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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1月25日以来，低温雨雪冰冻天气侵袭五
溪大地。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之际，怀化市各
级党组织紧急动员，迎战雨雪冰冻。广大党员
干部把抗灾救灾作为最紧迫的任务， 战斗在
第一线、冲锋在最前面，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生产生活秩序正常。

送饭又送水，温暖外乡人
“政府为我们送饭送水，太感谢了。”1月

27日17时40分， 河北邯郸司机颜立杰吃着热
乎乎的饭菜， 向辰溪县田湾镇党委书记米庆
华道谢。

辰溪县内多条公路因冰冻无法通行。从
26日中午开始，来自河北、河南等地的20多辆
大货车、30多名司乘人员滞留在田湾镇杨梅
坳路段。

“财政所石如乾开车到县城买肉买菜，食
堂先烧些热水送来，保证外地司机喝上热水、
吃上热饭。”27日10时许， 米庆华与镇长刘芳
上路巡查，看到被困车辆，立即作出安排。值
班的10余名党员干部帮忙洗菜切菜。很快，热
腾腾的饭菜送到了被困司乘人员手上。

27日晚，被困杨梅坳的车辆绵延约2公里。
米庆华带领镇干部开着上了防滑链的车，逐一
将饭菜送给被困人员。

党员带头冲，保电保畅通
“竹子还压在电线上，再加把劲往下拉一

点。”1月27日14时，在麻阳大桥江乡石垅溪村
一片竹林里， 国网麻阳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
队长王文带着队员，把砍倒的竹子从电线杆上
拖走。

厚厚的冰雪使多根竹子倒压在电线上，
电线随时有断裂的可能。队员们挥起柴刀，对
倒压的竹子进行砍伐，一一拖至安全地段。

石垅溪村线路故障点清除后， 王文又带
队赶往大桥江乡洞塘溪村。 洞塘溪村输电线
因积雪和树木倒压断裂而无法供电。 抢修人
员清理好电线上的冰雪后， 小心翼翼爬上电
杆，将断裂的电线重新接起。

在怀化各地，每一处结冰严重的地方，都
活跃着党员干部忙碌的身影。

27日， 沅陵县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参加交
通保畅大行动。 陈家滩乡干部符绍阳是一个
55岁的老党员，这两天乡里封路，他带上年轻
干部，运盐、撒盐，融冰保路。县公路局10多名
职工由党员带头，组成铲冰除雪“尖刀班”，连
续3天守护出城道路。

扶危济困忙，冰雪阻不了
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村困

难户李开连家因冰冻封路没米

下锅。1月27日一大早，副乡长陈妍岚带领乡
干部、爱心企业代表，来到李开连家中走访
慰问。

陈妍岚等人为她送来了食用油、大米、衣
被和取暖器，还帮她打扫卫生。88岁的李开连
感动得流下热泪。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组织的温暖。
1月25日， 靖州人民医院党员义诊服务

队、 靖州义工联盟、 以岭药业负责人携带物
资，来到县藕团中心敬老院，为28位孤寡老人
义诊。

75岁的龙桢霞老人住进敬老院6年了。她
拉着义诊服务队队员的手说：“这么冷的天还
来看望我们，让我们感到很温暖。”

哪里群众有需要， 党员干部就出现在哪
里。

1月27日12时40分， 新晃扶罗镇政府接到
求助电话，竹树村孕妇杨丽霞一人在家，羊水流
出。扶罗镇党委书记禹椿、镇长吴军良立即带领
镇政府干部、镇卫生院医生赶往竹树村。13时5
分抵达，医生现场诊断，孕妇随时有危险，建议
立刻送县人民医院救治。联系120急救中心后，
禹椿、吴军良决定采取“里送外接”方式进行
生命接力， 先用镇政府的车送杨丽霞往城里
赶。14时10分，在禾滩镇闪溪村成功将杨丽霞

转移到120急救车上后，送到
医院。

通讯员 李焱华 杨涛

1月28日14时50分， 泸溪县小章乡卫
生院院长唐国胜接到该乡烟竹坪村孕妇杨
宏玉家属打来的求援电话： 临盆在即的杨
宏玉，被困在满是冰雪的大山里进退两难。

乡卫生院马上派妇幼专干代永梅前往
烟竹坪村查看孕妇身体状况， 并向县人民
医院、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求援。

