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吴勇兵 ）1月4日起， 受低温天气
影响，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普降雨雪，武陵
源核心景区云海、雾凇、冰挂同现，美不
胜收，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为保障游
客安全， 武陵源区第一时间启动冰雪天
气接待保障应急预案，旅游、交通、交警、
公路及各景区管委会、 门票站和旅游企

业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对景区公路、游道
等进行铲雪除冰。

记者在武陵源核心景区看到，索道、电
梯、 门票站等游客集散地全部铺装了防滑
垫，加设了提示牌，增加了值班人员。观光
电车、环保客运、索道、电梯等交通运输企
业均组织力量，对设备加强管控和巡查，确
保运行安全。

武陵源区多方上阵保安全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晓勇）“凤凰乡通往白果市集市的公路，
树木、电线杆横倒在路上……”1月7日，永州
市金洞管理区值班室接到路面巡逻人员电
话，立即组织人员清理。半小时后，交通恢复

畅通。
金洞管理区是我省最大的国有林场，境

内多为高海拔盘山公路。1月3日以来，低温雨
雪天气造成树木、电线杆等倒在公路上，多处
路段结冰。为确保山区群众安全出行，生产生

活少受影响，管理区全员上路保交通畅通、行
车安全。在临水临崖、路陡弯多等事故易发路
段设置警示牌、减速带，还安排专人值守，引
导驾驶员安全行车。组织区、乡镇、村干部不
间断上路巡逻， 及时发现、 清除交通安全隐
患。目前，该区已清除路障及安全隐患78处，
没有发生一起交通安全事故， 山区群众生产
生活正常。

金洞力保山区公路畅通

1月7日， 长沙生态动物园内，
动物们栖居在温暖舒适的窝棚内。
寒潮来袭， 长沙冬日气温降至零
下。 长沙生态动物园应对低温，提
前启动防冻模式， 通过搭建防寒
棚、铺盖棉被、开启暖气片、浴霸
灯、地暖、补充高热量食物等多种
御寒措施，确保园内各种动物都能
温暖、舒适、健康过冬。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动物朋友
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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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1月7日，双峰县最低温度达到零下1摄氏
度，寒风刺骨。可记者在双峰县城南有恒桥的
施工场地上看到，不少工人正穿着雨鞋，冒着
严寒扛钢筋、破桩、系梁，两台泵车也在作业。

“天气冷，又下雨，车子进不来，又不能耽
误工期，只能人工作业，可苦了这些工人们。”
双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程
部部长戴国峰有些心疼地说道。

“有恒桥是我们县城通往衡阳县、石牛乡
方向的重要通道，也是县南环线的重要接点。
为确保今年上半年顺利通车， 只能抓紧干。”

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杨栋一边说一边指挥一
台泵车经过一段湿滑路段。

在该项目承台施工地上，记者看到3名工
人正挥着铁锤破桩。 为了方便干活，3人都只
穿了2件单薄的衣服，只有不断地使劲，才能
暖和起来。“多干点活，多赚点钱，争取在农历
小年前回家过个丰收年。”三塘铺镇大马冲村
的杜文良说，自己干了一辈子基建，这种天气
只要舍得费力气，倒也不觉得冷。从河南漯河
来的王晓伟是破桩方面的专家， 湖南湿冷的
气候让他有点受不了，但他依旧坚守在一线。
河边上几个打系梁的工人正穿着雨衣在浅水
中作业，一铁锹一铁锹地把承台边上泥巴、石

头清理干净。
而在该县湄水河东防洪堤综合治理工程

施工现场， 工人正在抓紧进行排污管道的铺
设。面对刺骨的河水、凛冽的寒风，工人们依
旧泡在河水里， 一节一节地铺设管道。“这么
冷的天气，怎么不休息几天？”记者问道。“没
办法，管道只能趁着冬天枯水季铺设，搞不完
就得等下一年。”戴国峰说。

“双峰目前在建的大的城建项目有近十
个，不少工人都是冒着严寒奋战在一线。为了
城市的发展提质、 百姓的安居， 他们付出很
多，不容易。”双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龚国振说。

严寒中，他们坚守城建一线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高琼）针对我省近期的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 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已经启动融雪
除冰应急机制。 今天， 记者从轻盐集团获
悉，在1月2日至3月2日期间，集团融雪盐
热线24小时有人值守，确保融雪盐的全面
供应。目前省内食用盐及融雪盐库存充足，
足以保障全省人民食用盐供应及交通运管
部门融雪需求。

