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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晚，长沙进入降雪最强时段。 当晚过后，
全城大街小巷、房顶角落全部覆上一层厚厚的“白纱”。

随着道路积雪明显增加，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率随
之走高。 28 日上午，在天心区新开铺路与南二环路口，
近 400 米长的交通护栏突然倒地，一时间，来往车辆行
人的安全受到不小影响。

得知情况后，天心区城管执法大队负责市政设施维
护的队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展开修复。随后，街道城管
办执法人员也闻讯而来，加入其中。

在百米长的护栏面前，几人之力略为捉襟见肘。 见
此情景， 路过的不少志愿者开始伸出援手。 慢慢地，30
余名市民志愿者自发加入到城管队伍，共同将倒地的护
栏成功修护复位，场面十分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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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旋

“今冬最强寒潮”“持续时间长”“速冻
模式开启” ……正当人们刚刚迈入 2018
年的大门， 一个有关寒冷的故事已经写下
开篇。

1 月 25 日，一场风雪悄然而至。 一夜
之间，长沙被冰雪覆盖，银装素裹，景色别

致，给市民带来惊喜和愉悦的同时，也为日
常生活出行带来不小麻烦。

突如其来的冰雪天气， 既考验一座城
市的功能设施，更考验城市的凝聚力。 连日
来，从主次干道，到背街小巷，长沙城管工
作者的身影随处可见。 他们不分昼夜地辛
苦付出，组成一个个顶风冒雪、除冰送暖的
镜头，为这个故事增添了温暖的色调。

1 月 25 日 20 时左右， 长沙的天空开始飘落雪
籽。 大约两个小时后，福元路大桥边的铁栏杆上已经
结上薄薄的一层冰，路面十分湿滑。

当晚， 福元路大桥受桥面结冰影响导致发生多
起刮擦事故， 长沙公安交警部门对大桥双向进行临
时管制后， 环卫车辆立即开始上桥开展除冰作业。
“傍晚起一直在忙，就没停过。 ”开福区环卫机械作业
队队长周平安坐在副驾驶上， 紧紧盯着大桥路面的
结冰状况。

周平安说，一接到指令，他马上和另外 4 名同事
从三汊矶大桥撤离，赶到福元路大桥支援。 一轮作业
结束后，为了尽快处理桥面的冰雪，周平安也拿起铁
锹、扫帚等工具，帮助环卫工人们一起除冰。

“刚刚不知道是谁没注意，有盐撒到了我头上。
今晚有得忙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但是有结冰我
们肯定要及时处理。 ”经过连续作业，环卫工人邓建
华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 当晚 22时 30分，天空中
仍然飘着冻雨，气温降到了零下 1℃。

1月 26日一大早，营盘路浏阳河大桥上，40 余名城
管执法人员、环卫工人和街道工作人员已经在此奋战多
时，全力清除桥面积冰和积雪。

现场，由于路面积雪较厚而上桥坡度较大，一些车
辆在行驶过程中出现车轮打滑现象，几辆小车卡在路中
间进退两难。 正在清扫路面的芙蓉区城管执法大队马王
堆中队队员和环卫工人见状赶紧放下手中工具，四五人
一组，用力将车辆向前推，而脱离“窘境”的司机们纷纷
摇下车窗向他们致谢。

“25 日晚桥面就出现结冰，当时环卫部门已经开始
采取措施。 ” 马王堆城管中队中队长章炜介绍，当天清
晨街道就组织人员支援桥面扫雪除冰，全力保障过桥交
通安全。据了解，当日 9时桥梁已基本恢复正常通行。截
至 11时，桥梁两侧非机动车道积雪也基本清除。

1 月 25 日晚， 长沙城管部门连夜召开抗冰除
雪紧急工作会议，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全员动
员，全面加强对城区主次干道、桥梁等关键区域巡
查，对已结冰积雪路面进行铲雪作业。

随后，长沙市城管系统每天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
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市、区城管各级领导和干部职
工全员停休、下沉一线、科学调度，5000 余人应急队
伍随时待命、随叫随到。 成立 6 个专门巡查组，每 2
小时对重要线路及桥梁隧道等进行重点巡查， 并通
过数字化城管采集信息，第一时间发现、交办、解决
问题。

1 月 27 日晚，长沙市副市长刘明理、长沙市城
管执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邓鹏宇等一行来到岳麓区
西二环龙王港桥处，考察铲雪除冰情况，慰问一线队
员。 当晚，桥面气温在零度以下，长沙市城管执法队
员从 7 点半起，一直冒着风雪坚持铲雪除冰。

