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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瑞雪倾城，寒意渐浓。新年伊始，长沙今年
的第一场雪悄然而至，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雪景怡人，雪情焦人。突如其来的冰雪天
气，考验着城市的功能设施，也考验着城市的
凝聚力。几天来，长沙街头巷尾，顶风冒雪、除
冰送暖的画面感人至深， 构成风雪中一道道
“不一样的风景”。

保民生，风雪兼程聚人心
“大冷天还送东西上门， 真是谢谢你们

了！” 开福区捞刀河社区五保户郭爹爹接过社
区工作人员送来的棉被和慰问物资， 连声道
谢。

1月25日晚，长沙城区被皑皑白雪覆盖，老
百姓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开福区民政部门首先
想到了社区的老人们。风雪中，各社区工作人
员代购货物，送货上门。

23日以来，一道道预警信号不断从长沙市
委、市政府传出，一份份应急预案不断出炉。气
象部门的消息显示，本次雨雪冰冻天气将持续
到1月30日，雨雪冰冻防范不容懈怠。

市领导带队奔赴交通要道、项目施工现场
检查冰雪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交警部门启
动路面交通管控应急措施；民政服务机构全部
进入紧急应对状态；供电、供水、供气部门纷纷

进入应急状态，全力投入防冰冻保民生；还有
农业、林业、水利、卫计等各条战线上的专家，
奔走在一线，指导群众提前准备，积极防御，避
免或减少雨雪灾害造成的损失……

保畅通，雪花飘处涌暖情
“你们放心地走吧，我都骑摩托车走过一遍

了。”1月26日，一则微信朋友圈的信息，引发长沙
市民刷屏。与这句暖心话语呼应的，是一组交警
凌晨巡查时为市民徒手推车的感人画面。

“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当得知自己所
发的这条信息一夜间阅读量达到千万次，从前一
晚就开始值守一线，眼眶里还带着血丝的雨花交
警大队七中队协警史万鸿，回答得很朴实。

在迎战冰雪的一线，这样的故事只是一个
缩影。从25日晚上开始，交警、市政、环卫、电力
等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奋战在一线。

26日早上8时，橘子洲大桥桥面积雪结冰。
由于正值早高峰，大桥发生严重交通堵塞。

雪情就是命令。 一支由600余名岳麓区城
管系统工作人员和100余名来自交警、 街道工
作人员等组成的“党员突击队”紧急赶往大桥
支援扫雪除冰。

从街头到巷尾， 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截
至26日14时，各区城管执法大队共计出动1645
人次，车辆240台次，组织参与城区86条道路、
33座桥梁和车站广场的积冰积雪清扫工作。

保安全，守望相助暖心窝
25日晚，宁乡风急雪密，气温一路跌至零

下2摄氏度。
当晚9时许，正值防寒保暖用电高峰，国网

宁乡市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突然接到新康安
置区居民打来的停电抢修电话。

新康安置区居民较多，再加上晚间天寒地
冻，老人小孩都需要暖气设备。当日主值黄师
傅立刻带着抢修人员驱车赶往事发地……21
时38分，线路抢修完毕成功恢复送电。空调重
新运转，小区灯火通明，黄师傅冻僵的脸上露
出了欣慰的笑容。

道路湿滑结冰，人车出门难行。不少开车
的市民遭遇滑坡、陷坑等问题，自身被困的同
时也影响交通。在雷锋的故乡望城，被困车主
可以向一群“蝙蝠侠”求救。他们是望城区自驾
游运动协会湘望车队的队员。 队长邹崇玉说，
当他听到气象部门发出低温橙色预警，就萌发
了要利用自身优势义务开展道路救援的想法。
他发出号召后，立刻得到20多名队员响应。“退
休、自营的队员愿意24小时待命，上班族也说
晚上可以出动。”邹崇玉干劲更足。

这是一场低温雨雪冰冻的袭击，这是一场
与风雪抗争的坚毅战斗， 更是一场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的攻坚。面对这场冰雪考验，长沙众
志成城！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陈建武

因发生严重车祸， 近4000辆车被
堵， 上万名乘客和司机滞留在冰雪中的
高速公路上。 当地58名干部群众迅速集
结，在黑夜中打着手电、肩扛手提，将矿
泉水、八宝粥、面包、方便面、棉衣、棉被
等价值8万元的应急物资，送到滞留乘客
和司机手上……这是1月26日晚上，在怀
吉高速麻阳段发生的感人场景。

