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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见习记者 赵志高

忽如一夜冰雪来。2018年12月27日
以来，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雪席卷五溪大
地，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
影响。

特殊时刻，怀化市委、市政府反应迅
速，吹响了抗击冰雪的集结号。全市党员
干部迎雪而上，扛起责任和担当。

皑皑白雪，映照党旗更鲜艳；冰雪如
镜，折射党性与忠诚。

冰雪困住道路，阻挡不了归途

2018年12月31日下午2时10分，常
瑞高速湖南沅陵出口， 一台台满载货物
的重型卡车鱼贯而入， 半公里长的工业
园大道两旁，排成两条车队长龙。

“往吉首方向高速出现交通情况，省
领导要求沅陵、 桃源等沿线出口做好车
辆分流，减缓高速拥堵压力。”沅陵县交
警大队长熊良生说。接到任务后，县交警
部门赶紧把沅陵县工业园区大道腾出，
让高速下来的车队就近停放。从30日晚
到当天中午， 这里共接纳200多台重卡
和100多台小车。

沅陵镇政府得知情况， 购买方便面、
面包、医药物品，连夜组织干部和社区医
务人员赶去，搭建临时帐篷，通宵为司乘
人员免费提供服务。

“危难之时见真情，在沅陵，我深刻
感受到党的温暖！”当天中午，山东司机
时学红接过沅陵县委书记钦代寿递给他
的一桶方便面时，发自内心地说。

当天下午4时多， 常瑞高速恢复交
通，滞留10多个小时的重卡车队徐徐离
开，不少司乘人员摇下玻璃窗，留下了一
串串感谢声。

冰雪困住道路， 但阻挡不了旅客回
家的路。在麻阳，传颂着一个路地携手送
旅客回家的故事。

2018年12月30日下午1时， 怀化铁
路公安处麻阳火车站派出所接到麻阳公
安局紧急情况通报：因大雪封路，从深圳
汽车总站发往四川南充的一趟载有22
名旅客的长途客运汽车， 被困在该县岩
门高速收费站，请求铁路转运。

麻阳火车站派出所立即行动， 与车
站客运部门密切配合， 为滞留旅客提供
专门休息区域， 安排专人集中办理了购
票事宜。 当天下午4时， 在一阵感谢和

“再见”声中，22名旅客顺利登上回家的

列车。

冰雪阻隔山路， 阻隔不了
温暖送上门

“这么天寒地冻， 你还给我们送棉被
来，太感谢了。”2018年12月28日，辰溪县
船溪乡长坡村残疾贫困户李金蛇握着该县
纪委帮扶干部向毅的手说。

在半个月前的走访中， 向毅看到所联
系的贫困户李金蛇家里棉被很单薄。 这次
暴雪来袭，怕他和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挨冻。
于是，这天他准备了4床棉被，踏冰履雪送
到他家中。

“决不让一个贫困户挨饿受冻。”27日
至28日，辰溪县纪委监委全体干部带着大
米、食用油、木炭、棉被、棉衣等物资奔向扶
贫联系点的船溪乡长坡村和田头坪村。途
中， 有个地段被冰冻封路， 他们就肩扛手
提，把党的温暖送到116户贫困户心中。

干部多一分付出，群众就多一分平安。
解决孤寡老人和贫困群众等弱势群体生产
生活和困难， 是怀化市委抗击冰雪工作的
重点。

2018年12月30日中午，会同县若水镇
里龙村的山道上， 几名挑着草料的干部从

村部踏着雪缓缓行进。
由于冰雪封住了山路， 该村一组贫困

户明新华的6头“扶贫牛”即将“断粮”。看着
饥寒交迫的牛群，明新华心急如焚。村党支
部书记明长华和驻村扶贫队员闻讯后，决
定“雪中送草”。经过近两小时的艰苦行走，
将200多公斤草料送到明新华的牛栏前。

“非常感谢你们及时抢修线路，在寒
夜来临之前，送来了光明和温暖。”2018年
12月30日17时许， 经过5个小时艰苦作
业， 当辰溪县供电公司抢修队员孙凤华，
将10kV煤矿线005号杆真空断路器合闸
的一瞬间，辰溪县潭湾镇麻田冲村的村民
们家的电灯终于亮了，村民们都高兴地跳
起来。

