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9日，长沙市红星蔬菜批发市场，经营户在运输车上将蔬菜打包卸
货。近期，全国范围的降温雨雪天气对蔬菜生产、运输造成一定影响，虽然
进货渠道相对减少，但长沙各大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积极备货，全市蔬菜
储备充足，菜价也较平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蔬菜足，菜价稳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向晓玲 杨剑波）1月8日，天气趋暖，在泸溪县
武溪镇五里洲蔬菜基地里， 菜农龚先云正忙
着给自家的芹菜施肥。 她告诉记者：“按技术
员说的，撒点复合肥，沾到叶子上面，把它恢
复好，不能让一地的蔬菜这么白白烂了。”

受冰冻灾害天气影响，武溪镇高山地区的
经济作物受到不同程度的冰冻损害，需要尽早
采取措施进行防治。该镇农技站技术人员按年
初预案分工，到各村督促指导防冻工作。

该镇农技站站长文启军扳起手指一样一样
解释道：要开好山沟，清理主沟和腰沟、围沟，要开

深点，要排水。同时，对发病的蔬菜，天晴过后用防
菌药进行防治；对苗子差的，要施加叶面肥。围在
身边的菜农们频频点头称是，田间地头到处是技
术员和菜农们抗冻救“菜”忙碌的身影。

记者从泸溪县农业部门了解到， 据初步
统计， 全县1万余亩油菜、35万株辣椒幼苗和
5000余亩其他经济作物遭受不同程度冰冻损
害。随着昨天当地气温逐步转暖，各地农技人
员陆续下到田间地头，指导冻后恢复生产。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彭业忠
通讯员 贾绍安

1月7日，保靖县天寒地冻，山区周围被
冰雪覆盖，大部分国省道封路不得通行。

一大早，保靖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
队长王先华率队四处巡查，疏导交通。当行
至省道318线碗米坡镇杀鸡坡冰冻路段时，
隐约可见浓雾里有一个人步履蹒跚地走来。

王先华立即迎了上去，近前一看，一个
汉子正背着一位老人，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地走在湿滑的路面上。 他立即上前把老人
家从背上搀扶下来，问道：“大哥，出什么事
了？这里路滑，都封路了，你要去哪里？”

那汉子答道：“我娘突然害病了，好不舒
服，我也晓得封路了，但是我娘挺不住了，不
去医院不行。” 斗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
来，头上冒出阵阵白气，眼圈红红的。

汉子姓向，家住马蹄村，母亲80多岁，
体弱多病。

从他出发走到这里已经过去了个把小
时，但离最近的拔茅乡卫生院，还有10公
里。

“莫走了，上车！”王先华想也没想，自
己把老人家背起，回头就往警车走去。

半小时以后，警车安全到达卫生院，民
警们搀扶着老人家到急诊室， 请来医生照
看。顾不上说几句话，他们扭头就走———还
有重要的抗冻保通任务等着他们呢。

刚要上车，王先华似乎想到了什么，从
车上找来两瓶矿泉水， 又一路小跑回急诊
室，递到老人家手里，扶着她的肩膀，关切
地说道：“老人家都听医生的哦，不要紧的，
好生养病。”

“谢谢，谢谢！”汉子略带哽咽的道谢
声，已在身后。

八旬大娘患病 交警冰雪驰援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吴巍伟 刘萌萌）“伢子们，天气这么冷，你们
受累哒，谢谢你们呐！”1月8日上午，华容县东
山镇天井山村85岁的韩海林大爷专门来到国
家电网华容供电公司抢险复电作业现场，向
连续抢修10余个小时的该县“电骆驼”党员服
务队队员们表示感谢。

1月4日以来， 华容境内遭受了一场低温
雨雪极端天气袭击， 引发的大面积冰挂雪凝
造成全县17条输电线路和配电设施受损、4万
余户居民供电受阻， 尤其东山镇桃花山区域
10千伏线路覆冰严重，部分村供电完全中断。

灾情就是命令。自1月4日起，华容供电公
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组织9支“电骆驼”