正在调度抗冰救灾的副县长尚远道和
县卫计局局长龚佳平、 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李桃凤得知消息后， 立即派遣一辆四驱越
野车和县人民医院救护车一同前往救援，
并要求小章乡卫生院想尽一切办法， 将孕
妇安全转移。

然而， 距离泸溪县城54公里的小章乡，
路途远，海拔高，加之连日雨雪冰冻天气，导
致多处道路结冰，普通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15时，乡卫生院临时找来一辆装有防
滑链的面包车接上杨宏玉， 开始了一场抢
救孕妇的爱心接力。

因为道路严重结冰，车辆行驶缓慢。15
时52分，县卫计局总工程师潘文艺带队的
越野车和县人民医院救护车翻越了十分艰
险的洗溪镇能滩村路段， 本以为可以安全
前行了。然而，到达白羊溪乡马入田村路段
时，一片冰原，公路蜿蜒盘旋在山顶端，随
时可能发生侧滑，救护车只能停下等候。

医护人员换乘越野车， 穿过厚厚的冰
面继续向前行驶。

16时50分，在小章乡路段，越野车终
于和乡卫生院的面包车会合。 医护人员迅
速打开急救箱，一边抢救孕妇，一边调转车
头，赶去与救护车会合。

车外，白雪皑皑；车内，紧急救援。17时
47分，孕妇被转移至救护车上时，羊水突然
大量流出。情况紧急！石文芳、粟慧琴、杨晖
艳等医护人员马上在救护车上接生。 经过
不到20分钟的紧张处置，车内终于传来婴
儿的啼哭声，一个鲜活的新生命诞生了。凛
冽寒风中，现场一张张早已被冻僵的脸，瞬
间露出了笑容。

通讯员 邓滢琦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颜石敦

1月29日上午， 在郴州市北湖区保和
瑶族乡卫生院内， 大律村村民李先生悲喜
交加：上午8时40分，他的女儿因早产踏雪
而来！然而，快一个小时过去了，妻子还没
恢复，女儿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卫生院条件有限，孩子和产妇要马上送去
市级医院进行治疗和检查！然而，连日的雨雪
冰冻天气， 导致保和瑶族乡到城区的山路结
冰。这条山路近两天已经封路，不让汽车通行。

情况紧急！ 当地医务人员额头上渗出
大汗。“赶快打120转院！救命要紧！”保和
瑶族乡卫生院院长周礼平得到消息后，一
边联系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要求转院，一

边联系乡政府请求支援。
“救人要紧，不走这条路，没法出山就

医。乡里的车装了防滑链，雪地里行驶相对
安全。”乡党委书记李翔当机立断，决定采
取“里送外接”的方式，和120急救车约定
在距离郴州市城区9公里的万华汽车城会
合，接力运送产妇和婴儿。

上午10时，众人冒着雨雪赶到保和瑶
族乡卫生院中， 在家属配合下把产妇和新
生儿抬到车里。另一边，郴州市第三人民医
院120急救车也已赶到约定现场， 两处同
时行动，一场生命接力赛在冰雪中展开。

10时40分，孕妇和婴儿被安全送到郴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经过检查和治疗，孕妇
生命体征恢复正常， 婴儿转移到了新生儿
科接受进一步治疗，已脱离生命危险。

自来水管被冻怎么办

3招应对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李黛)受连日冰冻天气影响，长沙部分水管水
龙头出现被冻住的现象。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
今天发布通知提醒市民：可3招应对。

一招：近几天最低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下，
一旦供水管线冻住， 并无有效办法在短时间
内解除冰冻，所以夜间请您开启家中水龙头，
保持细线状水流，确保管道内自来水的流动，
防止管道被冻住。二招：如果裸露在外的自来
水管道(水表)已经被冻住，请耐心等待气温回
暖，水体解冻；或者自行浇注温水，加速管道
(水表) 的解冻， 请注意操作过程中的人身安
全。三招：如果出现水管(水表)冻裂现象，请第
一时间致电供水热线96533， 告知具体情况，
维修人员将及时上门服务。

雪映党旗分外红
———怀化市党员干部迎战冰雪剪影

� � � � 1月29日，雪后初晴，长沙市芙蓉区浏阳河婚庆文化主题公园内，市民在雪
地上尽情休闲玩耍，感受冰雪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雪趣

爱心接力，孕妇雪地平安产子

爱心接力，早产母婴转危为安

� � � � 1月29日，
浏阳大围山国
家森林公园，
工作人员运用
专业设备撒盐
除冰， 确保道
路通畅。

邓霞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