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杨丁香 陈嫒

1月29日， 位于江华瑶族自治县瑶
山深处的水口镇， 漫山遍野白皑皑的一
片，零下4摄氏度的冰雪天气，使连接水
口镇到县城的省道S326沿线几乎全线
结冰。

这一天，对于家住水口镇、今年31岁
的周凌来说，本来是个好日子，她的二胎
宝贝女儿剖腹来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上。但医生很快发现，术后的周凌脸色苍
白、血压降低，渐渐处于昏厥状态。周凌
因为术后宫缩乏力，导致大量失血。主治
医生当即采取了一系列抢救措施， 血却
始终止不住。上午10时30分，医生紧急
向位于县城沱江镇的县人民医院求救。
县医院一方面组织专家， 通过远程视频

指导他们对患者进行子宫上行支血管结
扎等抢救措施， 一方面联系救护车辆和
专家准备迅速赶赴水口镇。

由于之前出血多， 产妇的生命体征
很微弱， 必须及时输血。 水口镇没有血
库，只能从沱江送血进瑶山。水口离沱江
有70公里，但道路结冰，特别是山高路
陡积冰特多的勾挂岭横亘在前， 交通部
门已经封路。如何打通这条生命通道？

永州市委常委、 江华县委书记罗建
华，县长龙飞凤，接到报告后当即表态 :
生命第一，全力以赴。

“医院召集专家、准备车辆和血液需
要20分钟， 从沱江到勾挂岭需要45分
钟，在这65分钟内，勾挂岭的雪要全部铲
除干净！”县人民医院李昌江的话给交通
部门下了一个过勾挂岭65分钟的期限。

一时间，交通、公路、交警部门全

体出动，调集了所有的铲雪车辆，运去
了足够的融雪工业盐， 赶往S326勾挂
岭路段！撒盐、融冰、铲雪，沿途的白芒
营、小圩、水口等乡镇组织机关工作人
员也纷纷来到天寒地冻的勾挂岭。交
通部门还准备了防滑链和防滑毯，必
要的时候准备铺设防滑毯帮助救护车
翻越勾挂岭。

11时， 急救专家小组准时从沱江出
发，交警引路。从沱江到勾挂岭途中，沿
途的车辆纷纷让道！ 救护车到达勾挂岭
脚下的同时， 勾挂岭路面所有的积雪和
冰都已经铲除干净， 为产妇周凌铺设了
一条救命的康庄大道。

救护车顺利越过勾挂岭，12时30分
许， 急救小组专家和救命血准时到达水
口镇医院，专家对患者进行了及时救治，
患者出血停止，生命体征趋向平稳。

铁腕打通勾挂岭，拯救濒危产妇
雪景
如画

左图：1月27日，隆回县
虎形山瑶族乡在白雪的映衬
下宛如童话世界。

罗理力 奉棉香 摄影报道

右图：1月30日，龙山县
召市镇， 党员服务队员在台
架上整修损坏的电力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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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组织
医护人员开展“集体无偿献血”活动，当天
共有37名医护人员献血13400毫升。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谭绍军

“我们昨晚11时就顺利到达了东莞。谢谢你们!谢
谢益阳!”1月30日上午，重庆市忠县大客车司机杨成禄
接到益阳市应急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打来的询问电
话后，忙不迭地感谢。

1月26日， 杨成禄和另一司机驾驶牌照为渝
AG5333的大客车从忠县出发，前往广东省东莞市。车
上载有52名乘客，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车子出
发不久，就遇上了冰雪恶劣天气，行驶速度很慢。到27
日，一些高速路段开始封闭或限制通行，他们只得辗
转绕道上了G55高速， 准备从益阳到长沙再上京珠高
速。冰天雪地里，高速公路上大多数服务站暂停营业，
连买包方便面、矿泉水都十分困难。到29日0时，乘客
都已饿得受不了了，车子只得在益阳朝阳收费站下了
高速，大家准备到益阳市区找点吃的填肚子。

可车沿益阳大道前行了一两公里，没找到一家营
业的店铺。此时已是0时42分，天气愈发严寒，望着一
车饥寒交迫的老小，杨成禄情急之下拨打了益阳市长
热线12345求助。

市长热线值班人员迅速向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通
报情况； 市政府应急办当即向市民政局下达应急救援指
令；市民政局立即调度应急分队和市救助管理站，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现场，为滞留益阳的重庆乘客提供帮助。

1时40分，应急分队赶到了客车滞留地点。望着火
速赶来的救援队员，一车乘客感动得热泪盈眶。来不
及寒暄， 队员们就忙着将带来的6大箱方便面、3箱饼
干、3箱矿泉水，分发给了车上的每位乘客，并联系附
近一家旅馆赶紧生火、烧水，妥善安置滞留乘客。

1月29日上午9时许，这辆重庆大客车带着异乡的
温暖和感动，继续上路前行。

周勇军 鲁融冰 彭浩 刘太国

1月30日，桃源县桃纺殡仪馆内，哀乐阵阵，前来
吊唁的人络绎不绝。 一位双眼布满血丝的中年汉子，
深情凝望着逝者的遗像：“丽华呀， 我们连句话都没来
得及说，我对不住你!”