1月26日晚上7时许， 麻阳苗族自
治县接到怀化方面指示， 因怀吉高速
往凤凰方向路段发生严重车祸， 大量
乘客和司机滞留， 请迅速为他们送去
食物等物资。

“克服一切困难，以最快速度将物资
送过去。”麻阳苗族自治县委书记李卫林
第一时间安排部署。 正在乡镇组织抗冰
救灾的县委副书记、 县长李仕忠迅速赶
到怀吉高速麻阳出入口，与副县长、公安

局局长刘军以及县交警大队、 高速交警
麻阳大队负责人商议具体解决办法，迅
速安排落实。 随后， 临时抽调的公安干
警、民政干部、岩门镇及石羊哨乡的干部
群众、美宜佳超市员工赶来，在高速交警
带路下，冒着冰雪运送物资。

“请大家不要担心，我们准备了充足
的物资，保证都有吃的”“请让小孩、老人
先领”“请领了食物的同志回到车里，小
心感冒着凉”……在第一个发放点，应急
队员大声提醒， 数百名乘客和司机有序
排队领取物资。

“非常感谢你们 !”一个20多岁的小
伙子为其3个月大的孩子领到了棉被、
水、八宝粥等物，他眼含泪水说，堵了10
多个小时， 车上食物吃完了， 怕汽油不
够，不敢开暖气，小孩一直在哭闹。

“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寒冷
的夜晚， 你们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温
暖。”一位女乘客拿出手机，拍下分发物
资的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

周勇军 鲁融冰

“那么冷的天，他脱了长裤下河，真的令人
佩服。”近日，为抢修被风雪刮断的电线，桃源
县观音寺供电所员工葛华利不顾严寒下河抢
修的事在当地传开，受到大家点赞，被称为“裤
衩哥”。

“观三线电流一段重合闸不成功，请带电
查线。”1月25日7时， 观音寺供电所接到上级
调度电话， 所长刘治国迅速安排49岁的葛华
利带队出发检修。中午1时左右，经沿线仔细
巡查， 抢修队员在观音寺镇舒溪村一山谷中
发现问题，横跨大伏溪的024-025杆的10千伏
供电线路被刮断，断线的一端落入溪水中。

为尽快恢复供电， 葛华利向上级汇报后，
当即开展抢修。然而，线路接通后不久，位于上
游的会人溪发电站开闸发电， 大伏溪水位陡
涨。8名抢修队员准备收线时，发现没在水中的
电线纹丝不动。凭着从业18年的经验，葛华利
推测电线很可能被水底的石头绊住了。

经上级部门协调，上游关掉了水闸。回到
抢修现场时，已是下午5时多。眼看天色渐暗，
未等大伏溪水位完全下降，葛华利在岸边脱下
长裤，顺着导线摸索着下水前行，在齐腰深的
溪水中央停下后，他手脚并用，将卡在石缝里
的电线挑了出来。

“收线！”大伙喊着号子一齐发力，顺利将
修好的线路拉出了水面。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无人机已发现断线地点，传回了具体位
置，请尽快前往抢修！”1月26日7时许，在新化
县奉家镇百茶源村，无人机操作员何建向电力
部门报告。

26日凌晨，百茶源村第二台变压器服务的
30户农家突然停电， 其输电线路总长约有10
公里。“冰天雪地，要在陡峭的山林中查找断线
位置，谈何容易！”电力抢修队员小李发愁了。

得知情况，当地电信营业所网络技术员何
建主动请缨：“把我的无人机拿出来试试，通过
高空观察，说不定更有效。”何建搬出无人机，
徒步前往村里较高山坡，一边操纵无人机沿着
线路飞行，一边通过显示器仔细观察。不到10

分钟，便在一处山林中找到了断线位置。通过
紧急抢修，1个多小时后，恢复了供电。

无人机能快速查出电路断线点，何建特别
高兴， 他决定让无人机继续服务山区抗冰救
灾。

何建来到盘山公路一处高地，把无人机升
到500米高度， 对公路安全情况进行监控。第
一次飞行，发现一处急弯上有一辆小车撞上了
岩壁，何建立即联系当地村干部；第二次飞行，
发现横江村有小车翻在稻田里，立即拨打应急
救援电话，让遇险人员得到了及时救助。

帮助寻找线路断点、监控道路状况……无
人机成了大山深处抗冰救灾“神器”。站在冷风
呼啸的山岗上，何建正用冻得发紫的双手操作
无人机，他说：“服务村民，其乐无穷。”

�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朱江波）400床救灾棉被、
270件棉袄已发到乡村……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来临之际，平江县沉着应战，呈现
出有力、有序、有效的“三有”抗冰格局。

24日晚开始， 平江迎来一次持续的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过程。针对地域广、人
口多、高寒山区面积大等特点，该县将1
月24日至31日定为全县应对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特护期”,成立应对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指挥部，下设安全保障、保通保畅、
救助救济、生产自救、综合协调与宣传等
5个工作组。要求各级各部门确保思想认
识、目标实现、组织指挥、责任落实、物资

