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风速5.3米/秒，风向东北风，湿度50%，
导线覆冰厚度5.5毫米，覆冰有加重趋势。”1月
26日23时，在常德津市古大同森林公园山顶，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输电室运检班班长汪艳
文，借着应急灯的弱光，用手机发出了这条短
信。

渺无人迹的深山， 只有这个孤零零的防

冻融冰监视哨口亮出的光亮， 才让人感觉到
生命的气息。他们入驻哨口已经4天了。

他们这次负责坚守的线路是220千伏窑
护线， 是220千伏常德窑坡变到220千伏岳阳
护城变的主干线路， 担负着华容县和君山区
的供电任务。 这条负责岳阳市供电任务的线
路，起点在津市境内，距岳阳市区260公里，开
车需4个多小时，是岳阳最远的观冰哨口。

对这次抗冰， 汪艳文和队友做好了思想
准备，足足带了5箱方便面。42岁的汪艳文，从
部队转业就一直在线路工岗位， 有了20年的
线路值守经验，也吃遍了各种味道的方便面。
2008年冰灾时，也是在这个哨口，他坚守了20

天，下山时几乎成了“野人”。
最远的线路，最重的责任，最硬的汉子。

岳阳供电公司这次还是把这个哨口托付给了
汪艳文。

每隔两小时测一次风速， 测一次覆冰厚
度，上报一次冰情。从24日到26日，他们看着
透明的冰层快速包裹着铁塔，覆盖着树木，交
织成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 也愈加透露出丝
丝险意。覆冰如果达到8毫米，就必须立即启
动融冰措施，保证主网安全。26日16时，汪艳
文接到岳阳供电公司调度指令： 雨雪低温持
续，实行24小时值班。

27日1时，打着应急灯，汪艳文和队友摸
索着走出距离模拟导线仅150米的哨口，开始
用望远镜遥望高处的铁塔， 熟练地敲下导线
上的覆冰，称重、测量：厚度5.6毫米，覆冰持续
加重。温度计显示零下10摄氏度，呵气成冰，
寒风刺骨……

通讯员 李飞 李重阳
湖南日报记者 肖洋桂

1月27日中午， 石门县太平镇犀牛坪
村杨凡柏家十分热闹。原来，流浪在外4年
多的杨凡柏回家了！

杨凡柏能顺利回家， 多亏了一群党员
以微信合力相助。

26日晚7时多，天色渐黑，石门县太平
镇仙台村飘着小雪。党员、村委会主任张新
儒从村口交通执勤点回家， 路上看到一个
中年汉子蹲在路边，全身脏兮兮的，冻得缩
成一团。张新儒上前询问，那个人说自己叫
“赵文蒂”，是哪里人答得颠三倒四，一会说
是甘溪的，一会说是犀牛坪的，怎么回家也
不晓得走。见天色黑了，天寒地冻，张新儒
便带“赵文蒂”回到自己家。

回到家，张新儒让“赵文蒂”洗脚，又拿
袜子、鞋子给他穿。同时，张新儒将“赵文
蒂”的照片发在太平镇政府微信群里，并@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许菊凤，请帮忙问下犀
牛坪村有没有这个人。 不久， 犀牛坪村党

员、 村妇委会主任杨关红在群里回应：“有
点像我村里的一个人， 你是在哪里看到
的？”张新儒喜出望外，赶忙回答：“在我家
里。他是谁？”“有点像杨凡柏，出门好几年
没回家了，记得他一只眼睛有点问题，走路
不大方便。”

张新儒再仔细观察“赵文蒂”，其左眼
看起来确实有点问题，一只手不能动，走路
身体不是很协调。再问他名字，他还是说叫
“赵文蒂”，又说自己3天没吃饭了，很饿。

张新儒赶紧到厨房炒了个蛋炒饭，又
将自己看到的情况发在群里。 许菊凤赶紧
在微信群里@犀牛坪村杨关红：“那肯定是
了，你赶紧通知他哥。”杨关红联系“赵文
蒂”哥哥，确定是杨凡柏。