这位悲伤的中年汉子，名叫邹杰，是国网桃源县电
力公司三阳供电所的运维检修班班长。去年8月，他的妻
子何丽华被确诊为乳腺癌，尽管邹杰倾尽所有，为爱人治
疗，但病魔还是没有眷顾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今年1月
上旬，他妻子病情复发，再次被送进医院，不能下床、进
食，时常陷入昏迷状态。在这种状况下，所长刘红宇特批
邹杰休假，照顾生命垂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

1月25日，邹杰从微信中看到，自己负责的辖区，4
条10千伏线路被冰雪破坏，导致停电。他深知，这几条
线路都是上世纪70年代架设的， 每逢出现恶劣天气，
经常会发生断线断杆的现象。

容不得多想， 他将妻子交给年迈的父母照料，打
了辆出租车直接赶赴抢修一线，担当起了抢险突击队
队长职责。他和队员们爬冰卧雪，饿了就啃馒头，渴了
就喝冰水。经过3天3夜的鏖战，终于将被风雪折断的
电杆、脱落的导线，重新竖起、接上。

1月28日， 就在邹杰带领队员们准备修复最后一
条线路时，他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儿啊，你媳妇快不
行了，你快回来看一眼吧。”邹杰蹲在雪地里，半晌儿不
说话。当队员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还是嫂子那边
出了什么问题时，他猛地站了起来：“没什么，接着干!”
直到下午5时，佘龙线终于抢修完毕，恢复了供电，他
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往医院。

“丽华，我来了，我来了。”跪在妻子床前的邹杰，尽
管一声声的呼唤，泪如泉涌的道白，仍然唤不醒深度
昏迷的妻子。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带着无限的眷念
离开了人世。

这些年来， 邹杰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忠厚的为人，赢
得了全所上下的尊重，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杰哥”。所长刘
红宇告诉记者：“邹杰的家距所里有20多公里，但他以所
为家，只要有抢修任务，他都一马当先。”

冰封高速路，为何不见车辆长滞留
———看湖南高速公路抗冰保畅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鄢明民

自24日开始，一场持续多日的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横扫湖南。

截至30日18时，全省部分收费站对
“两客一危”及超限车辆实行管制，厦蓉
高速郴州段因结冰实施交通管制。 其他
高速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相比往年，今年湖南高速抗冰部署
早、信息调度准、全员动力足、科技手段
强，抗冰保畅成效明显。”省高速公路建
设开发总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何海
鹰向记者介绍，24日以来， 尽管全省高
速公路交通受阻， 但没有发生长时间车
辆及人员滞留现象。

提前5个月保障抗冰设备物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湖南高速近年来加大对除冰车、除

雪撒布机等大型设备和抗冰物资储备的
投入，并提前启动应急预案，做好了打长
久战的准备。

早在2017年9月， 湖南高速公路系
统就已启动冬季抗冰保畅工作, 各市州
高速公路管理处陆续开展抗冰设备的检
修，并着手储备抗冰物资。

如，在2017年11月就已提前和盐业
公司联动备足融雪剂。 此次高速

公路除冰，已消耗1.5万吨融
雪剂，目前依然保有

充足储备。
在这场有准备、 无硝烟的抗冰之战

中， 湖南高速公路上还首次应用了抗冰
“神器”———热再生机组。

这种机器专业应对桥面厚冰， 通过热
力达到融冰效果。目前，已投入4台该“神
器”应用在湘西、湘西北地区高速公路的抗
冰一线。哪怕是3至4厘米厚的冰层，在热
再生机组的“威力”下，也会短时间化冰成
水。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1月24日上午，在冷空气袭湘前，张家

界、常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高速公
路管理处已组织人员上路， 对辖区所有桥
梁、隧道口预留摆放锥筒，对易结冰路段、
坡道、桥梁预留融雪剂。

“我们的原则是先保通（保一条车道）、
后保畅。按照这个策略渐进实施，做到了最
快时间内除冰雪、展开救援。” 省高速公路
监控指挥中心主任王光辉说。

危急关头上演温暖人心的故事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湖南高速最质朴、
最高效的抗冰战略。

全体湖南高速人取消休假， 连续奋战
抗冰保畅第一线。冰天雪地中，许多温暖的
故事在危急关头上演。

27日零时30分，沪昆高速江口收费站
已实施交通管制， 一台福建牌照小车驶向
收费站求助。 车主送妻子去洞口县人民医

院生产，途中产妇产前阵痛，羊水已破，情
况万分危急。 值班站长杨建光和江口路政
中队队长李哲坐上巡逻车，拉响警报，为小
车开道，全程一路护送至洞口县人民医院。

25日上午，包茂高速吉首至凤凰段，一
辆半挂车因路面湿滑失控， 朝一辆正停车
检查的小货车滑去，20米开外的小货车司
机站在车外浑然不觉。千钧一发之际，正在
值守的湖南高速湘西管理处吉凤路政中队
员工金鹏立即跑向小货车司机，大喊“快跳
开”，驾驶员安全避险，而金鹏因匆忙之间
不慎摔倒，左手受伤。

