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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胡剑锋

1月27日， 郴州迎来入冬以来
最寒冷的一天。当大家喜迎瑞雪时，
临武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罗
方仁因劳累过度，倒在了值班室再
没起来，年仅49岁。

1969年出生的罗方仁，1995年
参加公安工作，从警23年，多次被
评为优秀公务员， 先后记三等功2
次、获嘉奖1次。

倒在凌晨3时多
1月26日， 一股超强寒流侵袭

临武，气温从10摄氏度骤降到零下
2摄氏度。早上8时，罗方仁像

往常一样到派出所交接
班，开始值班备勤。罗

方仁所在的城关

派出所是临武接处警量最大的派
出所，从接班开始，他就像往常一样
忙个不停。

12时28分，群众反映临武县二
中有人打架， 罗方仁和同事立即赶
赴现场处置。

15时39分，临武县皇星酒店旁
城关小区一辆摩托车被盗， 罗方仁
和同事雷波赴现场调查。

20时57分，临武县景山中学路
口一女孩失踪， 罗方仁立即调取周
边视频进行寻找。

27日凌晨1时51分， 群众报警
称，有人醉酒不知道回家。罗方仁和
同事赶去，把醉酒者送到医院，并通
知其家属。

凌晨2时30分， 报警电话又一
次响起： 临武县大操坪电影院突发
火情。 此时气温已降至零下3摄氏
度，罗方仁二话没说，冒着冰冷的冻
雨， 和同事赶赴现场。 大火及时扑
灭，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罗方仁不知道， 这是他人生中
最后一次处警。

上午9时20分， 距离民警交接
班已过去1个多小时， 罗方仁却反

常地躺在值班室休息。同事走近发
现，他已脸色苍白。同事立即拨打
120，经初步诊断，认定罗方仁已在
凌晨3时多逝世。

“老黄牛”任劳任怨
“老罗是我们所里的老黄牛，

虽然年纪最大，但所里的事不分轻
重争着干，为人热情，任劳任怨。”
临武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刘
东提起罗方仁，眼里满是泪花。

在同事眼中，罗方仁这位老大哥
工作总是风风火火，从不推脱。在今
年公安机关部署开展集中打击整治
突出犯罪斗争中， 他主动要求参加，
和年轻民警一起冲锋陷阵。

2017年8月以来， 城关派出所
接到多起手机被盗案。办案民警通
过串并分析， 锁定嫌疑人刘某某。
为了将其抓获，罗方仁与同事多次
蹲守，不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每
次连续几小时，终于在2017年12月
16日成功将刘某某抓获。

进入雨雪冰冻天气， 所里值班
备勤任务更重了， 群众求援的电话
更多了。罗方仁对同事说，当前“集中
打击斗争”正在进行，你们在一线多
办案，多为群众挽回损失，我
在后方值好班、处好警，也是
对你们的一个支援吧！

于是，罗方仁守在值班
处警岗位，奉献了自己生命
的最后一刻。

铁汉也有柔情
“面对危急情况，他不顾个人

安危，总是冲在最前面。”城关派出
所副所长李志军这样评价罗方仁。

从警23年，罗方仁不止一次经
受生死考验，但他始终用行动践行
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013年8月13日凌晨5时许，临
武县东云路老汽车总站院内发生
一起杀人案。接到报警，罗方仁和
同事赶往现场。 为及时制服歹徒、
救治伤者， 他不顾一切冲过去，死
死抓住凶手的脖子，任其强力反抗
也不放手，最终将其制服。

面对歹徒的铁汉，也有柔情的
一面。2015年5月一天早上，临武县
解放南路一名包子店店主与一名
老人因100元钱发生争执， 罗方仁
带队处警，了解情况后，他自掏腰
包，给了老人100元，平息争执。

