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陈勇 通
讯员 胡炎鸣 周金红 盛保华）1月27日，面
对踏冰上门送衣被的涟源市民政局干部，
该市桥头河镇五保老人李民生激动地说：
“昨晚刚下雪结冰，你们就给我送来了棉被
等物资，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

这是娄底市民政部门积极应对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的一个缩影。 娄底市强化各项
举措，全力确保每一位困难群众有饭吃、有
防寒衣被、有病能及时医治、有地方居住。

娄底市民政局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
署，成立专门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做好
“两节” 和低温天气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启动应急响应，强化值班值守。全
市深入开展走访慰问、帮扶救助、送温暖等
活动，重点走访五保户、重症疾病家庭等。

该市民政局第一时间下拨冬春救助资金
2200万元，棉衣3700件、棉被8930床等。各
级民政部门加强救灾物资储备，目前，全市
库存棉被5190床、棉衣1540件，并与相关
超市签订了救灾物资供货协议， 确保救灾
物资能及时、充足供应。

加强街面流浪人员巡视， 确保应助尽
助。以车站街头、繁华路段、桥梁涵洞及城
乡接合部等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集中生
活和露宿区域为重点， 实行全天候全方位
拉网式救助，特别是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做
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目前，全市开展
街面主动救助30余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397人次，街面劝导救助13人次，购票返乡
69人，发放棉衣、棉被80余件，鞋袜120余
双，食品130余份。

娄底民政部门层层强化责任

确保困难群众救助一个不落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侯文艳 李果

1月26日以来，长沙迎来今年第一场雪。在长
沙火车南站，志愿者们奋战在抗冰雪一线，真情
服务旅客，温暖了旅客回家路。

1月27日上午9时30分，一名聋哑旅客向长
沙火车南站的志愿者求助， 希望可以提供接站
服务。接到求助，志愿者马上与这名旅客取得联
系。11时30分， 这名聋哑旅客乘坐高铁到达火
车南站。 志愿者接到她后， 第一时间联系其老
师。由于老师有事不能过来接，志愿者又热心帮
忙搜索路线，将她送上地铁离开。这名旅客离开
时，竖起大拇指对志愿者表示称赞。

27日下午4时40分左右， 一位老人来到长
沙火车南站星雨服务台寻求帮助。 细心的志愿
者发现老人脸色不对，连忙询问其是否不舒服。
原来，老人叫杨天福，是一位退伍老兵。这次他
去外地看望女儿，回来路上因为天太冷，全身发
寒发冷。志愿者马上插上电烤炉，让老人取暖，
帮他呼叫120急救车，并联系上他的亲人。

十几分钟后，救护车来了。志愿者立即协助
医务人员，扶着老人上救护车，去医院就诊。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刘元辉

“嘎吱，嘎吱……”1月28日傍晚时分，
单调的踏雪脚步声应和裹挟冰粒的寒风，
一天之内第三次在隆回县小沙江镇罗湾北
山上响起。 国网邵阳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
工作人员姜韬、贺慧敏、宁顺辉，正拿起测
距仪、风向风速表、望远镜，沿着山脊结着
厚冰的羊肠小道， 向110千伏六小线P183
号铁塔冰情监测哨攀行， 进行当天最后一
次测量并记录覆冰厚度等数据。

110千伏六小线是小沙江镇以及附近
6个乡镇唯一的110千伏电力通道，被称为
当地的电力生命线。

1月25日起， 邵阳地区部分高寒地区
出现的冰冻天气， 邵阳电网进入防冻融冰
警戒期。 姜韬等3人接到监测六小线P183
号铁塔冰情的任务。

该监测哨位于小沙江镇罗湾北山海拔
大约1200米左右的半山腰， 是有名的“风
口”，也是2008年初冰冻灾害的重灾区之一。

清早天刚蒙蒙亮，姜韬、贺慧敏、宁顺
辉便背着仪器出发了。“山道结冰严重，不
能行车，必须步行。”姜韬告诉记者。

山道狭窄，脚下溜滑，一旁是深不可测
的悬崖，不时还要穿越裹着冰晶的松树林、
灌木丛，呼啸的山风刮得耳朵生疼。

随着海拔升高，呼吸越来越困难。姜韬
停下想好好吸口气，不想被呼啸的强风刮了
个趔趄向后摔去，宁顺辉赶忙一把拉住……

经过两个多小时艰难跋涉， 终于到达
目的地。挂在P183号铁塔上的温度计指针
指向了零下9摄氏度。

休息几分钟后，姜韬、贺慧敏、宁顺
辉开始记录风向、风力、温度、湿度等数
据，仔细测量模拟线路上的覆冰厚度。

将实时数据汇报给市局调度中心，
为防冻融冰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后，3人的
衣服和安全帽上已经覆盖了一层冰。

