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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有保障
1月29日， 位于长沙县黄兴镇黄江大道的长沙海吉星

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内车来车往，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潘彤 摄影报道

清障保畅通
1月29日，龙山县茅坪乡沙子坡公路，工作人员在

清理被冰雪压倒的树木。 曾祥辉 田明化 摄影报道

“破冰神器”
1月30日， 桂阳县正和镇工作人员用风力灭火

机破冰除雪。 连日来， 雨雪冰冻天气造成该县道路
大面积结冰， 各乡镇的专业扑火队员利用风力灭火
机的强劲动力除冰， 效果明显。

欧阳常海 肖井冬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吴浩

一场雨雪冰冻天气， 给南方带来了难
得的雪景， 也带来了一些不便。 气象预报
称，1月31日本轮低温雨雪过程基本结束，
从2月1日开始， 湖南将有一段较长时间的
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将逐渐回升。

从1月24日开始的雨雪冰冻天气仍然
留给人们一些疑问，省气候中心专家从积
雪深度、冰冻范围、冰冻持续时间、最低气
温、过程平均气温等多个维度，对此轮雨
雪冰冻天气进行了解读。

积雪
积雪较轻，在积雪深度、范围、持续时

间上都较2008年和2011年的过程轻

只要一点小雪， 世界便成了仙境。只
不过，这一次我省的雪并不大。

据省气候中心统计，1月24日至1月30
日，全省共69县市出现积雪，其中沅江积
雪最深，为8厘米。

省气候中心主任廖玉芳表示， 这一积雪
深度在我省气象记录上是“排不上号”的。

气候资料显示，2008年1月的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过程中，湖南共95个县市出现
积雪，过程积雪日数持续31天，最大积雪
深度20厘米；2011年1月18日至28日，全省
共81个县市出现积雪，其中积雪深度最大
为32厘米，最长积雪时间为11天。

在积雪深度、范围、持续时间上，本次
过程都较2008年和2011年的过程轻。

冰冻
冰冻较强，冰冻范围为我省本世纪以

来第二高位，仅次于2008年

虽然积雪轻， 此次冰冻却比较强，统
计显示，此次过程冰冻范围为我省本世纪
以来第二高位，仅次于2008年。

一说到冰冻， 人们就不由自主想到
2008年。此轮冰冻过程与2008年比如何？省
气候中心主任廖玉芳表示， 根本不是一个

“重量级别”，无论冰冻范围、持续时间、最低
气温、平均气温都比不过2008年的过程。

据省气候中心统计，1月24日至1月30
日8时，全省共92个县市出现冰冻，其中慈
利、平江、会同等37个县市出现轻度冰冻，

安乡、 桃源等55个县市出现中等冰冻；冰
冻最长持续天数6天。

历史资料显示，2008年1月12日至2月
8日，我省出现重度雨雪冰冻过程，全省96
县市出现冰冻，冰冻最长持续天数27天。

气温
气温较低，全省平均温度为有气象记

录以来同期第二低位，仅次于2008年

天寒地冻，这一轮天气过程到底有多冷？
省气候中心统计，此次过程（1月24日

至29日） 全省平均温度为0.18摄氏度，全
省平均温度为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第二
低位，仅次于2008年的零下1.7摄氏度。

最低气温方面，此次过程全省最低气温
为零下5.8摄氏度， 为有资料记录以来第十
二低位。此外，据统计，2008年1月的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过程最低温达零下8摄氏度。

雨雪
雨雪“来势汹汹”，主要由“北极涡旋”

南下所致

在湖南迎来雨雪冰冻天气的同时，我

国中东部地区气温集体大跳水，部分地区
出现大雪甚至暴雪天气。

雨雪为何如此“来势汹汹”？气候专家
表示， 与普通冷空气南下引发的降雪不
同，这场大范围雨雪天气是由“北极涡旋”
南下造成的。“北极涡旋” 带着强冷空气，
从北方汹涌南下，而“南直槽”引导着暖湿
气流从南向北输送，冷暖气流交汇在我国
中东部，引发大范围长时间的强降雪和低
温天气。

“北极涡旋”简称极涡，中心位置在北
极附近。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大气环
流受到扰动，“北极涡旋”经常南下，带来
罕见极寒天气。科学记录数据表明，近10
年间，北极气候变暖速度是世界上其他地
区的两倍，北极的升温，也意味着“北极涡
旋”会更加频繁地南下。

气候专家认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
变暖 ，极端天气有增多、增强的趋势，
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 应对气
候变化，需要公众积极参与，从采取绿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做起， 珍爱我们共
同的家园。

这一轮雨雪冰冻有多强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月30日，太阳在湘北上空现身，长沙
城的冰雪迅速溃败，角落里偶有些残兵剩
勇，已不成气候。

狂欢与寒冷，都将随雪消而逝，人们
因雪而偏离的生活，已回归正轨。

生活在湖南，春有百花，夏有鸣虫，秋
有凉月，所欠缺的，便是冬日少雪。至少有
两年了，长沙城没有下过一场完整的雪。

好些天来， 人们关注着天气预报，计
算雪来的时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场雪终于来了。

