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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扬沙 专家提醒注意防尘
文·摄影/本报记者 马丽侠 艾文涛 实习生
“这 两 天 呼 和 浩 特 市
的大风让你从此不再为发
型的改变而烦恼， 早晨三
七分，中午五五分，下午四
六分，傍晚大背头，还随风
赠送柴火棍子、 破布条子
等各种小礼物， 随身携带
一身土， 要多土有多土。”
“又到了穿秋裤、脱秋裤、穿
秋裤的季节。” 在微信朋友
圈中，调侃大风天气的段子
不断被刷屏。 沙子进了眼、
大风帮着换发型、身体棒棒
的小伙伴感冒了……沙尘
加大风， 天气让人琢磨不
透，真是困扰多。这样的大
风天， 给人们出行及生活
造成哪些影响呢？
【现状】
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记者从内蒙古气象局
了解到，从4月15日开始至
19日， 覆盖我区中西部大
部地区的大风沙尘天气已
经持续了5天，部分地区出
现沙尘暴，能见度不足600
米。继4月15日、16日后，内
蒙古气象台于4月19日9时
30分再次发布大风蓝色预
警信号。
据内蒙古气象局资料
显示， 从4月17日开始，我
区大部遭遇今年以来最大
范围的沙尘天气过程，全
区大部都刮起5~6级西北
风，局地瞬时风力达10级，
并伴有扬沙，能见度不足1
公里， 且大风扬沙天气持
续时间较长， 多地已达10
小时以上。 此次天气过程
是入春以来我区出现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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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市民出门戴上了口罩

次大范围沙尘天气， 涉及
全区多半地区， 所过之处
都是狂风怒号、尘土飞扬，
能见度急剧下降， 特别是
鄂尔多斯市、锡林郭勒盟、
赤峰市等地过程较明显。
另据内蒙古气象台预
计，4月20日， 西部和中部
偏北地区有4~5级短时6~7
级西北风，并伴有沙尘，中
西部地区气温略降。
【损失】
刮倒大树致车辆受损
连日来， 呼和浩特市
遭遇的几场大风天气，引
得不少市民纷纷吐槽，“早
上的发型风一吹全没了。”
大风吹乱了发型不算啥
事，重新打理即可，但是大
风天安全隐患却不容忽
视。4月19日7时15分左右，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交管大
队一中队交警发现， 在地
质局北街前天晚上的大风
刮倒大树， 砸中两辆停在
路边的私家车， 所幸没有

人员伤亡。 由于被刮倒的
大树横在路上， 造成地质
局北街东西方向交通受
阻。
记者从赛罕区绿化办
了解到，事发后，赛罕区园
林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查看， 其中一辆车的机盖
受损， 另一辆车的后挡风
玻璃受损。 目前双方正在
协商处理。
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被刮倒的大树
属于赛罕区园林局管理。
每年， 赛罕区园林局都要
排查辖区树木隐患并进行
消除， 下一步还要加强排
查力度。
【防护】
防风工具齐上阵
4月19日，呼和浩特市
4~5级短时6~7级偏北风，
并伴有扬沙、 分散性阵雨
天气， 让出门的人不得不
戴上口罩、纱巾和墨镜。家
住金桥开发区的张晓丽是

个爱美的姑娘。 已经脱了
秋裤的她， 在19日一大早
就又找出秋裤穿上。 她对
记者说：“内蒙古的春如四
季随机换， 真是众里寻它
千百度， 它想几度就几
度。”记者还在一些商场看
到，墨镜、口罩、纱巾等防
风商品都摆在了柜台的醒
目位置， 成为最近热销的
商品。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相
关工作人员提醒， 这两天
还不算冷， 冷还在后面。4
月20~21日, 呼和浩特市仍
有 4~5 级 短 时 5~6 级 西 北
风， 气温下降6摄氏度左
右， 最低气温出现在21日
凌晨，为零下6摄氏度到零
下1摄氏度，大部地区可能
出现轻霜冻或霜冻。
【影响】
导致空气污染
据呼和浩特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副站长韩见弘介
绍，呼和浩特市已经在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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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旗消防一中队
的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经
侦查得知，这辆半挂车行驶
中侧翻在护栏内侧，导致车
身整体损毁严重，车内两人
被压在车下。经现场医护人

员鉴定，一人已无生命迹象，
另一人因车头严重变形无
法找到具体位置。消防官兵
多次搜救未果。随后，现场指
挥员调来吊车将半挂车吊起，
攻坚第一小组迅速对被困人

员身上的障碍物进行处理，将
其从车底抬出； 第二小组进入
车底，将另一名被困人员抬出。
13时58分，事故处置完毕。
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当中。

