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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长沙市开
福区黄兴北路， 受冰雪
天气影响，道路湿滑，一
名送水工人骑行时不慎
滑倒， 路过的市民见状
立马上前帮忙。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罗丹）从雨、雪子、雨夹雪到纯雪，这一波
雨雪天气过程还在持续。 省气象台预报称，1
月28日晚至30日湘中以南雨雪维持、 强度减
弱，31日开始本轮过程基本结束，气温与常年
同期相比偏低4至6摄氏度。

长沙这一场雪下得很“认真”。从前天开
始，断断续续下着雨、雨夹雪和雪子，到昨天
晚上，雪子终于变成雪花。雪花静静飘落在南
方人的梦境里，密密地织出一个纯白的世界，

等待清晨孩子那一声欢呼：“下大雪啦！”在大
雪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依旧稳定运行。如果
你的出行路上没有遇到积雪， 记得要感谢那
些城市扫雪人。

据统计，1月27日8时至28日8时， 全省
55个县市出现了雪或雨夹雪，临湘、汨罗、
湘阴、平江、益阳、桃江、沅江、常德等8县市
出现暴雪，49个县市出现冻雨。46个县市出
现积雪，其中益阳市区、桃江县最大积雪深
度达到7厘米。76个县市有电线积冰， 郴州

达到29毫米。
省气象台今天16时发布了低温雨雪冰冻

橙色预警和大雾蓝色预警， 道路结冰与大雾
的“组合拳”，将对出行安全造成较大影响，提
醒有高速出行计划的朋友，妥善安排出行。

具体天气预报为：29日，湘南阴天有雨夹
雪或小雪，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30日，湘中
以南阴天有雨夹雪或中雪， 其中湘东南局部
大雪，其他地区阴天；31日，湘东南雨夹雪或
小雪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樊佩君）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本次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发生后， 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开展受困群
众帮扶救助工作，至1月28日共出动警力11万余人
次， 成功处置交通事故9000余起， 帮扶救助群众
3.8万余人。

1月25日以来，我省多地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 全省公安机关迅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全警动员、全警参战，竭力做好抗冰雪、保畅
通、护平安工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多
次调度指挥全省公安机关抗冰保畅工作， 要求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全力确保道路安全畅通， 为全省
“两会一节”营造良好道路交通环境。

全省公安机关特别是各级公安交警取
消公休日，24小时全员上路值守。省公安厅
交警总队迅速派出5个支援组50余人，分赴
常德、益阳、岳阳、张家界、娄底等地，参加
抗击冰雪战斗。 各市州高速交警和地方
交警也积极会同当地有关部门， 切实
做好除冰撒盐、巡逻管控、应急分流、
车辆限行、事故救援等工作，并加强与
相邻省份公安交警部门联勤协作，确
保省际道口通行。同时，通过多种方式
对易结冰、 易拥堵及事故高发路段做
好全方位示警。

“雷打雪”
并非天生异象

气象专家认为
对后期天气影响不大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罗丹）昨晚，雪花静静飘落，一阵
雷鸣划破了冬夜的宁静。 今天一早，“雷
打雪” 刷屏长沙等地的朋友圈，“冬雷震
震”是否天生异象？

气象专家解释， 这种现象发生时一
般伴随着雪量增大， 但对后期天气影响
不大。

监测数据显示，1月27日23时左右，
湘东北降下大雪，同时伴随有雷电现象。
长沙市气象台台长丁玄解释， 这叫高架
雷暴， 下雪天出现这种对流性天气比较
少见，但也属于正常天气现象，俗称“雷
打雪”， 这说明当时降雪条件比较好，天
气实况也出现了中到大雪。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姚蓉表示，这
种天气现象的出现， 一般是由于旺盛的
暖湿气流在冷空气上爬升， 导致对流旺
盛，加上有冷空气补充南下，冷暖气流共
同影响形成的。“雷打雪” 发生时经常伴
随有雪量增大等现象， 但对后期的天气
情况不会有很大影响。

� � � � 1月28日9时许，长沙市芙
蓉中路新闻大酒店前坪，酒店
工作人员正在酒店停车场除
雪时，一位路过的老婆婆不小
心滑倒，酒店工作人员马上把
她背到省疾控中心救治，并及
时通知其家属。