初时是淅淅沥沥的冻雨，接着是沙沙作响的
雪子，最后竟然在冬夜伴随着雷声飘下了雪
花。很多人在27日的深夜都听到了“雷打雪”
的声音，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小小激动。

28日一早，湘北已成仙境。一场薄薄
的雪，覆盖了世界，却掩不住形迹，巧妙地
烘托出山川、道路、村庄、亭台楼阁的轮
廓。 与北方厚厚的大雪笼罩一切相比，南
方的小雪，显得无比灵动曼妙。

写雪的诗很多， 却多是北方的漫漫朔
雪，“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
纷纷”，都是北方雪的凛冽、孤绝、怆然。南方

雪却是婉约鲜活轻盈的，该是“一声画角谯
门，半庭新月黄昏，雪里山前水滨”。

在南方，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是不爱雪
的， 一点点雪也可以给他们莫大的欢乐。
下雪的城市小区里，终日人声不绝，热热
闹闹、欢腾雀跃，一个萝卜大小的雪人，也
能让他们快活很久。就算是成年人，这时
候做些孩子气的举动， 在雪地里尖叫、打
滚，也是可以接受的吧，在天地皆白的世
界里，谁又不是个孩子呢？城里的雪可惜
不够玩的，不用多久就被踩实了、化掉了，
让人意犹未尽。

雪后初晴，长沙城郊黑麋峰，山上的雪

很齐整，没有人迹。雪不厚，薄薄的、毛茸茸的
新雪，真让人不忍踏足。白雪中偶尔漏出黑
色山石，几只鸟雀在雪地上飞旋，雪里有一
种安静温暖的感觉，并不觉得冷。山下的声
息远了，天地都安静，脚踏在新雪里，一步一
步恍如走在童年梦境中。

雪夜宜访友、宜读书、宜饮酒、宜吃火
锅。乡下农家的火炉子真是好东西，雪夜
无事，围炉闲坐，一根接一根地添柴，炉火
上开水壶嘟嘟地冒热气。雪地里挖出来的
萝卜与大白菜特别甜， 下到翻滚的汤锅
里，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围着吃火锅，从里
到外都是暖的。

想起王子猷雪夜访友的故事，坐了一
夜的船，却不进门，又坐船回去了。

雪天很冷，日子却可过成诗。

雪天很冷 却可为诗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通讯员 刘航 邓竹君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运控！运控！场务队对东、西跑道巡
视完毕，跑道面的积雪已清理干净，可正
常使用！”29日天刚亮， 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飞管部已完成当天第6次跑道巡视检
查。当日6时38分，第一架航班从长沙机
场准点起飞，机场恢复正常运行。

截至30日，长沙、张家界、常德、衡
阳、邵阳、怀化、永州等全省7大民航机场

均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
航班一切正常，这是湖南机场人科学调

度、精准施策、全力以赴的结果。
省机场管理集团提前部署， 于1月23日

就下发了应对冰雪的通知和方案。24日至
25日，省机场管理集团先后召开两次除冰雪
调度会，要求全体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取消
休假，全员坚守岗位，随时准备除冰雪。

27日深夜，长沙机场跑道北边道面上结
冰厚度达5厘米， 刹那间，2条跑道、3条平行
滑行道、7条机坪联络道、17条滑行道全部覆
冰，一场与冰雪抢时间的保障战斗必须立即
开展。

28日凌晨2时30分， 长沙机场运控、飞
管、客运、安检、消防、保卫等多个部门迅速
成立3个突击队，奔赴机场跑道、滑行道等道

面展开除冰作业。
凌晨4时， 省机场集团千余名干

部职工冒雪从家里赶赴机场，拿起铁
锹，彻夜除雪，通宵未眠，奋战至28日
9时30分。

这期间，长沙机场飞行区管理部
共对跑道、 滑行道等道面喷洒3次除
冰液， 对西跑道以西区域道面实施4
轮道面吹雪作业，对东跑道区域道面
实施2轮道面吹雪作业， 光吹雪车消
耗航空煤油就达60吨。

28 日 10 时 起 ， 长 沙 —南 京
MU271T、 长沙—沈阳EU2284、长
沙—成都MF8601等航班陆续登机，
安全起飞。

29日，长沙机场恢复正常运行。
2月1日，2018年春运将拉开大

幕。湖南机场人又将投入新一轮航班
保畅之战。

除冰！除冰！刻不容缓！
———湖南机场抗击冰雪侧记

郴州电网覆冰严重
融冰!融冰!
毫不犹豫!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王琴）随着冷空气南下，湘南地区
雨雪冰冻加剧。今天，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发布消息，郴州电网输电线路全部
覆冰，抗冰保供电形势异常严峻。

据悉，郴州东部资兴片区、西部桂阳片
区、南部宜章片区冰情尤为严重，覆冰线路
达148条，其中，高寒山区、部分微地形地
区，输电线路覆冰普遍达13毫米以上。

“自启动覆冰预警以来， 公司已经对
1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进行融冰45条
次。”国网郴州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累计出动人员2469人次、车辆493台
次， 每天对辖区内所有10千伏及以上输
电线路进行实时观冰巡查，一旦发现覆冰
厚度达到警戒点，立即采用新型直流融冰
技术，其中覆冰最严重的110千伏水荷线
3天融冰4次。