2017年7月， 临武县城某小区
门口有残疾人员用高音喇叭说唱
乞讨，影响附近居民休息。罗方仁
拿出200元给乞讨人员，劝其离去。

同事们说，罗方仁在生活中是
一个敦厚长者，乐于助人。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王文）
今天下午，长沙君悦香邸业主刘女士
将车停到了隔壁小区的地下车库，爱
车可以临时躲避风雪，这让她感到很
暖心。她说，这多亏了长沙市物业管
理办下发的一个“紧急通知”。

今天上午，长沙市物业管理办下
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市物业行业在低
温雨雪天气期间，维护好车辆停放服
务秩序。城市小区的地下车库，无论
车位是否已购买，原则上这段时间全
部开放，可适当收费。看到这则新闻

后，刘女士找到隔壁小区物业，经过
沟通，对方答应她可在小区地下车库
停车，每晚只要缴纳5元停车费。

至今天下午6时，长沙市城区已
有53个街道100多个物业小区，对
外开放停车位近5万个。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冯智强

1月28日中午1时，长沙市望城区
人民医院120急救站， 电话铃声急促
响起：“我这里是茶亭镇东城片区大
龙村，家里老人突然发病需要急救！”

救人如救火。放下电话，急救站
医师邓勇军、司机刘其刚立即赶往事
发地点。

马路被大雪覆盖，留下的车辙很
少，难以判断车道的边界。刘其刚凭
借多年的驾驶经验，在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尽量快速前行。

眼看离事发地仅3公里，这时，一
条又长又陡的下坡挡住去路。刘其刚
深知冰雪地上， 下坡容易上坡难，要
是回程时车爬不上来，耽误的可就是
一条生命！事不宜迟，邓、刘二人当即
决定下车，用担架徒步去接病人。

赶至老人家中， 邓勇军初步检
查， 发现老人极有可能是脑梗塞，若
不及时抢救将导致瘫痪，甚至有生命
危险。他和刘其刚马上与老人亲属一
起，将老人转移到担架上，用被子裹
紧防寒，手抬担架出门。风雪中，他们
踉踉跄跄跑了3公里， 将老人转移到
救护车上，再一路奔波，把老人顺利
送到了医院。

邓勇军介绍，自出现冰雪天气以
来， 望城区人民医院急救站的医师、
司机24小时待命。25日至28日4天，
已在风雪中紧急出动110多次。

他用生命温暖寒夜
———追记临武县民警罗方仁

通讯员 舒晓东 王锟波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丁零零、丁零零……”1月27日
凌晨3时35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
破了溆浦县北斗溪镇卫生院的宁静。

此刻的电话，引起了该院院长舒
易德的高度警觉。原来家住北斗溪镇
黄龙村的34岁高龄产妇杨亦妙，怀
孕9个月便已有临盆生产前兆。

杨亦妙本来打算去县城医院住
院待产，因近段时间低温雨雪天气，
道路结冰，就推迟了些时间，想不到
现在要提前临产了。

此时陪伴她的只有丈夫阳勇，
两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赶
紧打来电话求救。 但镇卫生院面临
着难题：一是该院没有助产资质，还
不能提供接生服务； 二是此时道路
已经结冰， 无法将产妇及时送往县
城医院分娩。

人命关天。 镇卫生院立刻向县

卫生计生局及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
服务中心汇报，该中心启动预案，调
度力量。

舒易德一边叫醒工作人员前往
黄龙村将产妇接到院里， 并准备临
时产房； 一边迅速联系邻近的具有
助产资质的葛竹坪镇卫生院， 请求
该院火速安排妇产科医生前来助
产。 葛竹坪镇卫生院院长唐强立即
安排妇产科医生贺小英和护士长杨
艳群前往北斗溪镇卫生院。

寒风凛冽，道路结冰，两位医务
人员冒着风雪， 登上加装了防护链
的小车，急速前往北斗溪镇卫生院。
凌晨5时25分， 载着医务人员和药
品、 器械的小车赶到北斗溪镇卫生
院。