为确保融雪盐的生产供应， 湖南省轻
工盐业集团向旗下湘衡盐化、 湘澧盐化和
各市州盐业分公司印发通知， 要求生产企
业多方筹措协调，积极组织货源，全力抢运

充实各地库存。同时，要求各市州分公司积
极主动与当地高速、路政、城管、环卫等部
门进行沟通，了解需求，上门服务，确保融
雪盐的供应到位。

同时，根据轻盐集团党委的部署，集团
“雪天”志愿服务总队积极行动起来，争当
抗击低温雨雪冰冻天气的主力军， 确保交
通安全和群众正常生活， 维持市容市貌整
洁有序。志愿者们既全面扫雪除冰，又帮助
受困群众，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
神，开展“雪中送暖”志愿服务活动，积极为
受堵司机和滞留旅客提供热水、食品、信息
咨询等志愿服务。

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赵前进 王四清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1月4日21时许，自
驾出游的长沙女孩小陈和同伴被困张家界一
条荒野冰冻道路，得到交警救助后，哽咽着对
开展救援行动的张家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
大队民警道谢。

当晚8时许，张家界“122”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 两名来自长沙的自驾游女孩为欣赏张
家界雪景，在导航指引下，不慎误入该市永定

区一条荒野冰冻道路，车辆侧滑到悬崖边上，
情势非常危急，请求交警救援。接到“122”指
挥中心出警指令后， 正在开展夜间道路巡查
的一大队大队长罗德江立即带领民警赶往事
发地展开紧急救援行动。

通过电话与受困女孩取得联系后， 导航
定位显示，她们被困在龚张路大麻湾路段。龚
张路大麻湾路段因海拔较高，加之人烟稀少，
道路冰冻更严重。约20多分钟后，搜救民警终
于发现了受困车辆和两名女孩。 看到救援民

警，两名女孩既感动又激动。
救援民警观察发现， 被困车辆横向一头

临近边崖，进退两难。一名驾驶经验丰富的民
警见状自告奋勇， 决定先将受困车辆移离边
崖并调转车头。 随后， 在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后，该民警启动受困车辆，在其他民警地合力
推动下，勉强驶出边崖区域，但因一个车轮胎
空转侧滑厉害，民警只好放弃这一措施。

当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摄氏度，加之寒
风劲吹，民警的手都冻僵了。因条件所限，救
援民警只好回到最原始的救援方法， 即在做
好相应安全防护措施的前提下， 利用车辆自
身的动力，同时借助人力的推动，一点一点移
动。近半个小时后，经过救援民警全力救助，
受困车辆成功调转车头，并顺利摆脱困境。

湖南日报1月7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刘杰 万成）面对低温雨雪天气，1月4
日，常德市澧县教育局发布通知，该县学生
上学途中有安全隐患的中小学校、 幼儿园
可放假， 并视天气情况决定是否复课。当
天，常德市武陵区教育局也发布通知，该区
中小学校、幼儿园于1月5日停课一天，幼儿
园校车停运一天，1月8日正常上课。

上述教育部门还要求各中小学校、幼
儿园做好防火、防寒、防冻工作。各学校要

通过辅导员、宿舍管理员或校园微信平台，
向在校学生发出安全警示， 提醒学生加强
自我保护，注意防寒、防冻，杜绝各类事故
发生。 并做好校内道路清扫和除冰处置等
准备工作，备齐相应设施设备，及时开展校
园道路除冰防滑工作， 公共区域进出口要
采取防滑措施。要确保学生宿舍供水、供电
正常，满足住宿学生饮用热水、洗澡和就餐
等生活需求。 学校还要对学生宿舍电器使
用情况加强检查，杜绝火灾隐患。

常德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避寒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通讯员 李嘉吟
记者 李秉钧）受北方强冷空气影响，郴州
市1月3日至8日有一次低温阴雨天气过
程，高寒山区发生冰冻。为此，国网郴州供
电公司迅速行动， 启动防冻融冰工作应急
预案。自1月3日起，派出30名输电运检专
业人员，入驻仰天湖、寒口等10个观冰点，
全面监测线路覆冰情况。

