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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日讯（通讯员 覃瀚仪 记
者 李治）低温雨雪来袭，为保障市民“菜篮
子”供应，长沙市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多方
筹措，确保农产品市场供应充足。

海吉星蔬菜批发市场相关负责人今天
介绍：“受雨雪低温天气影响， 今天海吉星
蔬菜价格较昨天平均上涨约5%。 从早上8
时至下午5时，园区蔬菜进场量为3380吨，
总体蔬菜供应平稳， 海吉星市场也在一周
前组织经营户储备货源，全力保障供给，确
保湖南人民的‘菜篮子’供应。”

为保障车辆通行安全，从2018年12月
30日凌晨开始，市场所在地长沙县黄兴镇
全体机关干部、各村（社区）党员突击队和
环卫工人、志愿者等，分区域分时段对各主
次干道、桥梁路面结冰情况进行巡查处置。

截至目前， 已经出动巡查车辆270余
台次，出动巡查人员600余人次，对通往海
吉星蔬菜批发市场的劳动路大桥、 黄兴大
道、黄江公路、干杉收费口等桥梁及部分积
水积雪路段进行撒盐作业， 确保路面不结
冰，保障蔬菜运输车辆通行。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刘昭云）“感谢你呀，蒋书记，要不
是你开车把我妈及时送到医院， 我妈恐
怕有生命危险。”今天上午，邵东县魏家桥
镇合力村村民阳淑华的儿子， 紧紧握住
村支部书记蒋震宇的手，感激地说。

2018年12月31日凌晨1时左右，外
面冰天雪地，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蒋震宇惊醒，原
来是村里70岁的老人阳淑华突发心脏
病，情况紧急。蒋震宇赶紧从床上爬起
来，开车就往阳淑华的家中赶。接到老
人后，又急忙赶往县城医院。

天下着雪， 地面温度只有零下5摄
氏度，路面结冰严重，道路很难走。行驶
到机场跑道上坡路段时，因为路面打滑
几次都无法冲上坡，而此时的阳淑华脸
色惨白，呼吸困难，情况十分危急。蒋震
宇立即叫妻子送来除冰工具，并打电话
喊周围的党员和群众前来帮助除冰。在
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将上坡路段的冰铲
掉，车子得以继续前行。

凌晨2时半， 蒋震宇将病人安全送
到邵东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并陪诊至早
上7时。在阳淑华老人情况基本稳定后，
他才开车赶回村里。

抗击冰雪，
机场“大脑”决胜千里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抗冰保畅侧记

干群合力
铲出生命通道

“海吉星”力保“菜篮子”供应

坚守岗位过元旦
1月1日，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天子山索道工作人员冒着冰雪在索道支架上巡检。 当天， 该景

区旅游从业者坚守一线， 为游客营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吴勇兵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寒风料峭，水下湿冷，他艰难行至航标前，用尽全身力气

将航标链从标石中扯出。 直至200多斤的航标被成功移送至
巡航艇边，他在水下足足待了20分钟。

爱心，穿越冰天雪地
冰雪美丽，但对于难见大雪的南方人来说，它还意味着产妇

无法就医的危险、乡村断电后的寒冷、血站备血不足的风险……
2018年12月30日4时许，地处山区的安化县滔溪镇孕妇

李女士出现临产症状，因滔溪镇卫生院条件有限，需送往该
县人民医院分娩。但大雪封路，紧急情况下，家属向安化县公
安局滔溪派出所报警求助。

人命关天！民警赶紧多方联系，最终找到一辆小型铲车
一路开道，并在产妇乘坐的小汽车上安装防滑链，请驾校有
丰富经验的教员驾车护送。

当天，李女士顺利抵达安化县人民医院进入产房待产。
“供电所吗？ 什么时候可以来电啊， 家里实在太冷了……”

2018年12月30日上午9时35分，平江县咏生村大雪纷飞，国网平江
县供电公司加义供电所接到了咏生村党支部书记的求助电话。

险情就是命令。由于咏生村地处山区，天冷雪厚路滑，抢
修车无法通行，必须步行过去。步行至少要半个钟头，如果趟
水过河就只要几分钟。

于是，抢修人员直接跳下了冰冷刺骨的咏生河。队员们
肩扛抢修器材，手拉着手，踏着没过膝盖的冰水，一步一步向
对岸走去。14时42分，线路全线送电。

2018年12月29日， 湖南电网负荷首次突破三千万大关。
截至29日18时，国网湖南电力累计投入12800余人次、车辆

2600余台次开展冰情观测、特巡和抢修；出动179个固定哨人
员、启用1485个流动哨，24小时监视冰情。

恶劣天气可能导致事故频发，血液需求猛增。在湖南南
部的郴州市，为保障医疗临床用血安全，该市对血站水电供
应设施、采供血设备进行细致核查，同时与下属各县市中心
储血点紧密联系， 保障距离市城区较远的县市及时安排送
血，确保各种血型血液均有储备。

