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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宋铁山 夏艳辉

1月29日，上午8时，益阳市赫山区上城
世家小区。

市民周方离家开着车朝公司驶去。这
是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 冬日的暖阳透过
车窗，照在他的脸上，周方的心头泛起一丝
暖意：公路上的积雪已被铲运到路边，树叶
上的冰凌正在慢慢消融， 整个城市如同水
洗一般干净、 透亮。“过了一个冰天雪地的
周末，但这个城市温暖了我。”他说。

多部门如同仪器有条不紊地运转
1月26日，星期五。
晚上8时，周方走出办公室，昏暗的路

灯下，雪沫闪动，一辆黄色的撒盐车迎面驶
来。“这么晚还在工作。”周方闪了下车灯示
意， 他突然意识到这场前一天就开始降临
的雪，似乎还没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办公室
通信稳定、电压正常。

早在1月21日，益阳市委书记瞿海等领
导即对全市应对低温雨雪天气作出部署。
住建、城管、电信、公安、农业等各部门，如
同仪器彼此配合有条不紊地运转。

属于住建部门负责的撒盐车在25日晚
9时30分就已上路，在本轮降雪中，全市撒
铺工业盐100余吨， 通过对道路撒盐融冰，
工程铲车清障， 确保了市内52条主次干道
畅通。

周方回到家，坐在火炉旁翻微信，老家
桃江一条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4小时前，
桃江高寒山区主电网110千伏邱刘线高压
线路覆冰超警戒， 供电公司刚实施完融冰
工作，几名工作人员还一直守在寒风里。

周方关上了火炉， 他想给电路减少一
点负荷。3天后，他才知道，本轮风雪中，益
阳供电部门组织了90多支抢修小分队在旷
野山林中巡视、抢修线路，保障了全市的正
常用电。

本轮风雪并没有影响秩序
1月27日，上午9时。室外，雪还在下。想

到妻子的弟弟在赫山区种菜， 周方有点担
心， 给他打了个电话。“农业局早就派了专
家来给我们指导了。”妻弟告诉他，专家让
他们及时将可上市蔬菜进行采摘， 还做了
蔬菜大棚防寒的技术指导， 益阳市农业委

通过合作社、协会、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强
调科学防灾减灾措施， 仅赫山区农业局已
累计出动技术干部150人次， 现场指导达
2000次以上。

不方便出门，周方当天在家待到下午。
临近晚饭时，他出去转悠了一圈，家门口的
康复路上，铲雪车、运雪车缓缓穿过，街上
的行人、车辆渐渐增多，他觉得风雪变慢了
城市的节奏，却并没有影响秩序。

在本轮风雪中， 为保障市民的出行安
全， 益阳市、 区两级环卫部门共出动车辆
202台，铲装雪冰300余车，清理道路36条，
处置地面缺失井盖5处。市、区城管部门排
查了城区正在建设中的渣土工地、 户外广
告和便民疏导点上的安全隐患， 共出动应
急队员1302人次，工程铲车30台次。

这个城市让人觉得越来越温暖
即便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 周方也能

通过网络了解到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很多故
事，这让他觉得越来越温暖。

27日下午，赫山区龙岭工业园区7名拆
迁队员在沙河村山被困，龙岭派出所7名民
警，连续工作4小时，为他们挖出了一条生
命通道。

28日凌晨，桃江县一扶贫企业一栋630
多平方米的厂房被积雪压垮， 当地干部群

众以及数十名贫困户自发赶来帮助企业清
理厂房和被毁产品。

28日下午，一辆东莞开往常德的客
车途经银城大道衡龙桥路段时发生侧
移，附近20多名干群联手施救，50名
乘客无一受伤。

出行的安全，当然离不开
公安交警部门。 据了解，益
阳市公安交警部门出动
警力1600余人次， 警车
320余台次， 守护险要路
段125处，牵引、救助车辆
2400余台，受理处置交通
事故226起， 全市没有发
生大面积长时间交通拥
堵，没有发生亡人交通事
故。

周末快结束时，周方再次
出门，他拍了好些照片，有铲
雪的、 有交警执勤的……加上
新闻中风雪里的电力工作者，周
方整理了下，发了个朋友圈，照片
里配了一句话：飞雪迎春归，银城雪
中情。一个朋友留言很打动他：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都是他们在负重前行。

看到这句话， 周方放下手机， 拿起工
具，走上街，加入了街上除雪的大军。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周仁）连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 积雪和冰冻导致道路交通受
阻、房屋倒塌等灾害。省军区党委迅速部署雨
雪冰冻抢险救灾，启动应急预案，动员广大官
兵和民兵积极参与驻地铲雪除冰和相关救援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月28日，持续不断的雨雪导致长沙城
区部分路段通行受阻。下午3时，接到长沙
市芙蓉区韭菜园街道救援请求后， 省军区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召集直属单
位200余名官兵参与到迎宾路和八一路路

