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张鼎峰 陈凡军

从1月3日开始，湖南大部分区域出现
低温雨雪天气，湘西、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出
现了降雪及冻雨。

在普通人眼里， 冰雪呈现的也许是童
话般的美景， 而对于通信人来说却是困难
和挑战。 当朋友圈在感叹新年第一场雪景
之时， 移动人已经行进在排查网络故障的
崎岖山路上。

1月4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迎来
了新年的第一场雪。

冰雪天气造成了湖南移动大量传输线
路、杆路、电力线路损毁，全州共计283个
基站停电退服，5个汇聚机房停电，7段传输
线路倒杆，局部区域信号中断；同时，恶劣
天气造成8条交通干线话务量及流量急剧
上升，25个4G小区、34个2G小区出现拥塞
现象。

“总共出动了159人分多路赶往故障
现场，抢通基站100余个，上千用户通话恢
复正常。”湘西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冰雪
来袭后共出动抢修车辆53辆、 保障油机

295台，重点保障凤凰、古丈、花垣、龙山、永
顺等停电退服较为严重的区县。

截至1月5日22时，对全部拥塞小区完
成扩容，有效保障了网络容量。

1月6日傍晚，长沙，室外温度下降到了
零下4摄氏度，冰雨不断。

长沙城南区高铁重点保障站点设备突
然出现故障。

维护人员冒着雨雪赶往现场。 长沙移
动负责人介绍，站点地处偏远，当时风寒天
黑。 维护人员发现站点故障是因为光衰导
致， 冻得直哆嗦的维护人员徒手对站点进
行跳纤操作，站点终于接通恢复通信，险情
排除。

“有的停电退服站点车辆无法通行到
达， 维护人员只能徒手将抢修物资抬上
山。”湖南移动负责人介绍，湖南移动与其
他单位密切协同、联合作战，当一个点抢修
结束后， 维护人员不顾寒冷又赶往下一个
点。

据统计，自本轮雨雪天气以来，湖南移
动出动人员8347人次， 出动车辆3778辆
次、发电油机10335台，总共抢通了2944个
基站，目前，仍有1000多人坚守在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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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8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长沙新奥燃气宣布长沙进入今冬第二轮天然
气用气高潮，本月天然气供应将持续紧张。

“小寒”节气带来了降温，长沙地区天然
气日均用气缺口呈现加大趋势。 长沙新奥燃
气根据气象预测分析，1月份长沙天然气总需
求约1.6亿立方米， 日均需求516万立方米，日
均缺口76万立方米。极端天气情况下，日最大

用气需求可达620万立方米， 日最大缺口180
万立方米，这种情况将持续一周左右。

长沙新奥燃气负责人表示， 目前正在继
续与上游协调气源， 争取增加管道天然气供
应指标 ， 同时继续高价采购液化天然气
（LNG）进行应急补充，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用
气、科研、学校和医院等重点保供单位用气。

由于供气紧张状态在短时间内难以缓解，为

保证高峰用气时段不出现大面积失压情况，长沙
新奥燃气将在11时至13时、17时至20时，采取错
峰用气措施；CNG加气站（标准站、母站）停止生
产；限制酒店、商场、写字楼
采暖用气供气量；暂停
机关、企事业单位采暖
供气；工业用气依序限
量供应。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陈茂平

“白竹路段没有冰冻，校车可以通行。冰冻
天气，车辆一定要慢行，不得超载，必须保证孩
子安全。”1月8日7时不到， 为确保雨雪冰冻天
气校车安全，江华瑶族自治县校车办开展雨雪
冰冻天气校车安全大督查，前方探路工作人员
向校车司机通报路面冰冻情况。

“连日来，我们果断启动预案，将校车办工
作人员分成两组，一组下乡现场督查校车营运，
一组通过视频监控平台对全县140多台校车进
行监控， 防止超员、 超速等， 保证学生乘车安
全。”县教育局分管安全工作负责人伍守亿说。

针对雨雪冰冻天气，江华召开紧急专题会
议，启动应对恶劣天气校车安全、在建工程安
全、学生上学放学途中安全等预案，通过微信

群、QQ群、短信等及时向全县学校发布。全县所
有学校在建工程加强了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对
学校用电、用水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排查，严格实
行24小时领导带队和专人值班制度。

据了解，入冬以来，该县已对校车安全采
取集中专项整治行动3次，出动警力和人力等
100余人次， 确保了5万名乘坐校车的孩子们
上学、放学安全。

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长沙进入第二轮用气高潮

居民生活、科研、学校和医院用气“无忧”
天然气供应日最大缺口180万立方米，高峰用气时段实施错峰用气

“必须保证孩子安全”

