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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邬振杰）记者今天从省旅发委获悉，因全
省较大范围出现低温、雨雪、冰冻等极端天
气，省内21处景区暂时关闭。省旅发委发布
安全提示，提醒游客谨慎选择出游目的地。

省旅发委要求， 各涉旅单位要加强研
判，做好值班值守和突发应急预案；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不良天气可能对交通
出行、景区设施设备安全等造成不利影响的
防范工作。各旅行社要强调安全意识，督促
旅游客运企业加强对车辆的安全检查；各星
级酒店要加强用电安全和消防检查；各旅游
景区要加大对游览设施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确保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邢玲)1月3日
晚开始， 益阳市普遍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安化等地迎来新年第一场雪。据该市气
象台预报， 此轮雨雪冰冻天气仍将持续。当
地交通、电力、农业、教育等多个部门迅速行
动，全力保畅通、保供应、保稳定。

益阳交警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全警上
路，加强路面管控，引导车辆有序通行；会同
安监、公路、运输、应急等部门，储备防滑防
冻物资， 在重点路段增设警示标志标牌；及
时发布辖区路况信息，滚动播报实时交通信
息。益阳火车站为保障旅客安全，紧急停运

了6趟火车，预计1月7日恢复正常。
1月3日零时， 益阳电网进入防冻融冰警

戒期， 国网益阳供电公司紧急启动防冻融冰
预案。目前，全市装设有28套线路冰情在线监
测装置，设立了16处固定冰情监视哨，安排专
职人员每天两次上报冰情数据。 防冻融冰物
资已足额储备到位。1月5日6时17分，220千伏
民伊电力线路融冰成功， 益阳电网今冬首次
融冰告捷。

益阳市农业局元旦前后就与市气象台
建立联动机制，组织农业专家与技术人员分
赴各地，因地制宜加强技术指导和服务。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江钻）连日来，受雨雪天气影响，益阳、常
德、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境
内的多条高速公路路段路面结冰，道路实行
交通管制。为全力除冰雪保畅通，高速公路
路政、服务区、隧道所等工作人员纷纷上路，
为司乘人员排忧解难。

4日清晨，杭瑞高速怀化段发生多起交通事

故导致双向交通中断。 电网荔枝溪312线路、蒙
福变318线路出现故障。常吉高速官庄隧道所职
工吴硕华、姜小明、杨洋及司机杜治宽，与供电
所一起全力抢修线路，连续两天一夜没有休息。

“醒醒，前方路段可通行了！”5日晚，常
吉高速路政人员为司乘朋友提供“叫醒服
务”。当晚，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持续，许多堵
在常吉高速上的司乘朋友在车里睡着了。常

吉高速沅陵至官庄段辖区的路政、养护人员
坚守路上，持续除雪、撒融雪剂、破冰、引导
通行。每有一处路段恢复通行，路政人员便
走向滞留车辆驾驶室，敲窗“叫醒”司机。

6日，凤凰、南长城、保靖、花垣等高速公
路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为滞留在服务区内的
司乘人员免费提供矿泉水、 方便面等物资，
为抗冰保畅做好后勤保障。

为司乘人员排忧解难

高速公路各方驰援保畅通

全省21处景区暂时关闭
毛建国

眼下，雨雪冰冻天气正侵袭我省大部分
地区。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湖南气温明
显偏低，7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省内自北向
南还有一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省委办
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已联合下发《关于
做好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
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尽最大努力防范雨雪
冰冻天气，确保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
安全有序。

“你在朋友圈里晒雪景，别人在雪天里
艰难跋涉”。在传统文化叙事里，大雪有着美
好的意蕴。但从诗意中走来，一句“瑞雪兆丰
年”远远不足以道尽所有，其给城市、乡村运
行带来的挑战， 给生产生活带来的诸多不
便，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十年前我省

的那场冰冻灾害，历历在目。在本轮雨雪冰
冻天气面前，我省各部门迅速行动，抗冰保
畅、保供水、保用气、保电力、保食物供应，目
前来看，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生活都正有
条不紊地进行。

