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罗玉霞 邓滢琦

1月31日上午9时，一辆大巴车缓缓驶
入贵州安顺市。车一到站，司机常松六就迫
不及待拨通了郴州市北湖区石盖塘街道办
事处主任柏涛的电话，向他报平安。

1月29日，受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影响，
京珠高速、京港澳高速、厦蓉高速等郴州段
路面不同程度结冰，常松六等驾驶的4辆大
巴车滞留在郴州。 大雪无情，人间有爱。 该
市相关部门获悉后， 立即对饥寒交迫的滞
留乘客进行妥善安置， 并积极帮助他们返
乡。

道路结冰，近200名乘客被
迫滞留

“请问哪里有热开水？ 小孩饿得不行
了， 我想给他泡杯牛奶。 ”1月29日晚上8
时， 柏涛带队巡逻至107国道万寿桥路段
时， 突然听到旁边一辆大巴车尾传来了一
位妇女的求助声。

这名妇女一手抱着啼哭的婴儿， 一手
拿着奶瓶，冻得瑟瑟发抖。“我们是从浙江
过来的，高速公路实行交通管制，大巴车被
引导到这儿，又遇上堵车。”妇女告诉柏涛。

妇女身旁停着4辆大巴车，近200名乘
客。 司机李平告诉柏涛，这4辆大巴车上坐
的都是在浙江等地打工的贵州老乡， 年底
大家都盼望早点回家。 原本一天时间就能
抵达贵州，因冰雪天气实施交通管制，这4
辆大巴车滞留在这儿。一路走走停停，旅客

水、食物等都用完了，急需补充。

妥善安置，寒冷的冬天心不冷
望着嗷嗷待哺的婴儿，柏涛当机立断，

把滞留乘客全部带至石盖塘街道办事处会
议室，嘱咐内勤人员烧好开水、准备食物，
并把情况汇报至北湖区委。

“今晚我们睡哪？ ”“哪里可以买火车
票？ ”晚上10时30分，会议室里，滞留乘客
心情急躁。

刚从乡下检查防低温雨雪冰冻工作回来
的北湖区委书记蒋利民获悉后，立即召集相关
部门负责人赶赴石盖塘街道召开紧急处置会
议。

“我们马上安排免费住宿及食物，明天想
转乘车辆的乘客， 可帮助大家购买高铁票、火
车票。 请放心，一定把大家安全送回家。 ”当晚
11时30分， 蒋利民走进石盖塘街道办事处会
议室，对滞留乘客郑重承诺。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这几天走走停
停，又冷又饿。 ”1月30日凌晨1时，李兰支与近
200名滞留乘客，分别住进了北湖区总工会关
爱农民工免费公寓、万豪酒店，大家的心暖烘
烘的。

绕道护送，安全踏上返乡之路
“回家啦、回家啦，妈妈快起床！” 1月30日

早上， 北湖区总工会关爱农民工免费公寓里
传来孩子的催促声。 知道今天能返程回家， 7
岁的杨昌威早早起床， 摇着妈妈李兰支的手
臂。

吃完早餐，全部滞留乘客背上行囊，带

着北湖区总工会为他们准备的水、食物，上
了返乡的大巴车。

厦蓉高速郴州段因冰冻无法通行大客
车，北湖区积极与高速交警部门联系协调。
当天上午， 由高速交警车辆引导4辆大巴
车， 绕道从桂阳县太和镇厦蓉高速入口前
往永州，然后转道广西、贵州。

“回家啦，谢谢你们！ ”透过车窗，李兰
支等使劲挥手， 向北湖区总工会工作人员
道别，脸上难掩回乡的激动。

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小雪，4辆大巴
车缓缓前行，渐渐消失在风雪中。

“一定把大家安全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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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通讯员 屈晓珊 贺少林

2018年的初雪，撩动了多少人心。 一
夜之间，长沙城银装素裹，不少市民兴奋
地打开微信朋友圈“晒”雪。但在国网长沙
供电公司“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的朋
友圈里，却是另一种画风。

抢修车上的盒饭
“喂，小海哥，你们那里几个人抢修？

大概什么时候搞完？ 我好一起送盒饭。 ”
1月27日11时许，检修公司配电室刘

小海正在10千伏新银线抢修， 接到后勤
人员的送饭电话，才想起快到饭点了。

“8个人，估计要个把小时，紧接着还
要去巡视线路。 ”雪一直在下，刘小海呵
了口气暖暖冻僵的手说着，“大伙加把劲，
这么冷的天，用户正等着呢！ ”