段的铲雪除冰行动。官兵们不顾严寒冰冻，
艰苦奋战近8个小时，对道路和人行通道的
积雪进行全面清除。 不少市民路过时纷纷
给官兵们点赞。

1月28日上午， 长沙警备区组织800余
名民兵开展铲冰除雪保交通行动。 芙蓉区
人武部负责人带领110余名民兵应急分队
人员，从凌晨5时开始清扫晚报大道、车站
北路机动车道的冰雪，连续奋战10小时，终
于基本清除这两条交通干道的积雪。

长沙县人武部紧急组织民兵应急分队
和山河智能民兵工程抢修分队约400余人，

出动车辆和工程机械装备约17台，
奔赴各个乡镇开展破冰除雪行动，
确保了县内各主干道路交通畅通。浏
阳市人武部迅速发动民兵350人，携
带器材，在309省道、张小公路、106省
道、312省道等路段， 除冰扫雪20余公
里。益阳市赫山区人武部及时启动应急
预案，人武部领导靠前指挥，身先士卒，带
领民兵应急分队完成车辆救援、道路扫障、
人员转移等任务20余起。自治州、怀化、永
州等多地也组织官兵和民兵应急分队参加
破冰除雪救灾行动。

“这个城市温暖了我”
1月29日，长沙市汽车西站，

旅客准备上车。当天，长沙市8个
长短途客运站恢复开班39条线
路、271个班次。受低温雨雪冰冻
天气影响，27日6时至29日15时，
长沙市8个车站停运1659条线
路、7072个班次。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1月29日， 长沙市岳麓区
溁湾镇航空母舰小区，工作人
员在楼顶抢修冻裂的水表。受
冰雪天气影响，该小区40多块
室外水表被冻裂，小区居民用
水受到影响，供水公司工作人
员迅速前往更换水表，恢复了
小区居民供水。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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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战雨雪冰冻 省军区在行动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柳青青） 省商务厅市场监测显示，目
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 总体保
持稳定。上周菜价有所上扬，但由于准备充
分，波动不算太大。成品油市场价格稳定，
库存可保证10至15天的供应。 随着天气好
转，未来市场供应情况将进一步好转。

今天 ，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
怀化蔬菜价格有所下跌。长沙市海吉星、红
星、大河西3家蔬菜批发市场交易量均有所
下降，价格有小幅波动。长沙黄兴海吉星国
际农产品物流园价格信息中心负责人潘彤

介绍，1月29日， 黄兴海吉星蔬菜日均交易
量为1080万公斤，均价为3.36元／公斤；交
易量环比昨日1210万公斤减少11%， 价格
环比昨日3.59元／公斤下跌6%。潘彤表示，
目前市场蔬菜量充裕， 由于湘西北等高速
公路受阻，流通效率低，出现一定程度的积
压， 导致整体菜价
下滑。随着天气
好转，这一情况

将得到改善。
湘潭等地也出现蔬菜交易量和菜价下

跌的情况。湘潭市商务局表示，交易量下跌
并非市场供应量不足， 而是由于在冰冻天
气之前，各小型经营户就做好了储备工作，
因此在冰冻天气时来市场进货减少。 今天
该市10种常用蔬菜批发均价为2.99元/公
斤，比前一日下跌3%。此外，步步高生鲜超
市、 绿丰农场直营店和莲城生鲜超市等推
出特价蔬菜， 价格最低的芽白销售价格仅
为每500克0.79元，有效保障了低收入消费
人群需要。

不过，衡阳、岳阳、益阳等地，因高速封
路影响蔬菜运输，蔬菜价格有所上涨。在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各农贸市场启动应
急储备、减免进场费等保供措施，市场供应
整体平稳，蔬菜、肉、蛋、禽等大都以本地供
应为主，商品价格稳中有涨。

为了高铁畅通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李莎

“导线覆冰13毫米， 绝缘子串冰凌
较长， 情况非常紧急！”1月28日凌晨1
时， 在新化县220千伏洋溪鹅鸭线119
号观测哨，娄底供电公司输电专业负责
人雷亮发出警报。220千伏洋溪鹅鸭线
是沪昆高铁娄底段专用供电线路，一旦
出现故障，将影响整条沪昆线春运的安
全。

连日来，娄底气温骤降，辖区内有
66条输配电线路不同程度覆冰。“确保
高铁供电安全稳定是公司春节保供电
工作的重点。”雷亮介绍，近两天，他拨
打、接听了不下100通电话，时刻关注
220千伏洋溪鹅鸭线覆冰情况。

27日晚，雨雪冰冻天气加剧，洋溪
鹅鸭线覆冰进一步加重。 当晚11时，高
铁一停运，雷亮立刻带领队友们上山前
往洋溪鹅鸭线观测哨确定覆冰厚度。

此时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山
上已成雪海，枯草、树枝被冻成“冰棍”，
冷风如刀割面，冰棱满地，所有人鞋底
都得绑上草绳，但仍不能避免连续摔跟
斗。