“用我们的千辛万苦，换来百姓万家灯
火。” 辰溪县供电公司副经理曹东海介绍，
从2018年12月27日以来， 该公司已派出
430余人次的抗冰保电队伍进行抢修抢险
工作，共抢修、恢复电力故障130余处，保
障全县19万余户人民群众的正常用电。

59条线路发生覆冰，停运18条。连日
来，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面对严峻的抗冰保
电形势，组织了“党员抢修突击队”，爬山攀
塔，以热血融冰的气概抗冰保电。目前，停
电用户大部分恢复供电。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黄慧萍

2018年12月31日上午10时， 滞留
国道G207双牌县马知凹大桥两端的车
辆缓缓通行。 从山西开车前往广西的
驾驶员侯勇大声道谢：“谢谢双牌人民
的免费早餐！”

31日清晨7时，双牌县交警大队值
班人员在巡察中发现，受降温影响，马
知凹大桥桥面再次结冰。于是，立即对
大桥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不
一会儿，滞留车辆排成了两条长龙。

双牌县交警大队立即安排增援人
员带着方便面和热开水赶到马知凹大
桥，免费发给滞留人员。县公路局、交
通局等迅速派出人员， 带着除冰设备
赶往马知凹大桥。并通过“新湖南双牌
频道”等发布消息，告知大家马知凹大
桥车辆滞留， 请大家绕道或另外安排
出行时间。

双牌县政协委员、 民营企业家程
贵生、唐亚东闻讯后，首先想到长途奔
波的司乘人员、 现场除冰人员还没吃
早餐。 两人立即安排员工煮了一大锅
热气腾腾的森林土鸡蛋， 买来刚出笼
的馒头、包子、豆浆等，用保温箱暖着，
驱车来到马知凹大桥， 无偿分发给滞
留在这里的司乘人员、 开展除冰作业
的公路、交警、交通等部门工作人员。

这时， 附近山区的群众也得知了
消息， 大家有的免费为滞留的司乘人
员和现场除冰人员送热开水、食物，有
的从家里带着铁锹等工具，参与除冰。

从宁夏开车运货到广西的司机李
增说 ：“原打算挨饿或花高价买食物
了， 想不到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免费早
餐。”

通过大家努力，上午10时，马知凹
大桥恢复畅通。

“雪”染的风采
———怀化市抗击雨雪冰冻剪影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 （记
者 郑旋 ）昨晚至今天凌晨，长沙积雪
未化。早上6时不到，长沙市城管执法
局40多位执法队员兵分两路， 踏上橘
子洲大桥和银盆岭大桥铲冰除雪。与
此同时，该局主要领导也分6组出发分
区调度。天亮前，全市所有过江桥隧、
立交桥面无结冰，城区主动脉畅通。

据介绍， 长沙市城管已出动2.2万
余人、车辆设备500余台，开展“清余
雪、勤撒盐、防冰冻”三大攻坚战，全市
城管环卫市政执法部门全员上路、连
夜奋战、轮番撒盐、严防死守，过江桥
隧、重点区域、主次干道积冰残雪基本
清除。 同时， 累计向各区发放融雪剂
1241吨、麻袋2.8万条。

在此次抗冰雪过程中， 长沙全市
上下联动攻坚， 各部门街道社区共同
参与，采取包路段、包桥梁的形式扫雪
除冰，形成强大合力。据悉，除了出动
人力， 长沙城管部门还精准施策防冰
冻，调集无人机设备，对全城积雪情况
进行监拍。