准备、应急处置、宣传工作、纪律要求“八
个到位”，期间，干部一律不得请假外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县盐业公司储
备融雪盐400吨；公路局协议备料500立
方米，准备扫雪铲雪设备12台；交通局准
备应急客货运车辆20台、 挖机装载车16
台、应急抢险工程队2个；民政局库存棉
被毛毯1200床、蜡烛2000万支，食品600
件、矿泉水100件；供电公司准备卫星电
话2台，仓库各种型号导线约100吨、电杆
4800余基； 自来水公司备有供水专用物
资1万多套。该县部署开展“铲雪除冰”行
动，将中心城区划分为55个责任区域，将
铲雪除冰任务分解到县直单位。

一样的风雪 不一样的风景 麻阳为上万滞留乘客与司机派送应急物资———

情暖冰雪回家路

无人机深山救灾显神通

“裤衩哥”下水抢修获点赞

平江打响“三有”抗冰战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球哥，黄巢山那里结冰了吗？路还
能走不？”

“现在还行，我们上午撒了盐，冰都
化了，但最好下午6时前回来，晚上要封
路。”

连日来，因雨雪冰冻，被乡亲们称为
“球哥”的双峰县井字镇公路站站长王业
球忙得不可开交，他的电话也成了热线，
问路况的、 寻求帮助的电话每天不少于
20个。王业球每一个都耐心接听，并不忘
提醒小心驾驶。

1月27日上午， 记者见到王业球时，
他正和交警一起， 推着一辆打滑的面包
车爬过334省道井字镇境内黄巢山一个
小坡。这辆面包车走后，来不及歇息，他
又爬到一辆小卡车上， 往结冰的路面上
撒盐。

“球哥今早6时30分就到了黄巢山，
查看路面结冰情况、 指挥交通、 帮忙推
车、路面撒盐，忙个不停，手脚冻麻了，耳
朵也被冻得通红，叫他歇一歇，他总说等
一下、等一下。”井字镇人大主席团主席

彭琼有些心痛地对记者说。
黄巢山海拔500米，受雨雪冰冻天气

影响，从1月25日开始，途经这里的334省
道结了冰。这条路弯多、路陡，又是一条
交通要道，过往车辆平均每天有近2万辆
次。 为确保通行安全， 王业球坚守在山
上。

“球哥虽说是站长，但他既是指挥员
又是战斗员，修路、养路等，里里外外一
把手。” 井字镇党委书记赵向阳告诉记
者， 王业球自2007年底担任镇公路站站
长10年来，大多数节假日也在路上执勤，
有时饭也是他老婆煮好了送到执勤点。
这么多年， 他所在的执勤点没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

王业球是湖南农大农机专业毕业
生，199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井字镇工作，
当过群工站站长、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公
路站站长。不论在哪个岗位，他总是兢兢
业业，连续多年被镇政府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当上公路站站长后，他常年在公
路上奔波，哪条路有几处弯，哪处是危险
路段，哪里易结冰，他了如指掌。当地群
众说，只要“球哥”在，道路安全有保障。

�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吴德胜 朱开见）“这是新泰和的有
机辣椒和白菜薹，这是有机黑猪肉，这是
生态豆腐……”1月27日，寒风凛冽，大雪
纷飞。 正在岳阳市土桥社区智能云柜取
菜的杨学蓉女士， 一边在手机上打开绿
色菜园网， 一边向记者介绍，“我们这里
离菜市场有蛮远， 搭帮小区建起了智能
云柜，不出门就能吃上放心菜。”

绿色菜园网2015年上线以来， 岳阳
市区主妇们买菜就多了一种选择。如今，
只需在手机上轻轻一点， 想要选购的蔬

菜、肉类、大米、调味品、净菜、熟菜都可
以轻松搞定，既便宜，又新鲜。杨学蓉指
着绿色菜园网的优惠区告诉记者：“大雪
天，市场上的菜价翻了倍，可绿色菜园网
的价格没有涨。”

“应对冰雪灾害天气，绿色菜园网依
托君山农业公园、 马颈河蔬菜科技示范
园、华容县泰平牧业养殖场等蔬菜基地，
大量储备了大白菜、白萝卜、辣椒等时令
蔬菜，可以满足岳阳市民半个月的需求，
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随意哄抬菜价。”绿色
菜园网总经理刘丹表示。

