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张驰）“咱老百姓有你这样的好警察
真高兴，虽然外面天寒地冻，但我们内心
是温暖的。”昨天，湘潭市民胡美富的家属
来到湘潭市第三人民医院探望因救人而
负伤的民警潘朝阳时，激动地说。

1月26日晚7时30分许， 湘潭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岳塘大队板塘铺警务站接到
122指挥中心指令称， 在岳塘区四大桥中
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潘朝阳带领协
警戴志勇迅速出警。“由于路面结冰，在处
理这起交通事故时， 又接连发生了3起事
故。”潘朝阳告诉记者，正当他处理第4起
事故时，发现一辆微型面包车异常行驶过
来，由于制动打滑，车辆失去控制，向路旁
一位老人冲去。千钧一发之际，潘朝阳不
顾自身安危，迅速冲上去推开老人，而自
己却被失控的面包车撞到，倒在地上。

救治潘朝阳的护士说，被抬上救护车
送往医院时， 潘朝阳还担心老人的安危。
得知老人无大碍后， 他长舒了一口气。目
前，潘朝阳伤势稳定，交通事故
原因及责任正在调查中。

湘潭交警潘朝阳
勇救老人被撞伤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
讯员 孔奕 刘彬）28日凌晨2时许， 浏阳市永
安镇一辆小车失控冲入路边水塘， 车辆很快
被淹没，车上两人只有一人游上岸，另一人命
悬一线。接到报警后，浏阳市公安局永安派出
所民警陈桢和辅警温智斌赶往现场救援，温
智斌跳入齐脖深的冰水中， 成功将驾驶员救
上岸。

1月25日以来， 长沙出现持续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及时启动冰雪
恶劣天气交通应急处置预案，全警上路，做好
冰雪天气道路安全管理、 社会治安管控和服
务群众等工作。据统计，至1月28日，全市公

安机关共投入警力1.4万人次， 处置
各类涉低温雨雪警情3000余起，帮助群
众2000余人次。

长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低
温冰雪天气期间，长沙公安交警部门
充分利用交通大数据，强化预警研
判调度，及时快速处置；各区
县市分局和特巡警、公交治
安、消防等警种，上街面、下
社区、进场所，全面加强社
区、单位、商场、市场的安全防控，及时排查整
治各类安全隐患，严防取暖造成煤气中毒、火
灾等安全事故发生。

长沙公安冰雪中
为群众排忧解难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屈艳

“天气这么冷，这里四处透风，住不得。请
你去救助站吧，那里有吃有住，先熬过这么冷
的天。”1月28日12时， 岳阳市民政局局长任
焱辉找到蜷缩在南湖新区求索街道天灯社区
一间破房子里的湖北孝感青年李某， 动员他
转移，并赠以新大衣。

李某被感动了。 随同救助的岳阳市救助
管理站站长彭岳蓉告诉记者，近3天来，该局
（站）已出动干部120人次，搜索救助流浪乞
讨或外地落难者107人次。

战斗是1月26日早间打响的。 朔风夹杂
着雨滴、雪粒降临岳阳，地面很快结冰。“请立
即通知机关干部和救助站，除留守值班者外，
全部下街道、社区，开展抗灾救困行动。”当日
9时，任焱辉向局办公室下达指令。救助管理
站通过当地媒体，再次公布救助电话，并派人
24小时值守；同时将工
作人员分成4个救助小
组，每天对车站、广场、
桥洞、涵洞、烂尾楼等
重点地带实行24小时

轮流巡查，寻找、劝导流浪人员到救助站接受
救助。

当日10时许，岳阳经开区金凤桥传来求
助信息。 任焱辉和局机关党委书记李晔等来
到金凤桥一间四面透风的房子时， 江苏灌南
县青年郑某冻得瑟瑟发抖。“本想骑摩托车去
重庆，不料到岳阳时车坏了，又没钱修。”郑某
说。任焱辉交代彭岳蓉：“请安排好他的生活，
修好他的摩托。”