清余雪、勤撒盐、防冰冻
长沙城管

2.2万余人出动
保畅通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 文兰

“来电了!”2018年12月31日0时31
分，南岳镇延寿村的电灯亮了，游客们大
声欢呼起来，欢呼声响彻山谷。

元旦小长假， 新一轮的冷空气“光
临”， 南岳衡山冰凌雾凇美景持续“在
线”，游客与工作人员齐心协力抗冰雪的
场景，也成为一道节日里的别样“风景”。

原来在2018年12月30日晚，出于安

全考虑，南岳衡山景区于当天15时开始
禁售进山门票， 但仍有大量游客执意上
山住宿。 游客的成倍增长， 加上严寒天
气，景区用电量严重超荷，导致晚上9时
许坐落于景区内的南岳镇延寿村出现变
压器过载跳闸。

接到信息后， 南岳区委书记曾建华
立即主持召开紧急调度会， 要求全力以
赴保证景区的正常运转和游客安全。

此时，景区的盘山公路上，气温已降
至零下八九摄氏度，行走都极为艰难。抢

修人员拿着手电筒，带着抢修设备、材料徒
步进山……经过1个多小时步行， 抢修人
员到达延寿村， 并排查出引发停电故障的
原因。由于现场缺少光源，抢修人员不得不
打着手电筒进行抢修。

一束光、 两束光、 三束光……不一会
儿，越来越多的手电光照往抢修的电杆上。
原来是周边的群众和游客听闻抢修人员在
抢修， 自发地拿着手电筒和手机为抢修照
明。

“外面又黑又冷，你们赶快回屋去吧 !
我们尽快抢修通电。”一抢修人员说。

“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你们冒着严寒来
到山上抢修，不容易!我们陪着你们抢修!”
有游客们坚决地回应。

在游客和维修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
过近两个小时的抢修，线路终于通电。

� � � �深夜停电，南岳电力人员冒着风雪进山抢修，
游客打手电筒帮忙照明———

“我们陪着你们！”

“谢谢双牌人民的
免费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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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翔 曹伟祥） 今天，在
永兴县马田镇， 由该镇党员干部组成的
抗冰服务队， 冒着严寒奋力挥舞着铁锹
和扫帚， 对境内的京广铁路、107国道、
京珠高速马田出口等开展铲雪除冰行
动，方便了群众安全出行。

面对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该县启动应对冰冻雨雪天气应急预
案，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防范。县里从
城管、交通、交警、电力、燃气、民政、消
防、 农业、 市政等部门和16个乡镇街
道，抽调人员组建了30支抗冰服务队，
奔赴村组、社区、农村、企业、桥梁和各

个重点路段、重点场所，开展抗冰救灾工
作。特别是党员干部，扑在抗冰救灾第一
线，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抗冰保生产，并看
望慰问贫困群众。

目前， 该县30支抗冰服务队2000多
名党员干部职工持续奋战在村组、社区、
道路一线。 已组织道路撒盐、 铲雪除冰
200多公里， 恢复供电、 供水设施100多
处， 帮助司乘人员和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2000多起。

永兴30支抗冰服务队战斗在一线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勇）“今天装车82台， 又刷新纪录了。”2018年12月29
日， 长岭炼化装油车间公路装车岗位计量员方国辉上传
完出厂数据，随即向班长汇报当天出厂情况。

近段时间以来，中部省区连续出现低温雨雪天气。对
此，长岭炼化在加大油品管道输送出厂负荷的同时，多方
加大公路出厂量，拉通偏远地区油品运输“最后一公里”。
目前，该公司公路油品出厂达一天1000吨以上，创历史
新高，确保县乡市场防寒油品供应。

油品公路出厂， 是长炼关键风险控制点之一。伴
随油品公路出厂量增加， 长炼装油车间加大现场检
查，落实领导人员、专业负责人定点联系岗位制度，及
时发现和消除不安全因素与行为。同时，优化装车服
务，实行提前入场等候制，装车工轮流用餐，节假日值
班干部现场参与装车作业。在出厂任务突增时，装油
车间主动加班为客户延长装车时间，保证车辆当天到
厂当天出厂。

除
冰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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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上图：2018年12月31日， 长沙县望
仙东路新奥燃气储配站内， 工作人员对
天然气供气设备进行铲冰除雪处理。当
天，长沙新奥燃气开展“铲冰除雪”行动，
确保管网运行安全， 正常供应居民生活
用气。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左图：2018年12月29日， 龙山县大
安乡翻身村，供电公司员工冒着零下10
摄氏度的严寒巡检电力线路。 寒潮来
临，该县供电公司组织10多支党员服务
队，实时掌握线路、杆塔积雪覆冰情况，
发现隐患及早处置，确保电力设备正常
运行。