流浪的人儿请回家
———长沙市民政部门救助

街头流浪者侧记
金慧

1月27日下午3时半，下过一阵雪粒子后，天空
飘起了细碎的雪花，迎着刺骨的寒风，长沙市民政
局负责人带队前往芙蓉广场立交桥下，劝导和救助
流浪人员。天桥下的流浪人员比几天前明显少了许
多，此时，他们大部分都窝在被子里，只露出头。

长沙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走上前与他们聊天，
耐心地询问他们的情况， 并为他们送上棉衣棉被
和泡面等物品。对于这些善意的关心，流浪人员纷
纷流露出了感激之情，接过物资后，他们说起了自
己的难处。 他们中间， 有些人是孤苦伶仃无家可
归；有些人是与家里闹了矛盾不愿回去；还有些因
为没赚到钱不好意思回家。

从下午3时半到4时半， 长沙市民政局在桥下
共劝导和救助了9位流浪人员。巡访过程中，有两
位流浪老人有意愿回家。其中，有一位是永州市祁
阳县的曾爷爷， 有80多岁。 听说可以免费送他回
家，还能帮忙联系当地的敬老院，他很心动，于是
在纸上写出自己的地址。了解情况后，长沙市救助
管理站副站长李锋当即与祁阳县民政局电话联
系，核实老人情况，并作好护送打算。另一位浏阳
的老人也在大家的耐心劝说下，表示愿意回家。

据了解，冬季气温低于5摄氏度，长沙市救助
管理站即启动“寒冬送温暖”，工作人员每天上午、
下午和夜间三班倒，对市内车站、公园、繁华商业
区、 交通主干道及地下通道等地的流浪乞讨人员
进行全方位、全天候、无死角地巡视和救助。1月26
日至27日，全市各级救助管理站共计上街巡查（送
温暖）45次，上街劝导流浪乞讨人员85人次，站内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104人次， 资助车票返乡34人
次，发放棉被、棉衣、方便面等物品和药品若干。

双峰护卫黄巢山

绿色菜园网承诺不涨价

屋顶除雪
排除隐患

1月27日，常德市消防
支队启用48米举高喷射消
防车， 对常德甘露寺市场
棚顶的积雪实施除雪减
压。当天，该支队利用消防
水炮对工厂、民房、市场等
房屋顶部因积雪出现的险
情实施除雪减压， 排除隐
患。 陈自德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杨雄春 李先志

“下雪了，永连公路南风坳段车流增
大，路面结冰，随时可能出现险情……”1
月26日上午，天空飘起雪花，蓝山县拉响
应对低温冰雪天气警报。

南风坳地处湘粤交界处， 海拔1000
多米，是连通湘粤的重要交通枢纽，号称
“湘粤第一关”。受雨雪天气影响，路面冰
冻，极易引起车辆打滑，而春运返乡潮即
将到来， 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成为当地头
等大事。

为了保障道路畅通迎接春运返乡
潮， 蓝山县及时召开应对持续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紧急调度会， 制定工作预案和

应急措施，全力保安全、保畅通、保民生、
保稳定。

“永连公路南风坳段有12名民警，三
班倒轮流值班，确保24小时有人巡逻，随
时作好应对紧急突发状况的准备。”带队
在一线巡逻的蓝山县交警大队大队长邱
世兵说。

“公路部门准备了一台铲车和一台
撒盐车，储备了55吨融雪剂，还有1000条
麻袋、30吨砂子和15台公路维护机械，全
力做好道路安全通行保障。”县公路局局
长梁社忠及时调度。

“电力公司全体人员在岗待命，一旦
出现电路故障，抢修应急分队5分钟内出
发抢修。” 县电力公司总经理彭玉槐表
示，已作好应急准备。

蓝山护航南风坳

� � � �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今
天上午10时20分， 在衡阳市廖家湾220千伏
GIS智能变电站， 运维三班值班负责人王炳翔
和同事在检查断路器运行情况， 查看设备是
否有过热状况。 王炳翔说， 廖家湾变电站是

智能化、 无人化运行， 一旦断路器过热， 可能
导致系统自动断电、 停止运行。 王炳翔每天
要检查两至三次。

据介绍， 廖家湾变电站是目前衡阳市最
大的变电站， 主变压器容量达240兆伏安， 负

责向衡阳市中心城区及南华大学附一医院等
重要用户供电。 入冬以来， 该变电站运行正
常， 未发生影响供电的事故。

国网衡阳供电公司负责人说， 时下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导致取暖用电量上升， 电网负荷再
创新高。 公司加强各变电站应急值班和巡逻观
测， 针对重载设备和重要用户增加巡视次数，
开展红外测温， 及时发展设备隐患， 确保市民
正常用电。 截至目前， 衡阳城区供电正常。

确保衡阳城区供电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