1月7日，G320国道怀化雪峰山铲子坪路段，受连
日降雪影响，道路两旁不少树木折断，通行受阻。洪江
市交警大队民警及路政工作人员及时对断树进行切
割清理，恢复交通。 罗明媚 向春颖 摄影报道

1月8日，临武县X85线花塘乡竹山村路段，民警提醒过往司
机注意前方路面冰冻打滑。当天，该县普降大雪，140余名交警
分别在城区、学校、边远山区等结冰路段执勤，确保群众出行安
全。 陈卫平 摄

清理断树

雪中保畅

冰雪中的坚守
———湖南移动全力保障通信畅通

流浪人员可免费受助回家
省会民政部门开展寒冬专项救助活动

湖南日报1月8日讯 （金慧 陈都 ）最
近，长沙气温较低，街头的流浪人群如何温
暖过冬？今天，省民政厅副厅长邓磊、长沙
市民政局局长陈昌佳带队前往芙蓉广场、
五一大道等流浪人员聚集地， 开展寒冬送
温暖专项救助活动，为流浪人员送去棉衣、
棉被及食物。

上午10时，邓磊一行在芙蓉广场的立
交桥下，仔细察看流浪人员聚集露宿情况，
认真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滞留原因，为他
们递上棉衣、棉被。同时，工作人员还将救
助引导卡交到流浪人员手中， 叮嘱他们如
果遇到特殊困难、想求助回家的话，可拨打
卡片上的电话号码， 救助站会免费护送他

们顺利回家。
据悉， 冬季气温降到5摄氏度以下后，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即启动了“寒冬送温暖”
行动，工作人员每天上午、下午和夜间三班
倒，对市内车站、码头、公园、地下通道等地
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巡视救助。

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活动从2017年11
月份启动， 将一直持续到2018年3月15日。
2017年12月1日以来，长沙市各级救助管理
站共计上街巡查（送温暖）405次，资助购票
返乡514人次， 发放棉被棉衣棉鞋1344件
（双）。长沙市民政部门呼吁更多的社会公益
组织和爱心人士积极奉献爱心，参与对街头
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

1月8日，龙
山县茅坪乡庆口
村， 电力工人在
20余米高的杆塔
上抢修线路。

田良东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段晓辉

“医生，你们快点来，我媳妇快要生了，急
死了！”1月7日凌晨4时，张家界市慈利县人民
医院急救中心接到零阳镇垭门关村村民张智
飞的求救电话。接到任务后，产科医生杜松泽
和医护人员张甜紧急出动，赶往海拔800多米
的垭门关村。

由于连日来的雨雪天气， 前往垭门关村
的道路早已被冰雪覆盖，造成路面结冰打滑，
120救护车开到半道后不敢继续前进，而山上
的产妇疼痛难忍，孩子马上要出生了……

情况紧急！ 杜松泽和张甜抄起车上的急
救箱和简易医疗设备跳下车， 二话不说就往

产妇家里赶。中途，村支书打来电话，告知孩
子已经出生，但是产妇产后大出血！

“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让
产妇和孩子出事。”杜松泽回忆说，听到消
息后，两人加快步伐，赶到张智飞家中时，
村支书、村主任、妇女主任早已在家门外等
候。

吸氧、监测生命体征、测量血压……顾不
上休息， 杜松泽和张甜马上开始紧张的救护
工作。“产妇大出血，进行脐带结扎后，必须送
往医院救治。”杜松泽说。

时间就是生命。 村干部联系公安部门寻
求帮助， 而杜松泽和张甜则向医院领导汇报
情况。

上午9时，接警后的慈利消防大队出动一
辆行政指挥车和3名官兵， 迅速赶往目的地。
慈利县卫计局也调遣县妇幼保健院的救护车
前往救援。

为了安全起见， 消防官兵将车子轮胎装
上防滑链，一边铲雪一边前行。经一个多小时
的谨慎驾驶，终于到达产妇家中。在村民的协
助下，消防官兵小心地将产妇抬到车中，马不
停蹄地往山下赶。

最终， 消防官兵顺利与120救护车会合。
13时15分，在历经4个小时后，产妇和孩子终
于抵达慈利县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

在经过相关治疗后，抢救室传出好消息：
母子平安！

孕妇临产，疼痛难忍，村干部、消防官兵、卫计部门、医院合力上演一出———

冰雪路上的生死时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