李立川 摄

1月28日， 长沙市天心区
芙蓉南路，挖土机在清除马路
积雪。当天，长沙市城管、环卫
和市政部门共出动人员72000
余人次， 车辆2230余台次，对
全市所有主次干道、 桥梁、匝
道、隧道及主要广场进行扫雪
除冰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1月28日， 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 机场千名员工在铲除停机坪
上的冰雪。当天凌晨4时开始，省
机场集团上千名干部职工坚守在
除冰铲雪的第一线， 出动跑道保
障车辆13台，除冰车5台，持续对
跑道和出港航班进行除冰，全力
保障航班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罗诚 摄影报道

全省多个景区
暂停营运

我省没有游客大规模滞留
和因天气原因伤亡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孟姣燕）
记者今天从省旅发委获悉， 随着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持续，截至28日18时，全省14
个市州大面积景区暂停营运。目前，全省
旅游市场秩序平安有序， 没有出现游客
大规模滞留现象， 省旅发委应急值班室
没有接到我省境内游客因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原因导致伤亡的报告。

其中，长沙全市49家Ａ级景区，除湖
南省博物馆、长沙海底世界、长沙沙坪小
镇、长沙汉回民俗文化景区正常营运外，
包括岳麓山、橘子洲在内的其余45家A级
景区暂停接客。

常德全市、 怀化全市旅游等级景区
全面封停。

衡阳花果山，株洲云阳山，湘潭韶山
景区，邵阳崀山景区，岳阳君山岛景区，
益阳桃花江竹海景区，郴州东江湖景区，
永州三分石景区，娄底三联峒冰泉景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矮寨大桥景区等
众多景区暂时停运。

张家界市除武陵源核心景区十里画
廊小火车及山上环保车停运， 宝峰湖景
区环保车停运，慈利县张家界大峡谷、龙
王洞、五雷山，永定区老道湾景区、天门
山景区，桑植县贺龙纪念馆等停运外，其
余景区正常纳客。截至28日16时，当天共
接待游客6409人。

31日开始天气转好
30日前湘中以南低温雨雪冰冻持续，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4至6摄氏度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上
午，副省长隋忠诚一行来到省气象局，看望慰
问值守在气象预报、 监测一线的气象干部职
工， 现场调度全省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
作。

1月25日以来，湖南迎来一轮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根据气象部门提前发布的预警，全省
各地各部门应对及时， 正有序开展雨雪冰冻
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本轮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月30日。

隋忠诚一行先后检查了省气象预报预测

和公共气象服务业务平台， 详细了解了未来
天气趋势、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预警发布及交
通、电力、农业气象服务等工作的开展情况，
充分肯定了气象部门在此次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隋忠诚强调，要认
真贯彻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27日晚
关于做好全省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的
指示精神， 进一步做好低温雨雪冰冻气象服
务，增加预报的精细度和发布频次，提高预报
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为各地各部门防范应对
雨雪冰冻天气提供科学依据。

隋忠诚调度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要求

继续做好
低温雨雪冰冻气象服务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勇）省减
灾委、省民政厅今天召开专题会商会，传达学
习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抗冰救灾工作
指示精神，听取当前灾情和救灾工作情况，省
减灾委副主任、 省民政厅厅长唐白玉现场指
挥调度救灾工作。

1月25日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 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
来影响。专题会商会之前，唐白玉逐一与各
市州民政局长通话，要求各地按照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要求， 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

会议强调，当前，灾情应对工作要突出6
个方面的重点： 一是要迅速传达落实省委、
省政府决策部署，树立防大灾、抗大灾的意
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切实强化责任，抓好工作落实，做好防范

应对各项工作；二是要全力以赴保障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 重点做好缺衣少被的贫困户、
流浪乞讨人员、交通滞留人员、民政机构服
务对象和农村留守人员等重点人群的生活
保障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三是要
加强值班值守，做好灾情报送工作，灾情持
续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并加强对市县
救灾应急值班工作的检查，确保灾情信息及
救灾工作情况报送及时准确；四是及时派出
4个工作组赴长沙、株洲、衡阳、岳阳等重灾
区查核灾情，指导市县做好抗冰救灾有关工
作；五是加强部门联动，联合有关部门开展
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 特别是要联合公
安、城管等部门开展好城市流浪人员救助工
作；六是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及时发布灾情
信息和救灾工作情况，为全省抗灾救灾工作
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省减灾委、省民政厅召开专题会议