“110千伏仰同线室外温度1摄氏度，
空气湿度80%，风速12米每秒，暂时没有覆
冰现象。”1月3日晚， 国网郴州供电公司仰

天湖观冰哨工作人员对线路展开巡视，实
时报告覆冰情况。目前，郴州供电公司应急
指挥中心已安排24小时应急值班，各单位
应急指挥和防冻融冰领导小组成员坚守岗
位，做好重点地区、重点变电站、重点线路、
重要用户供电线路覆冰巡视、 融冰准备等
工作。 各供电所人工固定和流动监视哨到
岗到位，每天开展冰情监测，准确记录并及
时汇报线路冰情。特别在高寒山区、微地形
区域，各供电所组织人员开展设备特巡，全
面掌握设备覆冰、运行情况。

10个观冰点严密监测
郴州电力部门全力迎战寒潮

湖南日报1月7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
讯员 贾绍安)1月4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境内迎来新年第一场雪， 多条公路出
现积雪与冰冻。连日来，全州交警部门多措
并举，奋力疏堵保畅，确保交通安全。

地势较高的209国道龙山砂子坡段、
319国道吉首矮寨坡段、229省道古丈牛角
山段等路段，积雪、冰冻情况较为严重。自
治州交警支队主要领导及时调度力量，赶
赴受灾公路一线，清理倒下的树木等路障，
确保交通顺畅、过往车辆安全。

1月4日一大早，龙山县交警大队大队
长姚祖勇、永顺县交警大队大队长卢瑞丰、
保靖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先华、 古丈县交
警大队教导员向一线等大队领导， 深入各
自辖区冰冻积雪路段， 组织警力实地堪查
路面冰冻情况，及时排除险情、设置警示标
牌、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等。同时，通过新湖
南等媒体发布冰冻积雪路段情况， 提醒过
往车辆驾驶人员注意行车安全。至发稿时，
全州未发生因冰冻积雪导致的道路交通事
故。

自治州交警奋力疏堵保畅
每天亏损数万元，依然平价供气

长燃中阳面对“气荒”的第4种选择

自驾游车辆被困荒野，张家界交警紧急出动

雪夜救援

轻盐集团启动融雪除冰应急机制
确保融雪盐全面供应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瑛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自北向南有一
次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 未来10天气温明
显偏低。”1月7日11时22分， 家住湘阴县东湖
金岸的宋女士听着最新气象预报， 像往常一
样，“嘭”的一声打开燃气阀门，开始给家人做
午餐。在湘阴，有2.6万多个家庭在使用燃气。

当天午间，记者走进湘阴长燃中阳燃气有
限责任公司，外出联系气源的总经理刘继华裹
着一身寒气推门进来，带回的是“坏消息”：“这
次高峰供气增量指标暂时没有着落。”

据了解，自2017年11月20日起，全国天然
气供应偏紧， 上游供气公司每日对湘阴实施

限供。面对“气荒”和每日公司报表上2.4万元
的亏损，是停供、限供，还是涨价供气？湘阴长
燃中阳燃气公司做出了第4种选择———平价
稳供。启动冬季保高峰供气方案，并联系LNG
（液化天然气）补充气源，确保湘阴城区供气
正常。

因新一轮降温，用气量不断攀升，由原来
日供气1.8万立方米升至4.1万立方米。“昨天
县政府再次紧急动员，反复强调要保民生，保
水、电、气供应。长燃中阳责无旁贷！”公司董
事长伍继志说。

“有困难吗？”记者问。
“主要是成本增加！综合补充气源，加上

运输维护等成本， 现在供气每立方米净亏1.6

元。”刘继华掰着手指，算起了明细账。截至目
前，公司累计亏损近100万元。

“好消息！下午有5万立方米燃气运到湘
阴。”副总经理周林东接到一个电话，赶紧给
大伙报喜。

原来， 长沙市燃气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建国和总经理皮钊得知子公司湘阴长燃中
阳的情况后，坐镇长沙新奥调度中心，指挥向
湘阴送气，确保正常供应。

“亏本还保稳供？为什么没有考虑涨价？”
记者追问。

“稳供无小事！天气再冷，也是这个价！”
伍继志回答。 他还特意拜托记者：“一起来倡
导全社会节约用气，共度气荒。”

1月6日，张家界武陵源区龚张公路，工作人员在撒盐融雪。当天，受较强冷空气影响，
武陵源景区的部分道路出现结冰现象。武陵源区公路局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
对结冰路段开展铲雪保畅通工作，确保景区旅游道路安全畅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铲冰除雪保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