温暖，进入2019
“妈妈，走呀，我陪你铲雪去。”在长沙市芙蓉区韭菜园街

道八一桥社区，一大群铲雪除冰志愿者中，一个小小的身影
格外引人注意。

2018年12月31日早上，社区工作人员王玉婷本想趁两岁
的孩子淘淘还没睡醒，偷偷出门铲雪，没想到淘淘突然醒来。
他立马跳下床，要跟妈妈一起去铲雪，嘴里还念叨：“我也要
去帮大家铲雪，不然小朋友们都不能出来玩了。”

据湖南省文明办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12月30日，全省有1万
多支志愿者队伍，超过45万名志愿者，冒着大雪和严寒，奔赴抗击
冰雪第一线。“看到雪，就想到那些孤残老人。”12月30日，宁乡市
西部山区的乡村医生周白龙早上没吃饭就背起药箱出门送药了。

周白龙经常联系附近村里的17名孤残老人，其中11名有
疾患，他担心，如果不送些药去，雪多下几天或形成冰冻，老
人们很可能无药可吃。雪很深，徒步送药的周白龙鞋袜湿透，
直到给最后一位老人送完药，他才顾上把鞋袜换了。

2019年1月1日，大雪初霁，冰冻持续。在辞旧迎新的祝福
声中，湖南有数万人坚守在除冰保畅一线……

（新华社长沙1月1日电）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长沙县是三湘首善之区， 在2018

年度全国百强县评比中排名第五，连续
多年领跑中西部。长沙县检察院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法治产品、检察产
品，先后荣获众多“国字号”荣誉———两
次荣立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并荣
获全国检察机关科技强检示范院、全国
检察机关文化建设示范院、全国检察机
关优秀公诉团队、全国检察机关文明接
待示范窗口、 全国巾帼文明岗等殊荣。
通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终于捧回“全
国模范检察院”奖牌。

“我们多一分付出，群众就多一分平安”

通讯员 邓竹君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全体，EU2754，14号位。”
2018年12月30日12时20分，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AOCC（运行控制指挥中心）发出了这
条呼叫。12时40分，三亚-长沙EU2754航班落
地，标志着临时关闭的黄花机场恢复通航。

刚刚结束的元旦小长假， 省机场管理集
团统筹部署、科学调度，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冰
雪抗击战。

元旦假期3天，黄花机场共安全保障了旅
客13.5万人次出行、航班1100架次起降。

在此次抗击冰雪中，作为机场“大脑”的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AOCC充分发挥信息中枢
功能，通过精准指挥，除冰保障各环节无缝衔
接、高效协调。

超大的电子屏、 酷炫的显示系统……在
黄花机场AOCC，偌大的控制中心内，各席位
工作人员紧盯着眼前的屏幕， 时不时通过对
讲机传话。

2018年12月29日晚，收到气象雪情预警，
AOCC值班员马上发布天气警报和航行通报。

“大脑”一呼百应，“手脚”灵活运用。几秒

钟后， 这些情报就被传送到了各航空公司和
飞行区、航站楼等相关单位的信息平台上。

随着雨雪加大，AOCC于2018年12月30
日零时15分发布三级响应（蓝色预警），一场
抗击冰雪战在黄花机场打响了！

AOCC大厅一片忙碌，对讲机、电话的声
音此起彼伏。

“飞行区已被白雪覆盖，东、西跑道摩擦
系数均低于运行标准，建议关闭跑道，进行跑
道除冰雪。”2018年12月30日2时15分，AOCC
接到了飞行区管理部报告，计划于3时开始对
跑道进行除冰雪作业。

AOCC根据这一报告，通知相关单位迅速
出动。

3时，一切安排就绪，全体人员准时出发，
出动吹雪车、除冰液撒布车、摩擦系数测试车
等车辆设备，对跑道冰雪进行清除。

可飞行区内，除了跑道，廊桥楼梯、机坪
等除冰保畅压力还在加大！

4时50分，AOCC发出指令： 在长沙的集
团全体人员迅速集结！一呼百应，相关单位千
余名值班、 备勤人员立即赶往飞行区、 航站
区。

7时,AOCC发布二级响应 (黄色预警)。10
时26分发布: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预警响
应。