“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即将到
来的新一轮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仍需要各级
各部门用心用力应对， 答好大雪寒潮中的
“民生试卷”。

“用心”， 要求各地真正从天气规律、民
生需求出发，多做一些看起来不起眼、不亮
眼却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事。坐在空调房里
的人很难真正做到换位思考，只通过材料听
汇报很难了解实情。 越是雨雪冰冻天气，领
导干部越要走出办公室，走上街头、村头，实
地去观察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安全，生产生
活是否真有保障。

“用力”，就是把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
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急迫任务，拿出实际有
效的举措，谨防“雪景”变“雪灾”。放眼全国，
在当前的这场大范围降雪中，已经有地方出
现了意外事故。这种情况的出现，充分说明
公共服务应急能力还存在不足。与其站在一
旁看别的地方舆情发酵，不如从别人身上吸
取经验教训防患于未然，全面动员、全员参
与、齐心协力，积极行动起来。只有将应对大
雪寒潮的举措落到实处， 才不至于手忙脚
乱、乱中出错。

用心用力防御极端天气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曾舸

1月4日晚上10时30分，浓雾
锁城。 在浏阳市海拔约800米高
的蕉溪岭上，电力工人陈长兴左
手举着风速监测器，与同事们一
步步向前挪动。

由于下雨，山路泥泞，路旁
时有被冰雪压弯的竹子，一排接
一排，需要人工挪开，有些则需
要及时砍伐。上山车辆也只能匍
匐前行，原本上山只需半小时车
程，雨雪天气要一个多小时。

“110千伏集关生线030号
塔融冰哨所温度降至0℃， 湿度
90%， 风速7米/秒 ， 风向西北
风，导线覆冰厚度1.8毫米，增长
趋势缓慢，铁塔无覆冰，绝缘子
无覆冰……”陈长兴播报监测情
况，旁边的同事认真记下。

返回融冰哨所，里面一张桌
子、几条小板凳、一盆炭火、三根
棍子支着的水壶便是全部家当。
刺骨的寒风透过墙角门缝，侵蚀
着哨所里的暖意。

“2008年那么严重的冰灾我
们都挺过来了，这次也照样有信心。”陈长
兴一边搓着手烤火一边说， 每年防冻融冰
工作前期， 公司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
也不能掉以轻心，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才
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火苗被风吹得忽闪
忽闪，映着陈长兴坚定的脸。

低温雨雪天气， 对电力人员体能是巨
大挑战。陈长兴告诉记者，现阶段他们需要
每4个小时汇报一次冰情监测情况，技术人
员将根据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一旦发现线
路覆冰厚度达到融冰设计厚度， 将按照前
期制定的方案，第一时间进行融冰。

据悉，为确保市民可靠用电，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已提前进行有效预控， 积极应对
用电“冬高峰”来临。目前，公司广大干部职
工正全力以赴做好迎峰度冬各项工作。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郑井元）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湖南
可能遭遇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次冷空气
过程，全省将有一次明显的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过程。今天，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专家、省市科技特派员马艳青研究员召
集团队成员一起，紧急制定了我省蔬菜作物
的抗冻防寒措施。

对越冬存园蔬菜， 能提前采摘的提前采
摘，能抢摘的抓紧抢摘，多组织本地菜上市。对
秋延迟大棚蔬菜，可以采用大棚套小拱棚，小
拱棚上再覆盖一层稻草或绒布以防寒保暖的
方式进行。注意在套小拱棚前不宜浇水，保持
土壤水分含量看起来较干燥的样子（泥土手
握成团、松手则散开）。特别注意，最近冷空气
活动频繁，尽早闷棚，提高棚内温度。

针对越冬蔬菜的防冻措施，专家们给出
了5条建议。培土围根增施农家肥，可提高根

部土温2至3摄氏度，宜在晴天进行，每亩施
1000公斤至1500公斤； 增施叶面肥保证正
常的营养生长， 对棚内蔬菜进行叶面喷施1
次至2次0.2%的磷酸二氢钾溶液； 添加覆盖
物减轻风寒损伤， 在霜冻来临前一天下午，
用农膜或麦草等覆盖在菜畦和蔬菜上，每亩
用稻草100公斤至150公斤，要稀撒，切不可
将蔬菜全部盖住，以免影响光合作用；晴天
开沟渠预防渍害， 雪后要立即清理沟渠，排
除积水，要及时清除大棚上和大棚两边的积
雪；对已绝收的田块，及时退茬，深翻，利用
严冬冻垡，改善土壤肥力和杀死土壤中的病
虫源，为春季生产打下好基础。

