.2万享受低保，15.4万
享受集中供养、五保供养，
每年有50.3万人次享受困难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残疾人养老保险参保率
达到83%，为29.2万重度残疾

人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1.8
万户残疾人家庭通过无障
碍改造生活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累计有50.1万人次残
疾人得到不同程度康复服
务，1.53万残疾儿童受益。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6.8万
人次，7.89万城镇残疾人实
现稳定就业。全区助残志愿
者注册人数2.4万人，开展
各类服务15.8万人次。

新报讯（记者 张巧珍）

“我从未看见春天盛开的花
朵，我无法欣赏雪花唯美的
飘落。我不知道东南西北该
如何通过，我不懂光和色彩
意味着什么……”5月17日，
在呼和浩特市图书馆，来自
回民区光明路办事处金园
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范勇
的深情朗读赢得了阵阵掌
声和满堂喝彩。当日，为推
动广大残疾人共同奔小
康，营造“平等、参与、共
享”的社会环境和扶残助

残的氛围，呼和浩特市残
联举办了主题为“壮丽七
十年 奋斗新时代”的全
市残疾人文化周暨第四届
残疾人阅读比赛。不少残
疾人朋友走上讲台一展风
采，诵读美文、朗诵诗歌、
讲述心情，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和自强不息给观众留
下心灵的震撼与感动。

据了解，此次参赛的
选手来自新城区、赛罕区、
回民区、玉泉区以及呼和
浩特市特教学校的残障人

士，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
疾、肢体残疾和智力残疾
的残障人士，其中有很多
都是残疾人专职委员，每
天在为残疾朋友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辛苦奔波。回
民区光明路办事处金园社
区残疾人专职委员范勇是
先天肢体残疾，左臂肌肉萎
缩，平日里喜欢唱歌、阅读。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一名残疾人，我对残
疾人朋友的生活更加感同
身受。平时在工作中会积极

的把一些好的政策传达给
辖区的残疾人朋友，诸如残
疾人再就业、免费发放辅助
器具，针对盲人进行的定向
行走培训、计算机培训等，
同时，也会把残疾人朋友的
疾苦收集上来，传达给上级
残联部门。此次参加这次阅
读比赛，重在参与，旨在呼
吁广大残疾人朋友都自强
乐观，积极向上的努力生
活，也希望社会各界有更多
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扶
残助残的行动中来。”

关爱残疾人朋友
新报讯（记者 辛永红） 5月17日上午，呼和浩特市

回民区新华西路办事处残联、四合兴社区、小丽志愿者公
益服务团，共同开展了“帮扶贫困残疾人,共享社会关爱阳
光”爱心助残活动。

上午9时，本次爱心活动在“为内蒙古喝彩”歌曲声中
拉开帷幕。新华西路办事处残联现场为残疾人朋友们发放
了124个轮椅以及盲杖等14种辅助器具。主办方还为残疾
人朋友们举办了趣味运动会，辖区内60余位残疾人朋友及
助残志愿者们参加了打保龄球、穿珠子、运球等6个简单易
行的游戏项目。新华西路办事处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还为大
家宣传了法律知识，解答了各种法律问题。新华西路办事
处残联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从相关政策、资金、
服务上做好工作，为辖区残疾人朋友们撑起一片蓝天，增
强了他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信念。”

我区残疾人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83%

全市残疾人文化周暨第四届残疾人阅读比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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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齐袭 我区最高气温猛降10摄氏度

有一种冷叫冻死在内蒙古的夏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