共产党员服务队分赴各灾损现场，融冰排险、
抢修保电。截至7日22时，累计出动抢修人员
450人（次）、车辆50多台（次），已有16条受损
输电线路抢修完毕、恢复供电。

华容供电公司负责人介绍， 由于路面结
冰和沿线树木倒伏情况严重， 桃花山公路暂
未解除管制，大型融冰抢险车辆无法进入，仍
有900多户居民供电还未恢复。该公司正在全
力组织力量争分夺秒展开针对性施工， 争取
在最短时间全面恢复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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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名片
蔡佳轩 ，长沙人 ，1995年出生 。北京电影

学院录音系毕业 ，2017年10月被南加州大学
电影艺术学院录取， 攻读影视制作专业硕士
研究生。作品《恶意》获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
会声音学院奖影视声音制作长篇类二等奖 ，
作品《时间监狱》获短篇类一等奖。

故事
窗前的女孩眉浓肤白，安静地坐在那儿，

亮晶晶的大眼睛里藏着一个90后女孩的兴奋
和期待：她即将在3万英尺的高空跨年，漂洋
过海去大洋彼岸的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
深造。2012年9月，她站在北京电影学院“一个
梦开始的地方”，不曾想过2018年会去到全球
电影产业的“梦工厂”好莱坞。

爸爸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录音师， 蔡佳
轩从小耳濡目染，喜欢拿个小小的录音机，录
下课的铃声、水声、游戏的声音。但直到2012
年，蔡佳轩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录音专业，

爸爸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可是一个需
到处跑，经常熬夜，并不适合女孩子的职业，
在看似光鲜热闹的电影产业中， 录音师尤其
要耐得住寂寞。

对追梦的蔡佳轩来说， 直至毕业创作，她
才真正领会到声音的魔力和对一个录音师的
折磨。30分钟的短片《恶意》，讲述一名警察领
养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管辖的小区里接连发
生了儿童失踪案，侦破过程中，这名领养的女孩
也失踪了。湖北黄石拍的片，但剧本不断改动，
导致整个片子的声音包括台词都是后期录制。

同样是下雨， 不同的场景需要不同的雨
声。蔡佳轩演示，哗哗哗像针脚一样密集的雨
声是发现了犯罪现场，有警察有法医有围观群
众，一听就知道出事了。主角出场时，雨声嗒嗒
嗒打在脸上、雨衣上、水坑里，声音得有质感。
最难的是打戏，现场不能真打，用皮椅撞击制
造声音又太空。实验了很多方法，最后用铁架
晃动、水管破裂的声音来表现空旷地下室打斗
的混乱。而枪声，每次随人物情感的不同而变
化。比如影片最后，犯罪嫌疑人自杀，警察子弹
耗尽，不停地扣动扳机，让回声饱满地充斥在

空荡荡的房子里， 尾声
戛然而止， 表达警察再也
找不回养女的绝望。

《恶意》的声音是蔡佳轩和同学合作的毕
业作品， 毕业后， 同学们各奔东西找工作去
了，她主动留下来修改。整整一个多月，蔡佳
轩一个人呆在录音棚里， 孤独地一遍遍寻找
最贴切的声音，而声音是如此难以捉摸，也许
修改一遍又一遍， 最后却发现第一版才是最
好的。此时，她才真正体会到爸爸说的“录音
师要耐得住寂寞”的深意。

蔡佳轩不满足于声音的制作， 她自兼编剧、
导演、 声效， 又制作了一部8分钟开脑洞的短片
《时间监狱》。 她让一个人不断地面临犯罪边缘，
关在时间的轮回里， 接受时间永无止境的惩罚。
这部短片让她被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相中。

随着电影工业和网络视频的发展， 录音
师在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蔡佳轩也清晰
地看到，由于录音师在中国行业地位较低，收
入低，培养有断层，真正名声在外的录音师并
不多。此去洛杉矶，她要奋力追逐另一个梦：
声画剪辑师，为电影呈现最好的画面和声音。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冰冻天气下， 湖南的
高山上一片琉璃世界，银