省机场管理集团作出统一部署：机场机
务保障部与运控室指挥员迅速成立航空器
除冰指挥小组； 机场安质部成立机位人工
除冰指挥小组； 飞行区管理部成立跑道滑
行道除冰指挥小组。 几支指挥小组全由
AOCC统一调度指挥安排，全力以赴保障航
班安全起降！

一连串的指令相继从AOCC发出———
10时28分，要求货运部门组织积雪清运；
11时12分，通知场务小型除雪车在204机

位处置之后再处理254机位；
11时43分，西跑道测试摩擦系数为0.60；
11时50分，204机位除冰完毕；
11时52分，A1-A7联络道已除冰完毕；
12时5分， 通知场务进行14机位除冰，落

地航班安排14号机位：
12时40分，三亚-长沙EU2754航班进港，

安全停降14号机位。
至此，机场恢复正常运行。抗击冰雪战，

赢了！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见习记者 赵志高

路面结冰、桥梁封冻、通行受阻……
2018年年末，怀化遭遇持续雨雪冰冻

天气，迎来了10年来罕见的大雪，抗击冰
雪任务十分艰巨。

人力、物资、车辆迅速涌向一个个危险
“冰点”， 怀化市委、 市政府坚定打响一场
“抗冰雪、保民生、保生产、保稳定”的攻坚
战。党员干部走上一线，在冷雪中、在寒风
里，用双手和汗水融化这个城市的冰封，把
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

人民生命高于天， 用党员
干部的高辛苦指数换取人民群众
高安全指数

“如果没有你们伸出援助之手，我这条
老命就完了，共产党好！”1月1日，在湖南医
药学院附一医院的病房里， 怀化市鹤城区
盈口乡团结村90岁的村民郑太平，对前来
探视的医护人员深情地说。

老人的感慨，发自肺腑。
2018年12月30日上午，郑太平突然昏

厥，口吐白沫，生命垂危。
接到急救电话，湖南医药学院迅速组成

一个急救小组，驱车朝着团结村飞驰而去。
车到了村边，深深积雪覆盖山路。“快，

下车步行。”救护车司机张应斌果断决定。
医护人员一路小跑，雨雪浸湿了鞋袜，

一片冰凉。几个转角路滑处，摔倒在地，爬
起又跑，全然不顾。

来到郑太平家，考虑到病情太重，马上
送医院住院治疗。

积雪深，山路陡，加之老人年纪大，担
架抬人不可行。 张应斌和医生张丕杰及病
人家属接力背老人下山。送到医院，确诊为
脑梗塞，科室休假的医生被召回。因救治及
时，老人转危为安。

“用党员干部的高辛苦指数换取老百
姓高安全指数。”在抗击冰雪中，怀化市委
这样要求各级各部门和党员干部。

2018年12月31日上午，沅陵县大合坪
乡池塘村回娘家探亲的一名孕妇提前临产
发作，需送医院分娩。由于道路结冰，车辆
难以通行，情况十分紧急。

接到大合坪乡政府的报告， 沅陵县卫
计局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 一方面由乡
里安排有防滑链的救援车辆， 将产妇送至
库区的北溶乡朱红溪集镇。 另一方面组织
县人民医院孕产妇急救中心包乘客运快艇
走水路赶到朱红溪集镇接应。

库区冰寒，同心温暖，再大的风雪也挡
不住生命的脚步。快艇一路飞驰，当地下午
2时到达沅陵县城。

路面积雪除一分，安全出行
多一分，党员群众的感情多一分

2018年12月31日，怀化街头冰雪覆盖
着大街小巷，路上行人摔倒、车辆打滑随时
可见。

“路面积雪除一分，群众安全出行多一
分。”怀化市委、市政府发出开展铲雪除冰活

动。当天，领导干部、公安民警、党员突击队、
志愿者、公司职工……他们放弃休假，拿起铁
锹扫帚铲雪除冰，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不仅是在怀化城区，在怀化各县城，机
关干部纷纷走上街头，铲雪除冰，用热汗驱
散严寒。

与抗洪救灾一样，哪里有险情，哪里就
有解放军。2018年12月31日下午， 大雪刚
停， 解放军驻会同某部官兵出动6台铲车，
分两组对县城主干道进行彻底清除。 随着
移动的“橄榄绿” 和巨大的机械臂不停忙
碌，街面厚厚的积雪被不断铲除，浓浓的军
民鱼水情在会同街头再次真情演绎。