蹒跚前行中，每经过一个洋溪鹅鸭
线基站， 大家都认真进行监测， 到达
119号观测哨前，所有人的手都已冻成
紫色。

“现在还在下冻雨，线路覆冰厚度还
会增加，必须马上融冰。”雷亮率一行人马
不停蹄赶往洋溪鹅鸭线鹅塘变电站，启
动移动式直流融冰装置， 此时已是28日
凌晨3时。“移动式直流融冰是湖南电网在
2008年冰灾后确立的科技项目， 只需要
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施加于输电线路
上，导线就能发热达到融冰效果。”

1个小时后， 大大小小的冰块开始
从洋溪鹅鸭线导线上掉落，线路覆冰融
化明显。“天亮后，沪昆高铁娄底段可以
稳定运行 ， 保证旅客一路畅
通。”雷亮说。

天蒙蒙亮时，雷亮睡着了，
为了监测输配电线覆冰、 部署
融冰，他已经熬了几个通宵，实
在撑不住了。

14双“千里眼”
保公交畅行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对讲机、 电话响个不停；14台电脑，实
时监控57条公交线路1463台公交巴士的一
举一动……这里，是被称为公交运行的“大
脑”———湖南龙骧巴士智能公交调度系统
赤岗冲中心。

“1997号无需追加车次。”“前方路面有结
冰情况，请注意安全，保持正常车速行驶。”1
月29日下午，调度中心内，调度员兰萍朝通过
车载电话不时与前方驾驶员沟通。

在这间不足100平方米的调度中心，记者
听不到嘈杂的对话声， 也不见工作人员手忙
脚乱。14名调度员各自面对一台电脑大屏，运
筹帷幄，井然有序。

在调度员的电脑屏幕上， 每一台龙骧巴
士班线公交车的驾驶室、上车门、下车门、前
方道路……都一目了然。

“这14名调度员就是我们1463台龙骧巴
士车的14双‘千里眼’。”智能运营管控中心值
班主任尹学魁向记者解释， 调度员可对龙骧
巴士所辖线路的车辆以及运行道路情况进行
实时监控和调度。一旦遇上路面结冰、拥堵等
情况，调度中心可对车辆进行绕道、增开区间
线等情况实时调度。

为确保每趟巴士运行不受冰冻天气影
响，27日凌晨4时，赶在公交车运行前，公司
就派出人员对公交车运行路段进行提前探
路。然后将信息实时反馈到调度中心，中心
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对营运线路的车辆进行
调度。 所有线路发出的前3班车均安排驾驶
经验在3年以上、 在雨雪气候条件下有实际
操作经验的驾驶员上线营运，最大限度确保
行车安全。

27日8时10分左右，龙骧巴士公司接到长
沙市紧急通知，由于雨雪冰冻导致地铁1号线
部分路段停运， 公司立即启动轨道接驳应急
预案。仅用10分钟，公司就调度了3台145路、3
台105路共6台巴士车到达指定位置， 对因地
铁1号线故障滞留在省政府站、 桂花坪站、大
托站、 中信新城站和尚双塘站的市民进行紧
急疏散。

“得益于智能调度系统，今年冰冻天气以
来，57条龙骧巴士公交线路，没有一条停运。”
尹学魁介绍。

除冰雪 保畅通
1月29日，道县潇水二桥，道县交通、

公路、交警等部门通力合作铲冰除雪，确
保道路畅通。当天，该县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持续，造成路面、桥面结冰。

蒋克青 何红福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陈勇）今天
召开的全省抗冰救灾暨民政安全生产视频
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全力做好应对当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各项工作，确保受灾困难群众不挨饿、不受
冻，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会议指出，我省1月25日低温雨雪冰冻
灾害发生以来， 受灾市县民政部门紧急动
员部署，迅速开展行动，及时报送信息，累
计派出110多个工作组深入救灾一线，为抗

冰救灾赢得主动。 省民政厅及时下拨冬春
救灾资金3.88亿元，提前调运棉衣棉被5.55
万件，市县民政部门结合“寒冬送温暖”活
动，走访慰问受灾困难群众，第一时间送去
御寒物资，应对冰灾做到了组织领导、紧急
应对、灾民保障“三个到位”。

会议要求，下一步，要确保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对缺衣少被的困难群众，尤其是高
寒山区、交通不便地区的留守老人、留守儿
童，以及流浪乞讨人员、交通滞留人员等，
要加强巡逻排查， 及时保障， 确保不漏一

户、不漏一人。要加强对敬老院、福利院、养
老院、光荣院、军休所等民政服务重点机构
的安全保障，确保能源供应、饮食安全，重
点保障老弱病残供养服务对象温暖过冬。
要确保各项物资的保障， 各地要抓紧采购
储备御寒救灾衣被、食品药品等，第一时间
发放到位，让受灾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
衣穿、有被盖、有病能得到及时救治。要强
化对救灾救助工作的领导，把值班值守、预
报预警责任落实到位， 发挥信息报送和舆
论引导的作用，以强大正能量提振精气神。

省民政厅召开抗冰救灾视频会议要求

确保困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蔬菜供应充足 菜价波动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