温情满满张家界
———张家界抗击雨雪冰冻灾害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1月25日以来，一场冰雪悄然而至，张家界各大
景区呈现冰花、雾凇、冰挂、云海等美景，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观光赏雪。

然而随着气温骤降，道路结冰，游道受阻，旅游交
通安全隐患倍增。连日来，张家界交警、交通、公路、旅
游等部门全力出动，在高速公路、旅游干道、景区景点
开展“除冰雪、保平安”活动，千方百计保证游客和群
众生命安全。

1月27日12时左右， 通往永定区苏木绰景区的
S228线沅古坪路段发生冰冻，10多辆车辆受阻。市交
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急赴现场，铲雪除冰，疏导车
辆，连续鏖战4个多小时，才将受阻车辆疏导完毕。

1月27日20时， 在武陵源区中湖乡青龙垭路段，
一辆重庆籍车辆因路面结冰被困。正在巡逻的市交警
支队直属二大队三中队中队长胡宏波发现情况后，找
来绳索用警车在前面拖，后面用人推，成功将车辆移
至平安路段。

1月26日一大早，在核心景区袁家界、天子山、杨家
界等地，连日大雪将游道掩埋，部分路面结冰。为让游客
舒心赏雪，景区工作人员一大早扫雪除冰。早上8时，当
游客陆续进山，各处游道已清扫干净。同样，在黄石寨索
道、杨家界索道、天子山索道、天门山索道，检修人员深
夜出击检查，确保白天游客安全上山赏雪。

冰雪现温暖，寒风见真情。连日来，在武陵源区，
交通、公路等部门全员出动，深入杨家界、天子山、袁
家界、森林公园、标志门、汽车站等地一线，通过机械
与人工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完成梨子坪隧道、老木峪
隧道以及主要道路桥梁的撒盐融雪及路面的铲雪除
冰工作，确保了通往景区主干道全线道路畅通，路面
桥梁无积雪。

警徽辉耀洞庭雪
———岳阳打赢洞庭湖大桥保卫战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文和生 侯迁和

10年前，2008年1月20日，洞庭湖大桥冰冻三尺
之殇还历历在目。

10年后，2018年1月25日， 洞庭湖大桥再次遭冻
雨冰雪突袭之患。

面对冰雪来袭，岳阳市公安交警部门闻雪而动，
打响了一场洞庭湖大桥保卫战： 截至1月30日17时，
洞庭湖大桥保持了24小时全线贯通，无车辆滞留、无
伤亡事故。

岳阳洞庭湖大桥全长10余公里，是扼岳阳、益阳
乃至湖北的交通运输“生命线”。

“全市公安民警取消休假，在主要路口和易结冰桥
面路段轮流执守，保道路安全畅通!”1月26日上午，岳阳
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唐文发组织召开应对低温冰
雪天气紧急视频会议，启动应急预案。市交警支队责令
君山交警大队和岳阳楼区交警大队， 联合洞庭湖大桥
管理处等单位通力合作。当天午夜，在督查了10多个路
段后，唐文发率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许雄、市交警支队
支队长方年文直奔洞庭湖大桥，督促慰问，抱拳相托。

雪情就是警情。1月25日，大雪冰冻如期而至。负
责守护的单位全警上路， 迅速调集路政、 交通等部
门，在洞庭湖大桥撒盐融雪，铲车除冰，人员实行“三
班倒”。

冰情就是命令。25日晚开始， 洞庭湖大桥桥面结
冰，冰情持续恶化。尤其是晚间，天寒地冻，风如刀割。
凌晨时分，正是君山区和建新农场菜农驾驶三轮车运
送蔬菜的关键节点。执勤民警每天凌晨都驾驶警车在
前牵引，为菜农压速护行，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事故救援也爱心满满。 杭瑞高速君山收费站因
路面结冰临时封闭， 高速连接线上滞留了很多车辆
和司乘人员。交警部门抽调警力组成爱心应急小组，
带上铁铲、热水和茶杯，来到高速连接线，为等待高
速开通的驾驶员们服务， 南来北往的司乘人员赞不
绝口。5天中， 爱心应急小组同时在洞庭湖大桥沿途
接送、救助桥上行人260余人次。

雨雪冰冻天气期间， 君山交警大队取消了周末
休息，洞庭湖大桥交警中队所有人员住队备勤。中队
长邓权付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时回道：“等雪融化
了，我就回来了!”

民警彭伟倬强忍着腰椎间盘突出的疼痛， 每天
执守6个小时以上。换岗的时候，就是他换药的时间。

辅警尹力刚刚做完视网膜手术， 眼睛还在恢复
期，也投入到了战斗中……

这个头顶熠熠警徽的群体， 在抗冰保畅的急难
险重战斗中，用满腔赤诚全天候护卫洞庭湖大桥，为
车辆、为旅客点亮了旅途的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