“这里有一个河南流浪老人住在工棚里，
这么冷的天， 怕出事哦。”27日14时10分，救
助站接到市民电话报告。 彭岳蓉立即带领干
部马刚、 李古月， 赶往岳阳楼区梅溪乡延寿
村。在村干部李志军、邓立新引导下，来到一
个预制件厂边的破棚子里， 找到了流浪的老
汉。“老人家，这里太冷了。我们送您去救助站
吧！” 彭岳蓉从救助车上拿来棉鞋给老人穿
上，扶他上了车。

28日10时35分，岳阳市救助管理站接到
电话：“求索街道天灯社区有个流浪者。”工作
人员立刻赶往现场，找到流浪者，将他接回市

民政局机关食堂共进午餐。
风雪3日，连续奋战。3天来，该局

已投入资金30余万元，全力帮助落难
者。任焱辉对记者说：“天气越是恶
劣，我们越不能休息，但愿街头不
再有流浪者！”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兰 陈佳冰）1月28日晚，南岳衡
山景区内一名游客深山迷路被困求救，当
时山中气温零下9摄氏度。 南岳半山亭派
出所民警冒着寒风连夜搜救， 经历4个小
时终于成功解救游客。

28日19时许，南岳半山亭派出所接到
一名男性游客求助电话，称自己在南岳衡
山的深山中迷路，请求民警救援。当时，景
区内所有道路都已结冰，在这样恶劣的天
气迷路非常危险。

该所立即安排警力与迷路游客取
得联系，并通过微信定位确定其所在位
置， 该名游客距离派出所7公里左右。3
名民警迅速带着手电筒、草鞋、干粮、水
等救助物品，冒着大雪徒步前往深山中
搜救。

因道路结冰，前进变得异常艰难。民警
每往前一步都可能脚底打滑掉下悬崖，或
存在被锋利的冰凌划伤、 被树上积冰砸伤
等危险。

经过4个多小时的跋涉，23时许， 民警
终于在广济寺上方的深山角落发现了迷路
的游客。 当时， 游客已被冻得仿佛一尊雪
雕，蜷缩在挂满冰凌的老树旁。

民警立即上前将自己手上的手套脱下
递给他，让他戴上保暖，并递上保温水壶。
随后，民警带其一起安全返回。

经了解，27岁的游客唐某一人来南岳
景区赏雪，下山时不顾当地居民劝阻，执意
要走小路从广济寺方向下山， 迷路在深山
后报警求助。当看到民警一身冰雪赶来时，
唐某已冷得说不出话， 只能紧紧握着民警
的双手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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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凌晨5时多，郴州市城区经一夜
雨雪后，仿佛被“冻住”。而该市应急办却仍旧
灯火通明， 经过一番紧张有序调度， 来自苏
仙、永兴、宜章的3支民兵应急分队近100人、
19台车组成第二批抗冰突击队，紧急增援正
在京港澳高速良田段抗冰除雪的第一批抗冰
突击队。

京港澳高速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大
动脉”。1月25日起，郴州便“笼罩”在了持续低
温雨雪天气之中，1月28日下午2时许又迎来
大雪， 导致地处峡谷风口处的京港澳高速良
田段20多公里路面严重结冰，许多货车一遇
爬坡路段， 便打滑无法前行。1月28日晚8时
开始， 南下北上方向均出现车行缓慢甚至拥
堵现象。