看到这个消息，张新儒放心了。已到晚
上10时多，仙台村离犀牛坪村有20多公里
山路，冰天雪地的，于是双方约定次日早上
来接。

27日一早， 杨凡柏的妹夫开车来到仙
台村，连声对张新儒道谢。中午，杨凡柏安
全回到了家。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记者 段涵敏）一
夜之间，长沙银装素裹，路面上的积雪给市
民出行带来了不便。 记者昨天从中南大学
湘雅医院、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等多家省会
医院获悉，为确保患者平安顺利就诊，各大
医院已启动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案，
及时清除积雪，确保患者平安顺利就诊。

26日清晨，湘雅医院近百名职工志愿
者开展扫雪除冰行动，为大家保畅通、护平
安。据悉，针对此次降雪，该院启动应急预
案，调配柴油发电机、应急发电车以备不时
之需，备足工业盐、铁锹、防滑垫等除雪防

滑用具，24小时值班，随时出动。同时增加
巡检次数，防范因大雪造成的电线脱落、水
管冻裂、树枝断落等风险。

省妇幼保健院提前置办铁锹、扫帚、推
雪铲等除雪工具，备足地毯、工业盐等防滑
物资， 医院职工顶风冒雪清扫医院交通要
道，并在各建筑台阶的坡道铺设防滑毡垫，
确保往来人员安全通行。 来省妇幼就诊的
绝大部分都是孕妇和孩子， 医院行政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自觉行动起来， 从医院门口
到就诊大厅， 一路为就诊的服务对象保驾
护航。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 （通讯员 肖进
杨舒源 记者 周小雷） 针对近期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 岳阳市公安消防支队近日在绿
色化工产业园举行危险化学品事故灭火救
援演习， 实战考验公安消防官兵在极端恶
劣天气下的灭火救援能力。

此次演习模拟岳阳市绿色化工产业园
一处生产装置因员工操作不当引发爆炸燃
烧， 市公安消防支队迅速成立灭火救援现
场指挥部， 紧急调派辖区4个消防中队15
台消防车赶赴现场参与处置，公安、交警、
电力、环保、自来水、医疗、微型消防站等部
门共150余人协同作战， 演习设置单位自

救、接警调度、警戒疏散、气体检测、营救人
员、罐体堵漏、现场撤离等10项科目。30分
钟后，火灾被成功扑灭。

据悉， 自1月19日岳阳市部署开展安
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行动”以来，先后召
集全市120余家易燃易爆企业200余名负
责人召开消防安全工作约谈会， 并与企业
代表逐一签订消防安全责任状， 督促企业
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下一步，全市
将采取自查自检、督促检查等方式，在所有
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
单位开展“打非治违”行动，集中打击、整治
一批当前突出的非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彭司进 黄一双

1月27日，冰天雪地，保靖县城至长潭
河乡的公路全线禁止车辆通行。 上午10时
30分左右， 长潭河乡大白岩村孕妇陈春香
临产。接到求救电话后，保靖县各方合力，
紧急打开了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 当天14
时10分，陈春香平安产下一名3.3公斤重的
男婴。

“接到大白岩村党支部书记龙建的求助
电话，当时情况紧急，我马上给县政府汇报了

情况。”长潭河乡乡长张辉告诉记者。
“冰冻天气，路上太滑，村里、乡里的车

子都不敢上路。” 龙建说。 由于车辆无法通
行，龙建和孕妇丈夫龙王景等一起，拖来一
辆简易的木板车，在上面铺上干稻草、棉被，
将陈春香平放在木板车上，推着孕妇紧急赶
往县城。

与此同时，副县长梁文昌、县卫计局局长
邹利佳等带着120救护人员赶往长潭河乡。当
行驶至迁陵镇和平村敖溪组时， 车辆无法继
续通行。 梁文昌请县公安局调来一辆安装了
防滑链的警车赶到敖溪组。

当警车行驶至长潭河乡马福村， 终于与
龙建等人相遇。 此时，120救护车也装上了防
滑链，驶过敖溪组，赶到了马福村路段。

“快要生了，不能耽误了，必须转移到救
护车上。”保靖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刘莉莉
说。