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全力以赴抗冰雪、保畅通、护平安

全省公安机关
帮扶救助群众3.8万余人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勇）记者
今天从省减灾委办公室了解到，1月25日以
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截至今天17时统计，已造成自治州、怀化、张
家界、 邵阳等10市州46万人受灾， 转移安置
430人，需紧急生活救助1.5万人，农作物受灾
45千公顷，倒房26户62间，直接经济损失4.4
亿元。

根据省气象局统计， 全省湘中及以北共
57个县市出现了雨夹雪或雪，49个县市出现
冻雨，46个县市出现积雪， 造成农村住房、农
业生产、 交通出行、 水电基础设施等较大损

失。长张高速、张花高速、龙永高速、杭瑞高速
等多条高速公路和多条国道、省道，因为道路
结冰实行交通管制， 多地公路交通拥堵或中
断，造成旅客滞留。自治州、邵阳、怀化、湘潭
等地旅客滞留较多。降雪还造成自治州、张家
界、怀化、益阳、邵阳等地山区部分农房倒塌
受损，当地政府已将人员转移安置。沅江市草
尾镇蔬菜大棚、胭脂湖街道养猪场受损，无人
员受伤。经济作物受灾较重，自治州、怀化、张
家界、岳阳、邵阳、益阳部分地区大棚蔬菜、柑
橘、油菜、茶叶、金银花等经济作物受灾减产。
全省有76个县市区电线结冰， 华容县东山镇

部分地区电力中断。
省委、 省政府对当前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十分重视，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当前
雨雪冰冻灾害应对工作， 要求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明确责任，加强联动，切实做好各项应
对工作。全省各部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全
力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处置相关工作，
全力确保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据统计，
1月25日以来，市州、县市区民政部门已向
受灾群众发放棉被、大衣、帐篷等各类救灾
物资2.8万件（床、套）。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已造成10市州46万人受灾

沈德良

“被窝之外都是远方 ，上趟厕所都是
出差”，雨雪交加，天寒地冻，大门不出是最
温暖的方式。然而，总有人在迎风冒雪，奋
战抗冰抢险一线 ，力保城市 、乡村正常运
转 。他们与雪景 “同框 ”，是一道最美的风
景。

雨雪冰冻天气来临之前 ， 很多人担
心 ，10年前那场冰冻灾害会不会再度上
演。从25日算起 ，已过去了4天 ，虽然这场
入冬以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雨雪
冰冻天气，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压
力 ，但情况整体可控 ，各地交警 、供电 、供
水、通信、环卫、农商等部门，千方百计保障
群众生活，稳定市场供应。应该说，最困难
的时候已经扛过去了。

“瑞雪兆丰年 ，思危难入眠 。”雨雪
冰冻天气是一场大考 ，它考验着城市的
应急防范机制 ，检验着干部工作作风的
成色 ，更能让人们感受到各个层面涌动
的温情 。 无论是可亲可敬的基层劳动
者 ，还是可感可知的一线志愿者 ，因为

有了他们岗位上的坚守 、 风雪中的奉
献 ，城市有序运行才得以保障 ，平安畅
通出行才得以实现 。 在长沙 ， 城管 、环
卫 、交通 、市政 、街道社区等部门的干部
职工连日铲雪破冰 ， 力保城市道路畅
通 ；在常德 ，志愿者的 “红马甲 ”在白雪
映衬下更加鲜艳 ； 在吉首 ，200多名滞
留高速公路的旅客 ，被相关部门安排照
顾得妥妥帖帖 ；在衡阳 ，全市交警全员
上路指挥交通……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 正是因为有无数平凡人的
辛苦付出，大多数人才有机会享受恬淡精
美的雪景 ，才会有一路的平安畅通 ，才会
有每天的衣食无忧 。对于每一位 “负重前
行”的人，我们应当向他们说上一声谢谢，
表达一份敬意。

来自气象部门的信息，冰冻模式仍将
持续；冰雪还未消融，大家仍须努力。“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确
保生产生活安定有序 ， 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 这就是湖南面对雨雪冰冻天气挑战
要实现的目标。

风雪中，那些人是最美的风景
三湘时评

路滑人心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