在怀化，哪里有危险，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

国网怀化供电公司集结抢修队伍上千
人,全力保障供电；全市公安部门民警、交
警全部投入一线，疏导交通，维护秩序，报
纸、电视、网络、手机短信等第一时间向群
众发布天气和抗灾救灾消息。

温暖在传递，感动在溢出。
“屹立不倒”军大衣成“网红”。2018年

12月28日18时，国网怀化供电公司输电运
检室电力工人王一峰、刘昌武，从西晃山冰
情监视哨回到哨所房间， 本想脱下身上僵
硬冰冷的大衣放在地上烤干， 却发现大衣
在地上“屹立不倒”。

大雪中民警张乐群背老人背影“刷屏”
了。2018年12月30日9时，沅陵县城一位老
人在过马路时不慎滑倒， 执勤民警张乐群
立即背着老人行走在风雪中。

天寒地冻, 冻不住干群抗击
冰雪的脚步，党心民心心连心

持续雨雪天气发生后，水、电、气能否
正常供给，人民群众出行是否安全，是“抗
冰雪、保民生”的一大紧急要务。对此，怀化
市提出：必须急群众之所急，细心、细心再
细心。

怀化市主要领导多次进行安排部署和
调度，并分赴电力、高速公路、供气、供水、
交警等部门检查相关应对工作， 到怀化高
铁南站和怀化火车站， 看望因雨雪冰冻天
气耽误行程的旅客。

2018年12月30日凌晨，一台河南南阳
至昆明大客车困在怀化西服务区，37名乘
客中有不少老人和小孩。 因天冷致很多乘
客感冒，一些有心脏病、高血压的乘客面临
生命危险。得知情况后，鹤城区委、区政府
派出党员干部救援小分队，送水、送药、送
食品，并在服务区建起临时救助站。

只要高速上有滞留旅客，一个电话，一
条短信，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冒着严寒，不
惧辛苦， 把暖暖的心意送给滞留在路途上
的旅客。至今，在怀化境内，接受帮助的旅
客达万余人。

“真情在危难时显现，感情在危难时建
立，每到最危险的关头，总是能看到党员干部
的身影，党心、民心冰不了，割不断。”接受过
帮助的山东大挂车司机杨朝安感动地说。

冰雪冻结了大地， 冻不住干群抗击冰
雪的脚步。五溪儿女，正以他们的行动温暖
消融着漫天冰雪。

冰雪中，传递温暖与关怀

通讯员 邹水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2018年12月30日， 平江县南江镇银装素
裹，分外妖娆。不料，一场劫难悄悄降临在该镇
高坪村何某江及其家族头上。

10时许， 何某江驾着白色奔腾轿车载着亲
戚大小6人去作客，途经高坪村方家老屋组村民
方等勤的门前时，因路滑轿车不幸坠入离路面3
米高的鱼塘中，车头被水淹没了一半，大半个车
身露在水面。

当时，路上行人稀少，在家门前看雪的村
民何展燕发现坠车事故， 马上赶至家中喊丈
夫方等勤。见情况危急，方等勤急忙喊来在隔
壁新房搞装修的方日良、欧阳汪涛和戴迎春，
一起展开施救。 方等勤与妻子从家中找来木

棍、铁锤、钢钎等工具递给施救的3人 ,同时打
电话报警。因车窗呈关闭状，欧阳汪涛用铁锤
敲车窗玻璃，却怎么也敲不烂。方日良、戴迎
春用钢钎、木棍撬车门，车门也纹丝不动。

情急之下，欧阳汪涛不顾严寒，跳到齐腰的冰
水中，用钢钎使劲扎前门玻璃，终于把玻璃扎烂，
救出驾驶员何某江和副驾驶何某彬。 闻讯赶到的
村民方庆明和南江派出所4名干警，与大家合力撬
开后排车门，救出了后排被困的大小4人。

开着皮卡车前来送货的南江镇欧派厨卫老
板何刚毅，此时也加入施救队伍，他们将6名落
水者先后分3次送往南江镇医院抢救。因车子是
仰翻，加之墈的高度有3米之高，车翻时冲撞力
大，对车内人的伤害较重，经全力施救，车内4人
脱险，两人不幸遇难。

冰天雪地里，轿车不慎滑入鱼塘———

平江百姓忙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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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贸城同步

开业， 该商贸城总建筑面积180万平方米，专
业市场面积80万平方米， 商铺1.5万余个，系
中国“一带一路”（中部）商贸物流产业示范基

地，致力于推动湘潭市、湖南省和中部地区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对接“中部崛起”国家战
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民营经济和商贸
物流产业集聚联动发展， 助推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