大货车避险车头变形 消防官兵救出两人
新 报 热 线（记 者 杨
佳） 4 月 17 日 22 时 20 分
许， 在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辉腾梁旧路避险台处，一辆
满载玉米的大货车冲上避
险台， 导致车头严重变形，

车内两人被困。卓资县消防
中队接到报警后于22时53
分许到达现场。 消防官兵
侦查发现， 车内两人被困
在严重变形的车头内。由
于车上载的玉米粒大部分

火灾隐患增大
风沙肆虐的同时，也
引发了高火险等级。 由于
前期全区大部几乎无有效
降水， 加之受近期大风影
响，全区湿度进一步走低，
大部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小
于30%。据内蒙古气象局卫
星遥感监测资料显示，最
近几日呼伦贝尔市境内及
其周边地区、 锡林郭勒盟
边境北部有多处高温点出
现。
综合分析， 目前大兴
安岭中北部林区、 赤峰市
南部林区、 大青山山地林

区、 贺兰山林区及黑河流
域林区火险等级高，可燃
烧、能蔓延；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
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
布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
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等
地区的草原区及农牧交
错区火险等级高， 可燃
烧、能蔓延；特别是呼伦
贝尔市西部及东南部、兴
安盟东部、通辽市东部及
南部、 赤峰市南部火险等
级很高。
内蒙古气象局预计，
未来3天的天气形势对于
防火工作不利， 空气湿度
较低、风速较大，呼伦贝尔
市、 锡林郭勒盟北部火险
等级会继续升高，易燃烧、
易蔓延。
【提醒】
外出要戴防尘口罩
如何应对大风天气？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工作人
员李丽霞提醒大家： 不要
急于穿短袖等夏装， 这些
天应该穿小外套、 夹克等
保暖的衣服； 尽量减少外
出， 这些天不宜在室外进
行体育运动和休闲活动。
外出时最好戴防尘的口
罩、 眼镜等， 预防沙尘对
眼、口、鼻的侵袭，而且在
外逗留时间不宜过长；不
要在广告牌、 老树和腐朽
树木下长时间逗留。 有的
广告牌由于安装不牢，在
强大风力作用下有倒塌的
可能； 大风和沙尘容易阻
挡视线，要注意交通安全。

圣牧塞茵苏客服电话被冻结数日
厂家未作解释

半挂车侧翻致一死一伤
新报热线（记者 范亚
康） 4月18日11时28分，鄂
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荣乌高
速薛家湾至大饭铺方向
119公里处，一辆半挂车发
生侧翻，造成两人被困。

以上的大风天气中度过了
4天。16~17日，受大风天气
的影响， 全市确实出现了
轻度污染的现象， 不过18
日就恢复良好的状态。反
复的大风天气也让空气质
量出现不稳定，19日6时呼
和浩特市再次被一股沙尘
天气影响， 出现空气被污
染的情况。 据内蒙古环保
厅数据显示，19日10时，呼
和浩特市的空气质量为重
度污染， 鄂尔多斯市和包
头市为严重污染， 中西部
其他地区为轻到中度污
染。
针对大风天气， 环保
部门已经对渣场、煤场、灰
场等工业企业采取相关措
施，要求企业在大风天气暂
停作业。同时在重点区域安
置了高空视频摄像头，一经
发现企业在大风天气作业，
就会马上派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检查、监管。

撒落出来， 导致救援的消
防官兵行走十分吃力，液
压工具也使不上劲儿。现
场指挥员立即下令， 利用
清障车将变形车头拉起一
部分，增大救援空间，同时

对车头内的玉米粒进行清
理。之后，消防官兵用液压
工具对车体进行破拆。经
过近5个小时的救援，被困
的两人被成功救出， 送往
医院进行救治。

新报热线（记者 杨 佳） 清明小长假前夕，有读者
向本报记者反映：“我给孩子订购了圣牧塞茵苏鲜牛奶，可
是这几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送奶工没有及时送奶，我拨打
奶箱上的400-6471-666客服电话， 提示音称该电话已经
被冻结。我很惊讶，客服电话怎么会被冻结？”
4月5日上午，记者再次拨打这部客服电话，提示称电
话仍然处于冻结状态。随后，记者走访几家超市看到，在圣
牧塞茵苏风味酸奶等产品的包装上，也都印着这部被冻结
的客服电话号码。当记者告知部分消费者，这部客服电话
被冻结后，他们纷纷对生产企业产生疑问，甚至担心产品
质量问题，决定放弃继续购买。
4月12日上午，记者再次拨打该客服电话，电话成功接
通。记者表明身份向客服人员咨询此事。客服人员称，只是
出了一点状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记者问因此给客户带
来的不便和质疑， 厂家是否通过媒体向顾客作出解释，对
方称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