此时产妇的宫口已开全， 胎儿
即将娩出，医务人员立刻投入工作。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的忙碌，5时50
分，随着“哇”的一声啼哭，一个白胖
胖的可爱小男婴顺利降生。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毛文建 欧元玉兵

“这些白菜要放整齐一些，装得
更多”“来一个人， 帮忙把筐子抬到
车上去”……

雨雪来袭， 气温急剧下降。1月
26日， 在辰溪县潭湾镇石牌村大棚
蔬菜基地里， 很多人在忙着采摘蔬

菜。原来，该村发挥近郊“菜园子”优
势， 及时组织菜农采摘大白菜等蔬
菜，直接送往县城超市，保障城区蔬
菜供应。

在种植大户唐洪林的菜地里，
数名菜农在采摘白菜。除去烂菜叶，

砍掉根部泥土， 一颗颗白白嫩嫩的
大白菜放进了筐中， 再由菜农抬到
皮卡车上。

“下雪了， 怕县城蔬菜供应不
上，我们就组织菜农采摘一些，送到
超市去。”唐洪林介绍，他的大棚种
了白菜、辣椒、莴苣等，共有500亩，
这两天已运送2500多公斤蔬菜到
县城超市。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许晓

“丁零零……”1月28日，长沙黄
花国际机场96777客服中心， 急促
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12时47分，客服代表朱玉红接
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旅客吴女士
十分焦急。“来机场的路很不好走，
航班快赶不上了！”

此前， 吴女士为自己的两个孩
子申请了飞重庆航班的无人陪伴儿
童服务。 她和丈夫谭先生正开车带
着孩子往机场赶。

按计划，航班将于14时11分起
飞。由于路况不好，吴女士估摸自己
至少还要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很有
可能赶不上航班。

“无陪服务需要提前3天申请，
如果这个航班赶不上， 要耽误行程
了！”吴女士一筹莫展。

“别挂电话，我们马上想办法！”
12时50分，朱玉红赶紧向值班分队
长吴滔和值班经理谭晓红报告。

简单商议之后， 她们决定兵分
三路，力争帮旅客赶上航班。谭晓红
联系值机室，帮助旅客出登机牌；吴
滔带领组员李雯雯赶赴候机楼，一
人到柜台帮旅客提前填写无陪服务
申请单，一人在门口等待旅客；朱玉
红负责与旅客电话沟通信息。

13时20分，谭先生开车安全到
达约定好的出发层3号门。

李雯雯接过两个小朋友的行
李，带领他们一路小跑到特服柜台。
这时，吴滔已经填好申请单，并拿到
了登机牌。在核对好信息之后，无陪
服务工作人员赶紧带着两个小朋友
跑向安检口。

14时11分，HU7409航班掠过
冰雪，准时起飞。一场与冰雪竞速的

接力赛悄然落下了帷幕。
连日来，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

各部门争分夺秒， 全员出动扫冰除
雪，保障航班运营，服务旅客出行，全
省没有出现大面积旅客滞留现象。

1月28日，27辆大巴车上的约1200余名外
地群众滞留在怀邵（怀化至邵阳）高速公路安江
出口， 洪江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为他们免费发放
饼干、方便面和饮用水等食品。

杨锡建 聂永佳 摄影报道

1月28日，吉茶高速公路花垣
县边城镇它沙村路段， 滞留在此
的乘客从花垣县民政局工作人员
手上接过馒头、饼干等食品。

龙艾青 吴红艳 摄影报道

1月28日13时，
长沙市潇湘中路，突
击队队员在清扫路
面积雪。当天，中铁
城建集团组织200
余人的突击队开展
“扫雪除冰”工作。

王登学 摄

滑雪乐
1月27日，常德市武陵阁，市民带着孩子

滑雪，其乐融融。近几天，受连日来寒潮影响，
我省出现大范围雨雪冰冻天气。 刘颂 摄

丁零零！与冰雪竞速

长沙百余小区对外开放近5万停车位

“农超对接”供蔬菜

风雪夜接生白胖子

抬担架疾行冰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