10年前的2008年1月， 一场特大冰冻雨
雪灾害袭击郴州，当时高速公路的“堵点”就
在良田。10年后又逢冰冻雨雪天气， 决不能
让灾害重现！

“路情就是命令！我们立即将这一情况向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和郴州市应急办
报告。”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
处工会主席陈小平介绍，接到情况报告后，郴
州市应急管理办公室立即启动了高速公路冰
冻雨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 并第一时间组织
协调驻地部队、省高警局郴州支队、省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处等相关部门，
动员440多人分区域抗冰除雪， 确保道路畅
通。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处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组织240多名机
关及一线养护工人、3台撒盐车、1台平地机
（铲雪车），与第一批抗冰突击队员们一道，奋
力除冰。零下3摄氏度的雪夜，寒气逼人，现场
抗冰人员或撒盐融雪，或挥锹铲雪，个个奋勇
争先。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郴州管理处
养护工程科科长黄达从26日应对雨雪天气以
来，还没在床上睡过一个觉，困时要么睡车上，
要么睡办公室。身材瘦小的他，两眼布满血丝，
他在现场一边打电话调度100多名养护工人适
时增援坡陡路段的除冰， 一边指挥撒盐车、平
地机、除冰车等作业，喉咙变得嘶哑。

寒夜中，每一个除冰的身影都令人敬佩！
雨雪未停，除冰不止。29日凌晨，根据不

断加重的冰冻情况， 郴州市应急办除在第一
时间增派力量、加大抗冰除雪力度外，再次召
开相关调度会，全力抢通“大动脉”。 同时，进
一步调度食品、水、防寒保暖物资等，源源不
断送到拥堵点滞留司乘人员手中。

经过14个小时的奋战，到29
日上午10时，京港澳高速郴
州良田段由南往北已恢复缓
慢通行。 他们又立马将除冰

队伍调集到由北往南方向，全力攻坚。
“由北往南方向货车多，行驶缓慢，一些司

机遇到下坡路段就不敢走了， 导致先后出现3
个堵点；截至29日下午1时，已有2个堵点被打
通，还有1个堵点正在除冰中。”郴州市副市长
李五一在高速公路现场督战时告诉记者，因气
温太低，有的路段铲去冰雪后因车辆跟进不及
时，一会儿又凝固成冰了；有的路段老堵点消
灭了，新堵点又发生了。但不管怎样变化，“冰
雪天气不停，抗冰工作不止”，全力畅通“大动
脉”。

到下午4时16分，由北往南，京港澳高速郴
州良田段一辆辆滞留的汽车， 纷纷发动起来，
车流开始慢慢移动。至此，该段高速终于同时
双向“动”
起来了。

抢通“大动脉”
———郴州打响京港澳高速良田段除冰畅路保卫战

南岳:冰雪夜救助迷路游客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彭桐兵）1月24日以来， 双牌
县崇山峻岭间多处道路出现冰冻， 双牌县
公路局30名党员组成的抗冰“党员先锋
队”深入国道207线、省道230线、343线的
天子山大桥、马脊坳大桥等，除冰融雪。

“哪里有冰雪险情，哪里就有共产党员
的身影！”连日来，永州各级各部门党员干
部组成300多支党员抗冰先锋队， 主动奔
赴冰冻险情最严重的一线， 开展除冰融雪
等抢险，全力保水、电、路、讯畅通。1月28
日， 零陵区大庆坪乡的供电线路受冰雪影
响，供电中断。该区供电公司、党员抢险队
带领70多人，立即深入高山排查、抢险，迅
速恢复供电。 宁远县救助站党员巡查小分
队的成员，放弃休息时间，24小时上街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先后救助12人。

到目前，永州市各级抗冰“党员先锋队”
成功处置险情1000余起， 救助600多人，成
为永州大地抗冰雪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通讯员 李文婧
记者 李治） 面对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长
沙县到处都是迎战雨雪冰冻天气的志愿
者。至今天下午，全县共组织了300多场志
愿服务活动，超过5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扫雪
除冰、送温暖、帮助困难家庭的一线，服务
群众20余万人次，为困难百姓“雪中送炭”
送去御寒物资150余万元。