在敖溪路段，孕妇出现剧烈疼痛。刘莉莉
检查后说：“孩子要生了，必须停车。”

14时， 外面寒风刺骨， 救护车内温暖如
春。刘莉莉和120医生、护士一起，在救护车上
实施接生手术。

14时10分，随着一声啼哭，一名男婴降临
在这条绿色的生命通道上。

“母子平安！”刘莉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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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孟宁 刘富强

近日，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提
醒广大群众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防范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给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由于气温低，人员聚集、流动频繁和室内

空气质量差， 易造成流行性感冒等呼吸系统
疾病的流行。广大市民要特别注意个人卫生、
环境卫生和室内通风，多喝水，勤洗手，儿童、
老年人、 体弱者和慢性病患者尽量避免到人
多拥挤的公共场所。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
要及时就医，早诊断、早治疗。

预防肠道疾病
冰冻期间可能由于断电、缺水等多种原因，

造成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无供水条件时，尽量采
用消毒纸巾等，如无洗手条件或消毒纸巾，就餐
时，手部尽量不要直接接触食品；供水管道可能
破裂而导致饮用水污染， 若发现供水颜色异常
或有异味时，应立即停止饮用，并及时报告当地
有关部门。尽量饮用开水或清洁水，一旦出现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要及时就诊。

预防自然疫源性疾病
雨雪冰冻之后， 一些动物的活动性就会

发生变化， 容易引发出血热、 流行性乙型脑
炎、布鲁菌病等自然疫源性疾病。加强对自然
疫源地的调查发现和疾病预警工作； 改造环
境，消除疫源地，控制媒介生物的危害；加强
对涉足疫源地人群的医学教育和卫生防护工
作应对等， 将有助于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与
流行。

预防食物中毒
低温湿冷地区容易发生细菌性、 真菌性

的食物中毒。要采取蒸煮、干烤加工等措施确
保食品安全，讲究卫生，搞好餐、厨具消毒，在
没有充分加热条件时，尽量进食成品，不进食
外观异常（发霉、液化、气味恶化或性状不良）
的食品。

预防冻伤
群众出行注意穿戴足够防寒衣物， 避免

弄湿衣服；经常观察皮肤，尤其是耳面部和手
部等裸露部位，查看有无出现苍白、僵硬或失
去知觉，并不时搓揉面部皮肤，伸展筋骨活动
手足；不要穿过于紧身的衣裤，以免妨碍血液
循环。

若不幸冻伤，要赶紧脱离低温环境，脱掉
湿冷衣物，换上干燥衣服和鞋袜。不应采用拍
打、 冷水浸泡、 雪搓或火烤等错误的复温方
法。

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天气寒冷， 热水器切勿安装于密闭浴室
或通风不良处； 居室内用煤火炉要安装烟道
密闭完全的烟囱， 用炭火盆取暖时要注意空
气流通。受困道路上的车辆，注意不要长时间
密闭车厢。

家庭煤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煤气阀门，
打开门窗通风，切勿使用明火；一旦发生煤气
中毒，应迅速将患者转移到空气新鲜处，拨打
120急救电话送到医院救治。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要注意监测血压，按

时服药，定期复诊，尤其是上午8至10时、下午
4至6时两个血压高峰，应多测几次，包括服药
后、餐后血压；若改变用药种类或停药，应听
从医生建议，切不可自行调整药物。下雪、化
雪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不得已外出时，注意
防寒保暖，戴帽子、围巾和手套，并注意随身
携带好相关急救药物； 一旦出现胸闷胸痛症
状，立即服药，及时就医。

应对雨雪冰冻天气
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示

省会多家医院启动应急预案

岳阳消防实战考验救援能力

天寒地冻 宝宝心急要“看雪”