装素裹，安静、洁净、明亮。
这些天，湖南人朋友圈的雪下得很大，

满世界都在奔走呼号着去看雾凇。
长沙市望城区黑麋峰，自1月3日开始

结冰，5日起封园， 却阻挡不了人们前来寻
找冰雪世界的热情。

满山的竹子都被压弯了，不时可听到
咔嚓的折竹声，伴着噗噗倒下的声响。乔
木玉树临风、琼枝横斜，青松依旧落落，
对肩上冰霜浑不在意。 灌木丛结出的冰
花，团团簇簇，莹莹熠熠。最惊艳的是冰
封的红叶、黄花和一粒粒赤色果实，于冰
雪中绽放颜色，浮光流动，冷艳无俦。

冰雪寒山，原本应是一段困顿的路程，
爬山的人走一步滑两步， 不时有人从坡上
滑落下来，却总能得到陌生人热心搭救，一
路扶持继续前行。 在冰天雪地中走出空调
房的人们，呼吸着山上洁净寒冷的空气，收

获了身体充分舒展后的一身暖意。
山顶其实也只是一片冰封世界而已，

寒冷的空气将人呼出的热气凝固在头发
上。四周望去，皓白天地，万色皆空。

有孩子大声欢呼：“这是童话世界吗？”
人们爱冰雪，爱它美丽易逝，爱它不像真实
世界，爱这一刻冰雪隔开了烟尘人间。

世间多少纷争离乱， 却总有让人止步
共望的一刻， 比如飘雪的时刻、 冰封的时
刻。

据省气候中心统计，1月3日至1月8
日，今冬首轮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中，全省
共8县市出现积雪， 其中安化积雪深度最
大，为4厘米，慈利、澧县、安乡、南岳等28县
市出现轻度冰冻， 冰冻最长持续时间为南
岳，达6天。

1月9日，省内天气已经放晴，由于辐
射降温，晨起长沙城随处可见白霜，晨8时，
长沙实况气温为零下2.5摄氏度。

霜冻还将持续。 省气象台预计，10
日至12日全省晴天，最高气温将回升至
10摄氏度左右， 最低气温低至零下4摄
氏度，大部分地区早晨都将出现霜冻。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满山尽开冰凌花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袁小锋 伍实强

“游所长，我们这片断电了，10多家农家
乐住满了来看雪景的游客， 请支援！”1月8日
下午5时许，刚完成礼中工区抢修任务的游尚
清又接到群众电话。“好， 我们马上就到！”来
不及休息，他又带着抢修队员踏进了风雪。

前几日的冷雨冰冻天气，让新化县大熊山
国有林场一片冰天雪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
林覆盖了4厘米厚的冰凌， 许多低压线和电杆
不堪重负，或断线或倒塌，造成供电瘫痪。负责
该区域的圳上镇供电所所长游尚清忙于奔波
抢险，许多地方山路陡峭打滑、行车困难、冷风
呼啸，他们只能采取徒步的方式前进。

在白毛村，由于无法确定断线位置，游尚清
带着队伍，走进被冰冻包裹的树林，沿着低压线
走向，一边用工具开路，一边慢慢搜寻。历经3个

小时查找，当晚8时30分许，终于在一处陡坡找
到断线位置。 电线杆被冰雪包裹， 根本爬不上
去，各种设备也用不了，急坏了抢修队员。

“其他设备不好着力，踏板是唯一能上去
的方式，你们都不会用，我来吧 !”游尚清说。
“踏板”，是一种老式爬杆工具，由一根麻绳和
一块木方组成，通过麻绳套上电杆，利用摩擦
力向上攀援，但危险系数较大。

游尚清穿上护具，套上踏板，一步一步往
上爬去。电杆太滑，每爬上一步，踏板都会自
然下滑一小段距离，险象环生。12米高的电线
杆，硬是10多分钟才爬上去，手也早已冻得失
去知觉。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白毛村片区恢复
了供电。