连日来的雨雪冰冻天气让长沙县的部
分道路冰雪有几厘米厚，50余家县直部门
出动1200余名干部职工，带着铲子等除雪
设备走上街头，大家齐出力，铲除路面积雪
和冰冻，并疏导车辆，帮扶行人，消除安全
隐患。而在各乡镇（街道），工作人员纷纷
“撸起袖子加油干”，上路、下村、入户铲雪
除冰。

在北山镇蒿塘南路陡坡处， 一辆小车

不慎熄火，车辆往后退，情况十分危急。正
在一旁清扫的北山镇机关干部志愿者们丢
掉铁铲，合力将小车托住，配合司机从后推
动车体，使小车脱险。

在高桥镇金桥村， 支部书记史勇维牵
头，带着村支两委班子成员进行了村级主干
道积雪的除冰与倾倒树木的清理工作。果园
镇党员干部和一些志愿者今天自发组建铲
雪除冰队伍。一个“大家伙”在队伍中格外显
眼。原来，该镇杨泗庙社区搞工程的老板谭
检松自发调动自家铲车过来铲雪了。

“今早起来打开门一看，发现门前路
面都被冰冻住了， 看着大伙通行不便，就
想到院子里的铲车。”谭检松告诉记者，他
从上午9时一直铲到下午3时，除了中午匆
匆扒了几口饭，期间他一直开着铲车铲冰
除雪。

长沙县5万多名志愿者扫雪除冰

巴陵大爱温暖流浪者

1月29日，
江永县公路、运管等

单位的100多名党员干
部积极投身抗冰雪一线，
在松柏高速路口除冰
保畅通。

陈健林 摄

1月28日，
长沙市开福区中山

路附近，几名小朋友在
奋力铲除路面积雪。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1月29日，桂阳县
一群摄影爱好者通过航

拍器拍摄雪地创意图片。连
日来， 全省各级职能部门、志
愿者们的负重前行， 换来了广
大市民雨雪冰冻天气中的岁
月静好。

侯洞民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赤诚融冰
———追记南县辅警黄立新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胡建根 周静 张兴

连日雨雪，冰锁南县。全县道路不同程
度受阻， 交警全员上路保畅通。1月26日晚
9时许， 已在抗冰一线持续奋战40多个小
时的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辅警黄立新，在
同事极力劝说下，暂时回家休息。上车前，
他还嘱咐同事：“你扛不住了就给我打电
话，我来替你。”

然而，5个小时后，噩耗传来，51岁的黄
立新突发心肌梗塞， 没能抢救过来。 这一
次，这个言出必行的汉子食言了。

黄立新从事交通管理工作快 20年
了，县内大大小小的道路他了如指掌，人
称南县交通“活地图”。近年来，县里各种
大型交通安保活动， 多由黄立新担任牵
引车司机，从未出过错。大队教导员周科
这样评价他：“大事小事交给黄立新，从
没‘塌过场’。”

此轮抗雨雪保畅通期间， 黄立新一直

奔波在路上。1月26日， 路面被大量积雪覆
盖。一大早，黄立新就和同事们一起，对车
流量较大的道路进行巡查， 查看积雪覆盖
与通行情况， 同时检查各中队执勤人员在
岗在位情况， 并将信息及时反馈给大队指
挥中心。

当天下午， 大队三中队反映实行交通
管制的华阁镇至明山头镇河堤路段， 设置
的禁止通行的钢管铁架被当地人拆移，存
在极大安全隐患。 刚巡查回队的黄立新匆
忙扒了几口饭， 就和同事一起赶到管制地
段进行处置。晚上7时许，因路面开始结冰，
车辆出现打滑现象，黄立新再次冒着严寒，
开车与同事巡查城区街道路面及南茅线路
面积雪和通行情况。

当晚10时许，回家躺到床上的黄立新
大口喘着粗气， 妻子发现后立即将他送到
医院抢救。但到1月27日凌晨时分，黄立新
“手脚已经冰凉，喊他也不能回应了”。

据了解，黄立新年年被单位评为“优秀
辅警”“优秀安全员”。

永州“党员先锋队”
抗冰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