下午1时，饭终于来了。“来来来，趁
热吃！ 这几天工作量大，我特意多带了几
盒。”送餐的同事招呼大家赶紧吃饭。为了
节省时间，刘小海就近把热腾腾的盒饭摆
在结了冰的抢修车上，一群人围在一起狼
吞虎咽起来。

为了居民供暖用电，这群“电雷锋”这
几天都没回家，能在抢修时吃上一口热饭
让他们心里热烘烘的。 刘小海拿出手机，
跟这份特殊的午餐合了个影，编辑好一行
文字“开饭了，味道不错”分享到朋友圈。

“花样滑冰”的高手
“冰厚、路滑、莫出门！ ”1月28日早7

时，在省植物园山上冒雪通宵抢修的电力
员工王重，在赶往新抢修点的路上发了一
条朋友圈。 照片中几个穿着电力工作服
的人，正在雪地里奋力推着抢修车。

“这雪也太大了，注意点啊，推车莫摔

了！ ”“放心，冰上‘溜’了几天，已经是‘花
样滑冰’高手了。 ”王重幽默地回复留言。
此时，他们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前一晚，雪下了一夜，路面冻得像溜
冰场，一不留神车子就打滑、跑偏。“电雷
锋”们沉着冷静地驾驶，来回往返无数趟，
硬是在冰天雪地里“滑”出了一条条通向
故障点的路。

“这种天气离不开电，冰雪对于电力
人就意味着严阵以待！ ”王重告诉记者，
虽然他们也想周末休息，也有要照顾的家
人， 但自公司发布电网覆冰黄色预警以
来，就进入了24小时“全员保供电”状态。

抢修路上的诗人
1月28日下午，位于捞刀河的10千伏

皓塘线发生故障。
“肯定是下雪惹的祸。 ”附近村民刘爹爹

介绍。 停电没多久，他便看到十几个穿着红

马甲、戴着红头盔的人从门前走过。
“电雷锋”林建等人，一路排查故障巡

到了刘爹爹屋后的山脚下， 发现是竹子因
积雪倒伏压在了电线上。 他们拿起工具，一
齐砍向竹子。

天虽冷， 为了早点给村民恢复供电，
大家一刻没休息，个个累得汗流浃背。 3
小时后， 横倒在线路上的竹子全部清除。
傍晚6时， 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灯光亮起
了。

当“电雷锋”的队伍再次经过时，刘爹
爹端出一杯杯滚烫的豆子芝麻茶。“你们
太不容易了， 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驱驱
寒。 ”老人一脸心疼和感激地说。

林建捧着暖心的热茶， 感慨良多，忍
不住在朋友圈赋诗一首：“时刻准备着，一
个电话的呼唤，我们就踏雪而行。 时刻守
候着， 一个故障的发生， 我们就碎冰
而上……”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琳）今天，
全省水利（水务）局长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透露，将
加快莽山水库、毛俊水库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增强流域
洪水调控能力和区域水资源配置能力

2018年，全省水利（水务）部门将围绕保生命、保生
产、保生态，坚持“防抗救”相结合，确保战胜可能发生的
洪涝旱灾。 坚持把补齐防洪短板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全
面加快水利薄弱环节建设， 切实提升防洪排涝能力。 深
入推进河长制，全面建立湖长制，确保河长制湖长制落
地见效。

聚焦贫困地区，紧扣民生需求，突出农村饮水巩固提升，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突出湘江保护与治理、洞庭湖环境专项
整治、河道采砂整治等，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开展国家节水行动，加快推进水资源利用方式
根本性转变。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攻坚， 加强水利投
融资体制机制改革， 系统推进农田水利综合改革。 加快
关键领域水利立法，推进水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强化水
利工程管理与质量监督，加大依法治水管水工作力度。

� � � �湖南日报2月1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蒋伟） 记者
今天从省纪委获悉， 近日， 经湖南省委批准， 省纪委对
省住建厅原党组书记、 厅长蒋益民和常德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原副书记、 管委会原主任向绪彦的严重违纪
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 蒋益民违反政治纪律， 与他人串供， 转移隐
匿财产，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收受
巨额礼金， 接受他人安排的旅游活动， 挥霍浪费公款；
违反组织纪律， 不如实报告个人房产； 违反廉洁纪律，
利用职权为亲属及特定关系人谋取巨额经济利益； 违反
工作纪律， 干预和插手工程建设项目； 违反生活纪律，
道德沦丧； 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 在环评审批、 环
保项目承揽、 环保资金拨付、 工程招投标等方面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向绪彦违反政治纪律， 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组织纪
律， 未经集体研究违规调动人员，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 违反廉洁纪律， 收受礼金，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中借机敛财； 违反工作纪律， 不认真履行职责， 对常
德经开区环境污染方面存在的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 违
反生活纪律；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巨额财物， 涉嫌受贿犯罪。