“在防冻融冰警戒期，必须保证早、中、
晚监测3次冰情。”贺慧敏介绍，他们只能清
早上山、傍晚下山，带点干粮解决中餐。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1月29日 星期一
要闻 09

周勇军 肖洋桂 鲁融冰 杨滨瑞 姜鸿丽

1月28日上午，在常德市城区，一群群头
戴小红帽、 身着“常德市志愿者”“田工志愿
者”红马甲的机关干部、社区群众和学校师生
等，挥舞着铁锹、扫帚等，扫除公共场所、交通
要道的冰雪。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这些志
愿者奋力扫雪除冰的场面， 构成了一道壮观
的风景。

一大早，记者来到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只见200多名医护人员在院领导带领下，正
在清除通往门诊、住院大楼道路上的冰雪，堆
积在路旁的冰雪有1米多高。一位姓李的娭毑
在女儿搀扶下，正在院子里散步。见到记者，
她说：“这几天我待在住院部，想出来透口气，
但儿女怕我滑倒，不让出门。现在好了，雪扫
了，冰也除了，可以放心出来走一走了，真是
辛苦了这些医护人员。”

接着，记者穿行在沅安、青年、建设路与
武陵、洞庭、柳叶大道。记者看到，每隔一两百
米，就有上百名志愿者在扫雪除冰。插在雪堆
上的志愿者队旗迎风招展，格外鲜艳。

武陵大道是武陵阁通往火车站的一条主
干道，全长5.2公里。这条道上车多人多。为确
保道路畅通，记者看到，沿途除有5台大型铲
车在铲除冰雪外，两旁辅道上有8000多名志
愿者在忙着铲除路面上的冰雪。 在武陵大道
中段， 常德市教育局局长唐汇诰与100多名
机关干部铲雪的铲雪、推车的推车，忙得不亦
乐乎。由于冰冻时间长，铁锹铲不动，他们就
用铁镐挖。有些人没有带防护手套，双手冻得
红肿，有的人手掌还被铁镐震得裂开了口子，
渗出了鲜血。

洞庭大道与武陵大道交汇处，是个风口。
常德市常蒿路小学20多名教师顶着刺骨的
寒风，干得热火朝天。一位长相秀气、带着眼
镜的女老师告诉记者：“学校已放假， 按理说

我们可以在
家休息 ，但
看到冰雪里人们出行不
便，我们通过微信联系，有20多名老师带上
工具， 自发来到这里铲冰雪。 虽然干得很辛
苦，但看到车辆畅通、市民安全，大家感到很
开心。”

在丹阳路和洞庭大道交汇处， 冰雪已铲
除，黑色的柏油路面露了出来。200多名穿着
“红马甲”、 在此付出艰辛劳动的志愿者正擦
去额头上的汗水、裤腿上的雪水，望着一群群
走过斑马线的市民，脸上露出了笑容。

正在建设路除冰的共青团常德市委宣传
部部长王钟可见到记者，连忙停下手上的活，兴
奋地说：“常德城区出现低温冰雪后， 常德市志
愿者和田工志愿者就开展了送温暖活动。今天
是星期天，有3万多名志愿者身着‘红马甲’，自
发扫雪除冰。 从目前进展情况看， 到下午6时
前，常德城区主要道路和所有公共场所的冰雪，
都将清除完毕。道路畅通、市民出行安全，就是
广大志愿者最大的快乐。”

满城尽是“红马甲”
———常德城区3万多名志愿者扫雪除冰保出行

� � � �冰雪封路，怀化市境内大量车辆、人员滞留，该市紧急动员、全力救助———

冰雪中彰显怀化“温度”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龙丽芳

雪花飞舞，冰封大地，突如其来的冰雪灾
害令五溪大地警报频频响起。

“包茂高速怀化段出现拥堵，车辆自中方
县竹田到麻阳石羊哨绵延近100
公里， 许多司机和乘客被困在路
上。”1月26日下午，高速交警向怀
化市委、市政府报告。

灾情就是命令！ 正在长
沙出席省两会的怀化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分别
打来电话，要求怀化

各级各有关部门

全力以赴做好救援工作， 不让一个滞留旅客
挨饿受冻，确保让他们安全回家。

怀化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张扬平与副
市长胡长春、 邓小建带领相关部门人员赶赴
一线，安排部署滞留旅客疏散安置工作。全市
上下迅速行动，调配人员、调集物资，一场关
爱滞留旅客的战斗打响。

当晚7时，怀化市政府召集市直相关部门
负责人， 召开交通运输保安全保畅通紧急会
议，要求包茂高速公路拥堵路段所经中方县、
鹤城区、 麻阳苗族自治县以及沿途各乡镇政
府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拥堵路段司机、乘客吃
上饭、喝上水。高速交警、市应急办、市交通运
输局、市交警支队、市民政局、市商务局紧急
开展工作， 全力为堵在路上的司乘人员提供
物资及必要协助。