连日来，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王辉扬检查调度抗冰
保畅，在湖南高速公路上奔波近百小时，最
终因重度肺炎休克累倒在一线， 目前正在
医院接受治疗。

雨雪渐止，抗冰继续。
截至30日，全省高速公路各收费站陆

续取消交通管制，只对“两客一危”及超限
车辆实行管制。至此，全省高速公路已投入
抗冰保畅人员8.5万人次。

信息化调度担当“最强大脑”

“厦蓉高速郴州段K531、K609双向因
结冰管制。”30日，行驶在厦蓉高速公路的
司乘人员收到了这样的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发自我省高
速公路最新应用
的疏堵保畅调度

管控系统。 该系统可向进入相关路段范围
的司乘人员、 交警、 路政人员发布实时路
况。也就是说，司乘人员只需有一台手机，
就可实时获取方便、准确、直观的高速公路
实时信息。

自2016年以来，湖南高速公路进入信
息化发展的快车道。其中，湖南高速路网
综合管理平台在今年的抗击冰雪之战中
发挥了“最强大脑”作用。

记者走入湖南路网运行监测和应急
处置中心， 只见3块巨幅LED显示屏上，数
据、路网如星光般闪烁不停，红、黄、绿3种
颜色提醒着实时路况。

省高速公路监控指挥中心路网监测
调度科科长杨静解释， 湖南高速路网综合
管理平台将高速路网分段监控， 通过路面
的车检器、违法抓拍卡口、实际路径卡口等
设备抓取信息， 可实时了解各路段的车流
平均车速、通行时间、路面积雪情况。

“全省所有高速公路已纳入全网监控，
基本实现可视、可测、可控。”

大雪无痕，人在旅途。在各条高速公路
上，湖南高速人依然在24小时
不间断巡逻……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谷欣燕 黎治国

1月27日上午，桑植县桥自弯镇持续下
了两天两夜雪，平均积雪达到10多厘米。

上午9时，镇医院办公室主任黄翠云
接到县120急救指挥中心指令称， 三合
村谢家坡组孕妇蒋敏家属打电话求助，
孕妇羊水已破，无法及时送往医院，情况
紧急，急需救助！

“镇医院离谢家坡组有5公里多，医
院急救车没有防滑链， 在这冰天雪地里
无法出行。等县城的急救车赶过来，最少
要2个小时。” 黄翠云一面向院长王广智

汇报， 一面向县人民医院孕产妇急救中
心请求支援。

听到有孕妇面临危险， 王广智马上
背上急救箱，拿起接生用的医疗器械、药
品，带着医生向国友、黄翠云，叫上三合
村卫计专干廖琴，冒雪向孕妇家里赶去。

冰雪中乡村公路湿滑难行， 但大家
的步子越来越快。“我们越早赶到现场，
孕妇和孩子面临的危险就越少。”黄翠云
告诉记者，一心顾及孕妇安危，记不清在
路上摔了多少跤。

一个多小时跋涉，4人在途中遇到了
孕妇蒋敏和家人。原来，担心医生无法及
时赶到， 急慌了的孕妇和家人正自行往

医院赶。
“不能走了， 必须先对孕妇进行检

查，等县里急救车过来。”王广智说。大家
急忙把孕妇安顿在附近杨金凤家。 热心
的户主赶忙生了一盆火，给孕妇取暖。经
检查发现，孕妇羊水已破，但各方面体征
正常，不会立即生产。

等待中， 向国友向孕妇及家属讲解
了产前准备有关知识， 并为孕妇做了心
理安抚和情绪疏导。大家一起陪着孕妇，
直到救护车赶到。

“母子平安，谢谢大家！”当天下午，
孕妇家人发来信息， 孕妇顺利产下一名
男婴。

冒雪跋涉山水间，急救临盆孕妇

益阳温暖54名异乡客
———重庆客车滞留益阳获

救助小记

硬汉“杰哥” 义重情深

抢修
设施

无偿
献血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刘鹏 刘静

“幸亏送医及时，王贞英老人现在能开口
说话了。” 1月30日， 桃江县人民医院值班医
生童亮明接到沾溪镇党委书记王育民特地打
来的问询电话，连忙向他报喜。

原来，1月28日上午10时许， 王育民突然
接到沾溪镇九螺坊村村干部打来的求助电
话：61岁的王贞英突发脑梗塞，急需送往医院
救治， 可她家门口的道路坡陡弯多且积雪成
冰， 救护车被阻在1公里外的村口进不来，家
属也不敢贸然把病人送出去。

王育民立马带着镇党委班子成员和镇党
员突击队员30人， 赶到了山田村组。 疏导交
通、设立警示标志、铲冰除雪……每个人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
� � � �一位路过村口的小货车司机， 也带着妻
儿、拿着工具加入了除冰队伍。人多力量大，
仅仅20分钟， 大家就将道路上的冰雪铲除干
净，救护车直接开到了王贞英家门口。上午11
时，老人被送进了桃江县人民医院急救室。

20分钟抢通生命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