流浪村民“赵文蒂”回家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邹希汉

1月26日凌晨3时许， 新化县金凤乡政府
应急值班室接到紧急电话。

大雪封山，地处偏远山区的大湾村7组村
民潘永雨突然临产， 但由于境内道路结冰严
重，山地陡峭，县医院急救车上不去，通往外
界的车辆也无法出去，成了一座“孤岛”。

潘永雨一家心急如焚。 村干部魏光强拨
通了乡政府和乡卫生院的应急电话。

接到电话后，乡政府值班干部与乡卫生院
妇产科医生戴丽娟等组成救援小分队，冒着风
雪， 用担架将孕妇接至乡卫生院。“孕妇血压偏
高、宫内胎儿脐带绕颈两周，可能需要剖宫产！”
医生伍晓芝紧张地说，“乡卫生院手术条件差、
设备落后，没有十足把握进行手术。”

“县医院太远，送坪口医院，那里有手术
条件！”5时10分，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展开。乡
党委、乡政府与乡卫生院紧急组建伍晓芝、刘
增辉等5人的护送队， 携带接生包及药品，徒

步出山；同时，紧急联系坪口医院安排车辆到
光辉村接应。

风雪大作，护送队员将麻绳绑在鞋子上，
带上担架，用保温隔水膜将孕妇包裹起来。凭
借微弱的手电光， 一行人在几厘米厚的雪路
上艰难跋涉。平路用担架，险路互相搀扶。遇
大的沟坎，队员们伏下身子当“肉垫”。经过1
个半小时的爬冰卧雪， 顺利把孕妇潘永雨护
送到光辉村，再由车辆紧急送往坪口医院。

“幸亏你们送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坪口医院的张医生在做完检查后感慨地说。

上午9时许，潘永雨在坪口医院顺利产下
一名男婴，母子平安。

1月 27日，
张家界武陵源
天子山风景区，
白雪冰挂点缀
的峰林间云雾
飘绕，游人乘坐
索道穿行其间，
似云中漫步。

吴勇兵 摄

风雪救援 毛毛诞生正当时

最远的哨口 最硬的汉子

冰雪云海入画来

1月27日， 石门壶瓶山自
然保护区，巡线员在调整拉线。
截至27日22时，壶瓶山自然保
护区内高低压线路运行正常，
无停电情况发生。 易长龙 摄

雪天巡线
保安全

湖南日报1月27日讯（欧阳倩）今天上
午10时左右，“饿了么”骑手刘女士在长沙市
芙蓉区五里牌街道附近接了一个单，一位顾
客一次点了6份餐，并留言：“不用送餐，我已
吃过午餐。雪很大，不用送到我这里，路上看
到环卫工人，发给他们就行了，谢谢！”

“这是好心人送给环卫工人的，量一定
要足。”刘女士去取餐时，遇到店老板这样
吩咐厨房。

取完餐，骑着电动车，在大雪中寻找在

马路上扫雪的环卫工人。 按照单子上的提
示，刘女士遇到环卫工人就送一盒。她说：
“刚开始还有人不好意思拿，我解释明白以
后，大家才接下这份好意。”

“我们从凌晨5时就开始扫雪，大家又
冷又饿，有人来送饭，我们很感动。”五里牌
街道环卫工人李威秀今年48岁，从事环卫
工作已9年， 谈到爱心外卖， 她动情地说：
“这6份外卖， 让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感到特
别温暖。”

通讯员 刘航 邓竹君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26日凌晨5时，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机
坪，气温低至零摄氏度以下。

接班作业的机场机务保障部放行员王
斌，检查飞机时发现，机身已经结冰，冰层
最厚达30毫米，必须立即展开除冰作业！

王斌迅速穿戴好加绒橡胶手套、口罩、
棉袄等劳动防护用品，钻进除冰车，拿起除
冰枪，开始除冰。

作业时，王斌离飞机仅1米左右，除冰

液散发出强烈的刺鼻气味。 王斌始终双手
紧握除冰枪，确保喷洒到飞机的每处冰层。

半小时后， 机身的冰层融化成冰块掉
落下来。这架长40多米、宽约36米的庞然
大物洗完了“泡泡浴”，徐徐滑向起飞跑道。

14时，王斌走下了除冰车。此时，他已
连续作业9小时，完成了7架航班的除冰。在
同事提醒下，王斌才记起，当天是自己的32
岁生日。

“我的工作保障了航班的正常运行，这
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王斌憨笑道。

放行员除冰车上过生日

6份爱心外卖送环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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