26日晚， 怀西高速路口滞留300多
辆车、数千名司乘人员。鹤城区常务副区
长张强、 副区长杨荣山带领区民政、交
通、运管、卫计、公路、交警等部门人员及
沿线乡镇村组干部群众共300多人，展
开救援行动。凉亭坳、黄金坳等相关乡镇
（街道）主要领导带队，组织力量为辖区
内滞留人员送物资。

“我们安排了转运人员的大巴车，联
系高铁站、火车站；想转乘的，把他们送
到火车站；生病要治疗的，把他们送到医
院；想住宾馆的，把他们送到市区，人员

都及时得到疏散安置。” 杨荣山在现场对记者
说。

“对我们外地人这么关心， 怀化人民太好
了！”27日晚11时40分许，在高速路上被堵的山
西临汾籍司机王喜生和同伴驾驶满载苹果的
大货车，刚从怀西路口下来，就被告知可以去领
吃的。他们拿了方便面、矿泉水等，连声向工作
人员道谢。

“感谢当地政府！”重庆潼南籍滞留乘客杨
君被安排到怀化凯琦酒店免费入住。 杨君与5
名同伴25日从广东汕头乘坐大巴返乡过年，26
日凌晨在怀化滞留。原打算在车上熬几天，等通
车了再走。又冷又饿时，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送来
了面包、方便面和开水。

急难时刻，无数市民自发赶来献爱心。志愿
者为滞留人员送去方便面、开水；多台滴滴车免
费接送被困人员转移；公路沿途村干部带领村
民为滞留人员送物资……

“师傅，喝口热茶吧。”记者看到，一位老人
在为司机倒开水。她告诉记者，她住在附近。“人
在外面难免碰到困难，其他忙帮不上，我就烧点
开水给人家吧！”老人说。

28日凌晨，怀化市委主要负责人还在调度
转移工作，再三叮嘱正在现场指挥的怀化市副
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胡长春，要想方设法、克服
困难，安全组织被困人员转移。

至28日凌晨，怀化市各县市区已就近安置
过境滞留人员533人。

湖南日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朵玉娇 贾绍安

1月28日12时8分许， 记者驱车来到209国
道矮寨坡脚，看到一块提醒上山司机注意安全
的路牌。在此执勤的吉首市交警，正忙着指挥
过往车辆。

车子到达有名的“8字路”时，记者看到路
面积雪已全部被铲除，还有一位穿着“吉首市
公路局”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值守。

车子继续向上行驶，来到“立交桥”处，吉首
市公路局5名工作人员正在奋力铲除积雪。从
坡脚到花垣十几公里路，该局50多名工作人员
从早上7时起就开始了清扫。

到达坡头处，几位志愿者正在为辛苦铲雪
的工作人员煮饭。此时，一位经过这里、穿着绿
色马甲的交警告诉记者，更多的警力布置在高
速公路矮寨收费站路段。

记者赶到高速公路矮寨收费站路段时，自
治州委常委、吉首市委书记刘珍瑜正在慰问滞
留的司乘人员。 滞留在高速公路上的107名长
途客车乘客，被统一安排到火车站附近的高原
红大酒店休息。对急于返乡的滞留乘客，帮助
联系购买火车票。

在矮寨收费站外， 停留了很多大货车，挂
着河南、江西等外省市牌照。在收费处不远的
地方，矮寨镇、幸福村的干部和党员志愿者50
多人，忙着清扫积雪。

听着汽车防滑链碾压路上冰雪发出的咯
吱咯吱声， 看着眼前银装素裹的美丽景色，记
者一点也不觉得冷了。

自治州交警支队支队长田凯频介绍，此次冰
雪灾害来袭，全州交警部门为确保交通大动脉安
全通行，已累计出动警力800余人次、警车160台

次，巡查冰冻路段1000余公里，参加撒盐除
冰作业98场次、铲冰除雪作业150公里，

疏导过往车辆1500余台次。

矮寨坡上铲冰忙

用爱驱走严寒
———长沙火车南站

志愿者温暖旅客回家路 守住“电力生命线”

① 1月28日凌晨1时许，
广州动车段长沙动车运用所
内，作业人员为动车组进行除
冰，确保安全运营。

傅聪 谭亮 摄影报道

③ 1月28日，嘉禾县行廊茶场，电力工
人在清除线路上的覆冰。当天，国网嘉禾县供
电公司职工全员出动，巡查抢修、处险保电，
共排除故障点110多个， 确保了全县群众正
常用电。 黄春涛 摄

② 1月28日，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路附
近，市民在用高压水枪除冰雪。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1月28日上午， 常德市洞庭大
道与武陵大道交会处，常蒿路小学
的教师在铲雪除冰。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1月28日，长沙市银盆岭大桥东，工作人员在对一处监控进行检修。为及时掌握
路面交通情况，长沙市交警部门组织人员对城区桥梁、主干道损坏的道路监控设备
进行检修，确保在冰冻雨雪天气能够快速应对突发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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