蒋益民、 向绪彦理想信念丧失， 廉洁防线全面失
守， 背离党的宗旨， 用权任性， 奢侈堕落， 与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背道而驰， 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 不
收手， 其行为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依据 《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等有关规定， 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研究
并报湖南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蒋益民开除党籍处分， 暂
停发放其基本养老金； 给予向绪彦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处分， 并将他们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电雷锋”的微信朋友圈 全省水利（水务）局长工作会议提出
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2名厅级党员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记者过去以为，盾构机开路后，隧道壁

要用混凝土现场浇筑成型。没料到地铁隧道
根本不用这种技术，而是事先在湘潭的地面
工厂预制好混凝土管片，再运到隧道安装。

“这么大一条隧道穿越湘江，如何确
保江水不渗透进来？”

“我可以打保票，万无一失！”王建辉
拍了拍胸脯说，“关键要彻底摸清隧道经
过之处湘江底下地质情况，不然会直接影
响到施工进度与安全作业，最终会危及隧
道安全。”王建辉介绍，业主及地勘单位对

隧道所经过河床进行了细致的地质勘察，
在橘子洲头南侧发现了两处大的溶洞。经
反复研究后， 采用填注砾石+吹沙工艺，
对溶洞进行回填及灌浆固结处理。

爬上地面， 记者又来到2标段的办公
区，观看工程视频。详尽的地质参数、技术
资料、施工动画，让记者心生赞叹：“现在
的基建理念和技术，简直是鸟枪换炮！”

“4号线土建工程已完成了三分之二，

各施工单位都在为今年底地铁试运行铆
足劲在干！”王建辉说。

“看样子春节要在工地上过了？”
“肯定！我参加工作13年，在几个省修

过水电站，在武汉建过地铁，除老婆生崽那
年守在家过春节， 年年春节都在工地上。”
王建辉告诉记者， 长沙地铁4号线开工3年
来， 水电八局承建的2标段14公里土建工
程，1000多名施工人员牺牲了不少节假日，

不少人春节期间也只能和家人短暂团聚就
回到岗位， 重要岗位的工作人员甚至回不
了家过春节，“如为防范事故发生， 隧道管
片每天都必须进行人工测量复核。”

目前，长沙地铁3、4、5、6号线在同时
施工。与碧沙湖站和湘江隧道工程一样，4
条在建地铁的百余个施工工地、上万名建
设者，这个春节都将在忙碌中度过。

离开路上，记者想，如果说盾构机是
“钻地龙”，那么王建辉们就是“土行孙”。
正是“钻地龙”和“土行孙”的超级组合，中
国才赢得了“基建狂魔”的美誉。

“钻地龙”与“土行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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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 该项目2017年落户位于芦

淞区的株洲航空城， 芦淞区积极配合， 曾
创造了45天完成征拆任务的速度； 去年
底,宽敞的千亿大道也通向了建设工地。 钟
兴对记者说， 产业园将建设先进制造技术
示范中心、 精密零件加工中心、 特种加工
中心等， 建成后， 将通过技术、 人才等集
聚效应， 加快提升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发和

制造水平。
记者驱车驶上千亿大道，仅几分钟就

来到了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产
业园。展现在眼前的产业园，土地平整已
完成，围墙基础已打好。

“这个产业园占地400多亩。前面不

远， 那个地方将建设第一栋厂房，2万平
方米，今年底前可投入使用。”该研究所技
改部部长助理游剑飞指着前方说。放眼望
去， 那里虽仅有一栋小小的临时板房，但
周围密布的施工机械、忙碌的人群向人昭
示：这里将很快掀起建设热潮。

“‘两机’重大专项被视为助推我国突破
战略瓶颈、增强国防和综合实力的重大战略
工程。”芦淞区委负责人介绍，去年下半年，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
书记、 省长许达哲都曾来到这里专题调研，
这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株洲航空城产业发
展和“两机”重大专项建设的高度重视。

凤凰山下，中国航空产业正积蓄新的
力量，如浴火涅槃的凤凰，振翅高飞。

钢铁“凤凰”展翅飞

高峰护塔
2月1日， 雪后天晴，永

州市铜山岭电视调频转播
台，工作人员梁文丰为电视
微波发射台除雪。梁文丰49
岁， 在海拔964米的铜山岭
山峰上工作了30年。该台负
责中央电视台和湖南电视
台的微波传输，覆盖电视观
众达200多万人。 黄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