截至 28 日 14 时，全市各级城管、环卫、市政部
门共出动人员 7.2 万余人次，车辆 2223 台次，对全市
所有主次干道桥梁匝道、隧道、重要广场积雪积冰进
行清扫、铺设防滑麻袋等。 同时，在城管部门的动员
下，各辖区单位、门店、志愿者投入扫雪除冰工作，城
区路面保持基本畅通。

目前， 湘中以北地区低温雨雪冰冻Ⅳ级应急响
应提升为Ⅲ级， 省内低温雨雪冰冻范围在进一步加
大，强度还将增强。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冰雪
对道路安全带来的不便和影响， 为长沙市民提供更
好的出行条件，保障长沙道路的整洁和畅通。 ”邓鹏
宇表示， 接下来， 全市各级城管部门将持续严阵以
待，加强调度指挥，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城
区路面畅通和市民出行安全。 （郑旋）

经过一夜飞雪，1月 26日早 8时，橘子洲大桥出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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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出动近
10 台环卫作业车辆进行除冰， 对于扫雪车辆无法清除
的顽固冰层，则靠人工方式用力铲除。

挥舞着铲子和扫帚，铲、扫、 推，一步一步向前推
进。 在扫雪铲冰的队伍中，岳麓区城管局局长周永坚持
带头在前，与一线城管队员共同奋战。

历时 4小时，扫雪除冰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时至
中午，参与抢险的人员放下手中铲子等工具，轮流拿起
盒饭，在人行道边简单扒上两口，又迅速投入到扫雪除
冰的“战斗”中。 直至 13时 30 分左右，橘子洲大桥路面
结冰险情基本排除，道路恢复畅通。

1月 26日 7时左右， 长沙汽车西站附近的道路
基本被积雪覆盖，湿滑难行。 路面上，行驶的车辆大
多速度缓慢。

在望城坡地铁站出口处， 来自岳麓区城管执法
大队、望城坡街道城管办和环卫所等 20 余名工作人
员，正冒着严寒手持铁锹、扫把等工具，将路面积雪
清扫成堆。

马路边， 虽然各种不同颜色的工作制服交错混
杂，但无一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铲雪景象。

“汽车西站是主次干道、环线、地铁集中交会的
位置，人流、车流量大，不及时铲雪除冰，将造成巨大
的安全隐患。 ”望城坡街道城管办主任雷胜军说，为
全力保证道路畅通、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在他们的号
召下，汽车西站附近的商家店铺、物业公司、学生志
愿者等也主动参与到扫雪除冰队伍中。

连日来，当人们还在熟睡的时候，长沙城管执法、环
卫、市政等城市管理战线的工作人员已经全员上路扫雪
除冰。

除了全员上路，马路上，各式各样的机械车也是忙
碌不停。 车辆缓缓前行，车前的铲斗将道路积雪推向路
边，一条干净车道就这样被迅速地开辟出来。

1月 28日清晨，在天心区芙蓉南路，长沙市城市管理
应急处置保障中心启动数台大型铲雪车，对路上积雪进行
机械化清除。 随着一阵阵轰鸣声不断响起，至上午 11�时
30�分左右，周边道路渐渐清扫完毕，路面底色完全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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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福元路大桥

镜头四：营盘路浏阳河大桥

镜头二：长沙汽车西站

镜头三：橘子洲大桥

镜头五：新开铺路与南二环路口

镜头六：芙蓉南路

长沙市城市管理应急处置保障中心启动数台大
型铲雪车， 对道路积雪采取机械化清除。 唐俊 摄

岳麓区“党员突击队”在橘子洲大桥扫雪除冰，午时，
不少城管队员简单吃上几口盒饭又匆匆投入“战斗”。

浏阳河大桥上，芙蓉区城管执法队员和环卫工人
齐心协力帮助打滑车辆上坡。

1 月 25 日晚，开福区福元路大桥，环卫工人在
寒风中向结冰的路面抛撒融雪剂。 唐俊 摄

望城坡地铁站出口处，城管执法人员、环卫工
人、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等合力清扫路边积雪。

面对持续雨雪冰冻
天气，长沙市城管执法人
员始终奋战在一线。

车站北路浏阳河大
桥，开福区城管执法人员
与环卫工人、市政工人联
手开辟“安全通道”。

范远志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市城管执法局提供）

雪地里， 长沙市城管执法支队设施大队队员与
交通设施维护工人共同维护交通设施良好秩序，保
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