抢修队员陈文科告诉记者：“大熊山海拔
高，地形复杂、恶劣天气较多，这样的情况是
家常便饭。”圳上镇供电所只有18个人，但要

负责该镇以及大熊山国有林场80个村350平
方公里的供电任务。用户分散、地域广、山林
多、人手少，整个供电所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游尚清是土生土长的圳上人， 凭着务实
肯干的精神， 他将圳上镇供电所打造成了娄
底市的标杆供电所、零投诉供电所。他总是在
山区各角落奔波，解决线路运行维护、线路电
能损耗等问题，辖区内有多少高低压电杆、多
少公里线路、多少用户，了如指掌。他说：“群
众生活离不开电，都是乡里乡亲，做好本职工
作是应该的。”

“爱帮忙、不计较、总能第一时间赶到。”
这是村民对他的一致评价。 同事王本实说：
“哪里最累，哪里最苦，哪里最险，哪里就有他
的身影。”10年来，游尚清和他的同事们，把时
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用自己的艰辛付
出，守护着万家灯火。

齐心协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湖南日报1月9日讯 （记者 李秉钧 ）
1月8日， 郴州市雨夹雪和冰冻天气持续，最
低温度降至零下3摄氏度左右，桂东、汝城、
永兴东部、 资兴东部等高寒山区出现冰冻。
为此，该市采取措施，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当天，厦蓉高速宜章里田至水龙互通段
路面出现结冰，当地交警部门立即实行双向
交通管制，引导车辆绕道行驶。107国道宜章

一六镇与天塘交界处阴狮岭段有少量积雪，
路上执勤交警设置标牌等，提醒驾驶员谨慎
驾驶。黄莽公路莽山景区路面积雪较厚，324
省道焦下段出现结冰，当地交警当即采取了
限制通行措施。对易结冰的苏仙区飞天山大
桥、郴永大道、郴州大道白溪乔路段、青年大
道高新区拱桥段等处， 郴州市安排专门力
量，现场监控情况，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湖南日报1月9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
员 邓永松 周俊）“非常感谢你们支援，36
名台胞已全部顺利乘机返家。 台胞再三要
我代为感谢贵地大力帮助。”1月9日一大
早， 沅陵县台办接到张家界世纪海外国际
旅行社导游陈先生打来的致谢电话。

1月4日起，杭瑞高速沅陵段因路面积
雪冰冻，加上发生车辆事故，造成长达30
多公里道路拥堵。5日上午10时，接怀化市
台办通知， 一辆载有台胞的外地旅游大巴
滞留沅陵需要帮助， 沅陵县台办立即联系
导游核实。 原来是张家界世纪海外国际旅
行社组织的一个台胞团，在去长沙途中，在
沅陵遇堵。车上共有36名台胞，滞留已超
16小时，车上老人小孩情绪焦躁，导游向
省台办报告情况。

接到情况报告， 正在参加怀化市两会
的沅陵县委书记钦代寿当即要求积极采取
措施妥善处置，确保车辆人员安全过境。沅
陵县政府加快组织相关部门处置事故车
辆、撒盐除冰、疏导交通。沅陵县台办经微
信定位，发现该车辆在马底驿乡边界处，立
即协调马底驿乡政府组织志愿者小分队，
冒雨雪抄小路上高速搜寻， 终于在楠木铺
乡境内找到该团队车辆。 志愿者给台胞送
上热气腾腾的中餐， 了解老人小孩身体状
况， 告知拥堵原因及政府正在采取的救援
措施。

同时，通知高速沿线前方官庄、楠木铺
两地，做好食物、药品、燃油补给准备，保证
台胞不挨饿不受冻。5日下午5时许，这辆旅
游大巴安全离境驶往长沙。

一片冰心在 万家灯火明

郴州力保道路交通安全

沅陵干群鼎力救助受困台胞

寻音追梦：
从北京到洛杉矶

华容“电骆驼”融冰化雪保供电

泸溪抗冻救“菜”忙

1月9日，南岳衡山风景区雪后放晴，白雪装扮下的景区玉树琼枝，美不胜收，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赏雪游玩。 罗丹 曹正平 摄影报道

南岳赏雪

蔡佳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