专家指出， 宜尽早规划春夏蔬菜生产。
建议各级蔬菜部门、企业或合作社或种植大
户及时补充一批速生蔬菜种子，抢播抢种一
批耐寒品类如小白菜、香菜、生菜、苋菜、水
萝卜等速生菜，争取在3至4月上市。要果断
采用电热温床育苗的方式，抢播部分春季种
植的秧苗，如辣椒、茄子、番茄等。抓好早春
菜的生产，培育瓜果类喜温蔬菜以及西甜瓜
秧苗，争取3月中下旬定植。

1月6日早晨， 市民在开福区沙湖桥农
贸市场选购农副产品。针对近期的冰冻、低
温等恶劣天气， 省会长沙提前制定了保供
应急方案。目前，长沙城区各农贸市场及大
型超市蔬菜、猪肉等主要“菜篮子”产品供
应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市民日常需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应对强冷空气入湘

蔬菜抗冻 专家支招

长沙市“菜篮子”
供应充足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晓鹏 周磊

“下雪路滑，请缓慢行驶”“路面结冰，禁
止通行”……1月6日，溆浦县城通往舒溶溪乡
的部分路段结冰， 该乡党员抗冰应急分队立
即设立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安全出行。

受强冷空气影响，1月6日， 溆浦县部分
乡镇出现冰冻。为确保群众安全，该县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高度关注天气变
化，做好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防范工作。

溆浦县公路、交通、交警及乡镇联合行
动，对海拔较高的乡镇、村庄及高铁、高速公
路出口、省道等重要路段，派人上路巡查，确
保安全畅通。

同时，溆浦县要求党员干部安排好群众
生产生活，加强物资调度供应，确保生活困
难群众、灾后重建户、易地搬迁户、敬老院老
人等有饭吃、有防寒衣被。全县成立了50余
支“党员应急小分队”，2000余名党员干部
在抗冰一线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224省道分水界路段结冰严重， 交通中
断。 溆浦县公路管理局迅速组织党员干部，
采取人工铲雪、撒盐融雪等方式，对结冰路
段进行处理。21名党员干部冒着严寒奋战5
小时，人工破冰4公里，顺利疏通了该路段，
使被困的500多辆过境车辆安全通过。

溆浦县交警大队民警、 老党员舒德林今
年56岁， 他坚持在小横垅乡小北公路叶子坳
隧道出口处值守了7小时。在他带动下，4名民
警拿着铁锹铲除了路面冰雪。 县交警大队大
队长项晓雁介绍，该队组建了“党员巡逻队”，
全天候对各交通要道巡查值守， 共摆放交通
警示标志40余块，发送预警信息1万余条。

溆浦县农业、民政、电力等部门也纷
纷行动，多措并举，抗击寒冰。民政部门
组织党员干部，分组前往乡镇敬老院和
贫困户家中发放棉衣、 大米等物资。接
过温暖的棉衣，淘金坪乡敬老院五保老
人张在平感激地说：“党员是冰雪中的
一团火，温暖着大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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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畅通 保供应 保稳定

益阳多部门迅速迎战雨雪

长沙市 望城区黑麋峰森林公园。
邵阳市� 武冈市云山景区、嗨花弄景区；邵阳县金江湖景区；新宁县鲤溪漂流景区、夷江水

上乐园景区。
娄底市� 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景区、三联峒景区、渠江源景区、雅天门风景区；新化县大熊山

国家森林公园熊山寺以上的路段已封闭，只许游客步行到峰顶观景。
岳阳市� 岳阳县大云山景区。
常德市� 石门县壶瓶山大峡谷关闭至1月10日；临澧县福船湿地旅游度假区游玩体验项目