田良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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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记者 蒋睿）2018年12
月30日清晨，湘潭城区一片银装素裹。假期第一天，早起
的人们已经迫不及待在朋友圈晒出了各种雪景， 但还有
一帮人已经踏上了除雪去冰的路上。

“28日，街道党委就下发通知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取消
休息，实行24小时值班。”2018年12月30日凌晨5时，雨湖
区窑湾街道罗祖殿社区主任肖铁花就开始在雪中巡逻。
她告诉记者，社区共有1万多人，为了群众出行安全，需要
在社区上、下坡处放置麻袋、纸盒等防滑物件。2018年12
月29日， 社区工作人员就已经将降温降雪的温馨提示贴
在了大街小巷。

2018年12月30日上午，湘潭市发布紧急通知，全市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从下午1时起，取消元旦放假，组织机关干
部职工并发动群众上街清除积雪。 湘潭市交警支队除窗口
民警内勤值守外，其他民警全体上路，对全市关键路段进行
值守。为了确保城郊结合部的车辆顺利通行，岳塘、雨湖交
警大队组织专人对路面撒盐铲雪。 市民政局在元旦假期前
夕制定了预防大雪防灾方案。同时，在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地
区设立开放式救助站和临时庇护避寒场所。截至2018年12
月31日上午10时，该市已分散转移安置受灾人员213人，下
发棉被7059床、棉大衣4475件、米油1520份。

大雪临城添靓景， 景中故事暖人心。2018年12月30
日下午1时，湘乡市栗山镇一位老人在路上突发心脏病倒
在雪地中，栗山派出所副所长张兴业赶到现场后，冒雪将
老人背上警车送往医院治疗。今天早上车流高峰时段，湘
潭莲城大桥河西往河东方向约有1公里长护栏倾倒，交警
立即设置警戒带并扶正护栏。见此情形，不少路过的驾驶
员一起参与其中，道路在不到半小时便恢复通畅。

取消休假除雪抗冰
湘潭

确保偏远地区油品供应
长炼

湖南日报2018年12月31日讯（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
者 张璇）元旦小长假第一天，岳阳市普降大雪，此次降雪
平均雪深16厘米， 刷新了20年以来该市第二大降雪纪
录。

雪情就是命令。12月30日， 岳阳市召开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电视电话会。会后，市委主要负责人
又赶往华润燃气、岳阳东站、岳阳电力公司、岳阳市自来
水公司现场调度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防范应对工作。

该市交通、城管、电力等部门全员下一线，对桥面、隧
道口、 陡坡路段等易积雪结冰及易滑坡地段进行全面检
查。 岳阳高速支队各大队对辖区桥梁采取压减车道的措
施，确保行车道不出现结冰现象。截至目前，各省道干线、
重要桥梁及重要路段路况良好，均为正常通行状态。

该市城管局系统出动突击队员500余人， 派出专业
设备除雪车、清扫车、装载机等10余台套，重点对城区琵
琶王立交桥、梅溪港大桥、七里山高架桥、巴陵大桥、洞庭
大桥等主干道铲雪除冰，抛撒融雪剂150吨；对城区9座
人行天桥铺设防滑毡子布3000平方米，确保车辆及市民
出行安全。

国网岳阳供电公司运维人员集结一线， 对变电站展开
特殊巡视和夜巡，220千伏昆峡线等24个人工固定冰情监
视哨已全部进驻监测，37个电网融冰监视哨实时观测并上
报覆冰监视情况，全力确保岳阳地区电力可靠供应。

岳阳市文明办、 市志愿服务组织联合会发动全市公
益团队参与铲冰除雪保畅通志愿服务。截止31日18时，全
市参与冰除雪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人数逾5000人，志愿服
务时间超过20000小时。

众志成城浴“雪”奋战
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