全部封闭；常德武陵区穿紫河游船停运；鼎城区花岩溪景区关闭。
益阳市� 桃江县桃花江竹海景区。
张家界市� 天门山景区1月2日至17日索道全线检修，景区全面关闭；张家界大峡谷景区8:

00-14:00景区全线关闭，14:00-17:00仅对外开放玻璃桥景区；五雷山景区关闭，白五公路全
线交通管制；一线天景区关闭，零朝公路部分交通管制。

截至1月6日18时，全省暂时关闭的旅游景区（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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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吴超华

1月6日，温度计指向零下1摄氏度，冷水
江市铎山镇官溪村龙盘山寒气逼人，树梢上
挂满冰凌， 成片苗木被厚厚的冰霜包裹。不
远处，村民们与冷水江市人大机关驻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在除冰护苗。

官溪村党支部书记苏克家说：“这7000
多株树苗是村里发展集体经济的‘火种’，是
咱脱贫的‘命根子’，必须全力保护好。”

连日来，持续低温冰冻天气，让驻村工
作队队员们忐忑不安，村里从怀化安江采购
的7000余株火红橘、柚子等树苗，刚栽下一
小部分，剩下的全放在室外，其中还有1000
株树苗放在龙盘山山顶。 这样恶劣的天气，
树苗会不会被冻坏？

防冻保苗，成为心头大事。工作队一方

面联系镇农林站所， 请教保温护苗方法，另
一方面与怀化安江苗圃取得联系，了解树苗
抗寒防冻能力及存放条件。

1月6日清晨，工作队队员和村民冒着严
寒，带着保温膜和除冰工具，打响了抗冰护
苗攻坚战。

“你们负责打掉树苗上的冰霜，女同志
负责裁切保温膜，其他人搬苗打捆。”随着工
作队队长一声吩咐，几十人迅速投入战斗。

砍竹子、制撑杆、挖土坑、裁薄膜，大伙
分工又合作，干得热火朝天。村里年逾七旬
的张大爷也赶来参战， 他双手冻得通红，一
边为苗木制作撑架，一边对记者说：“保护好
这批树苗，就是保护村里发展的希望呢！”

经一上午努力，位于山脚育苗场和山
顶的7000余株树苗全部搭上了撑架、覆盖
了薄膜。

全力护好脱贫“命根子”

“电骡子”保电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刘思宁）降雪伴随低温，给我省高速公路
通行带来影响。6日， 杭瑞高速常德至湘西
段、张花高速往西方向、张桑高速19至57公
里、包茂高速怀化至湘西段、龙吉高速湘西
段、二广高速常德邵阳段、长张高速常德至
张家界段出现积雪结冰现象。

当天， 湖南高速交警公布了一起因压
到积雪导致的交通事故。1月4日下午2时
30分许，李某驾驶一辆越野车由西往东行
驶至张花高速公路27公里处刘家峪隧道
口时， 车辆的左前方出现了一条积雪带，
左轮压到积雪后，突然失控，车辆向右偏
移撞上了护栏，又反弹到道路中间，随后
停在了隧道口。

事故发生后， 驾驶人李某立即报警。巡

逻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设立安全防护区，同
时要求车上人员站在安全地带。现场，民警
发现车辆受损比较严重，车前座的安全气囊
都已弹出，车辆保险杠受损严重，右后轮胎
和轮毂也均受损，受到车辆撞击脱落受损的
防护栏有近10米长，万幸的是车上两人没有
受伤。

湖南高速交警张家界支队民警陈启智
表示，李某因遇到雨雪结冰等天气时，没有
降低行驶速度，被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冰雪天气在高速公路行
车时一定要降低车速，增大与前方车辆的车
距，尽量做到匀速行驶，切勿急加速、急刹
车、急打方向，行驶时要避免碾压积雪，选择
积雪少的车道通行，同时驾驶时要保持注意
力高度集中。

1月6日，石门县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山峰管理区尼日垭村，壶瓶山供电所电骡子共产党
员服务队队员在铲除路面冰块。 易长龙 摄

越野车高速路上压积雪后撞上护栏

高速交警提醒冰雪天要降低车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