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橘子洲景区恢复对外开放
1月2日，长沙橘子洲景区，游客在游园赏雪。因冰雪天气影响，该景区于2018年12月30日起暂停接待游客。当天，该景区根据天气情况及广大

游客要求，恢复对外开放，同时橘子洲地铁站也恢复运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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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充满期待和向往的元旦假期，在
除雪抗冰的紧张与忙碌中倏忽就过去了。3
天时间，没有亲友相聚的放松，没有掩卷沉
思的雅趣，也没有纵情山水的闲暇，更没有
早睡晚起的奢侈；有的是雪地挥铲的身影，
是来回巡察的奔波，是七嘴八舌的会商，是
加班加点的付出。

在这3天的“没有”与“有”之间，我更加
鲜明地体会和感受到了一个团队、 一个群
体的力量， 体会和感受到了身上肩负的使
命责任，体会和感受到了组织体系的重要，
体会和感受到了集体主义精神的神奇。

3天里，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和低气
温，全市上下见雪不见灾，见车不见堵，见
人不见怨。干群同心同德，不分分内分外，
生活有效保障，市政运行良好，企业生产正
常，道路交通顺畅，扶贫帮困及时，得到了
上级的肯定，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在和平社
区， 我看到一个老奶奶在雪地拖着颤巍巍
的身躯参与清扫， 一群有着红扑扑脸蛋的
小学生边打着雪仗边帮着大人们除冰；在

建设路口，几名交警警容严整，有的在指挥
交通，有的在挥汗如雨铲着积雪，有的在扶
着过街的病弱者；在火车站，我看到数百名
滞留在潭的外地旅客在喝上姜茶、 拿到旅
馆休息房钥匙时， 略带疲态和焦急眼神中
的那份信任和欣喜；在气站、在水厂、在每
一个关键岗位重要部位， 随时都能看到在
凛冽寒风中坚守和劳作的人们。

于是我在想：有了这样的一群人、这样
的干部、这样的群众，他们任劳任怨、雷厉
风行、舍小家为大家；他们团结一心、众志
成城、齐心协力，还有什么困难不可克服，
还有什么挑战不可战胜呢？ 毛主席讲，“战
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组织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决定的
因素”。 这次除雪抗冰救灾工作的初步胜
利，再次证明：什么时候，干部率先垂范、身
先士卒， 群众就有标杆就有信心； 什么时
候，群众全力支持、主动参与，我们就有支
撑就有力量。正因为有了他们，我对可能严
峻复杂可能压力重重的2019年，充满必胜的
信心和奋斗的激情!

(作者系湘潭市委书记)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星波

永连公路蓝山县岭脚至南风坳路段，5小
时抢通； 益阳资阳区境内国道G319线、 省道
S317线、国道G234线全部畅通；凤凰县境内
国道G209线、凤大二级公路，经10小时紧急
抢险，全线恢复通车……

在与冰雪天气的正面“交锋”中，省公路
管理局迅速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抗击冰雪
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决策部署， 局领导分赴各
市州督导抗冰除雪保畅； 各级公路人充分发
挥“甘为路石、敢承大重”的“铺路石精神”，始
终坚守抗击冰雪第一线， 全力保障每条普通
公路安全通畅。

截至1月2日18时， 全省已抢通22条因冰
雪受阻的国省道， 目前还有14条正在奋力抢
通中。

破冰除雪，勇当“急先锋”
2018年12月29日凌晨， 来势汹汹的一场

大雪，给泸溪境内的国道G319线通行带来极
大压力。

国道G319线，是泸溪县城连接老县城武
溪镇以及常吉高速的主要通道， 并与多条乡
镇道路相接，交通流量大。特别是岁末年初，

一旦冰雪封路，将造成大量人车滞留。
迅速出动！泸溪公路部门组织路政、养护

人员全员上路，吹响了抗击冰雪的“集结号”。
在雪地里装融雪剂、撒融雪剂，最恼人的就是
雨水、雪水防不胜防，直往衣服、鞋里钻，风一
吹，冰冷刺骨。

路政队员颜方勇，已连续多日高烧不退。
面对紧迫的抢险任务，他没有退缩，喝了两口
水一把药后， 又继续拿起铁锹投入到抢险任
务中。同在抢险战场的唐建国几次劝他休息，
他笑着摆手道：“没事， 没事， 路抢通了就好
了。”

经过6小时奋战，G319全线恢复交通。
哪条路有积雪， 哪里就有公路人冲锋在

前的身影。
2018年12月31日凌晨4时，永州冷水滩区

城郊多条路段出现路面严重结冰险情。 冷水
滩区公路局立即成立多组抗冰小分队， 乘着
夜幕赶赴各条公路干线，对路面、桥面扫雪除
冰。队员们打着手电筒，一铲一铲地抛撒融雪
剂，确保天亮之前抢通各个路段。

无私救援，温暖回家路
冰天雪地中，有这样一群公路路政人，为

滞留的车辆、群众义无反顾地伸出救援之手，

温暖了他们回家的路。
2018年12月30日，因高速公路封闭，多辆货

运车滞留在省道S312线金竹山互通交叉路口。
冷水江市公路局毛易超限检测站的路政

人员， 闻讯后赶紧为滞留的货车司机送来了
热水和方便面。

“以前只知道治超严、处罚重，认为他们
是故意刁难我们。现在冰天雪地，他们还给我
们送水送吃的， 才知道他们是真的为我们
好。” 货车司机感动地说，“虽然治超很严，但
我们现在很暖。”

为了方便沿线车辆和人员取暖、休息，毛
易超限检测站在站内设置了便民服务点，把
开水、 方便面、 急救药箱等搬到了办公区门
口，免费提供给来往有需求的群众。

这样的暖心之举， 在这场抗击冰雪战中
接连发生。

1月1日23时， 隆回县境内的省道S312线
苗田路段，一台鲁Q4B15R大货车因车辆打滑
被困，车上的两名山东司机又饿又冷。隆回县
公路局路政、养护人员巡查发现后，赶紧帮忙
救援车辆， 还特意往返近30公里从镇上买来
面包和矿泉水，送给司机。

“你们就是冰雪路上最温暖的守护者！”
司机感激不尽。

通讯员 李丰 夏勇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感谢热情的安化人民，要不是他们出
手帮助，在这冰天雪地中，我们不知要等到
什么时候才能走。”1月1日下午，一辆广西籍
大客车的司机临走前，对热心助人、浴“雪”
奋战的安化人竖起了大拇指。

2018年12月31日下午5时40分许，安化
县交通运输局梅城中心管理所执法人员发
现207国道清塘段有3辆广西籍大客车受困，
车上共有司乘人员61人。因大雪低温、路面
结冰打滑，高速公路关闭，国道也不通。乘客
们在路上耽搁时间较长， 情绪比较激动。执
法人员将车辆引导至清塘铺镇停车场，耐心
向司乘人员讲明道路情况， 做好思想工作，
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县领导要求清塘铺

镇政府做好滞留旅客临时安置工作，县交通
运输局做好公路抢通工作，梅城中心管理所
做好应急值守工作。

夜晚来临，清塘铺政府给滞留旅客提供了
烤火取暖的地方，梅城中心管理所给司乘人员
送来了开水、方便面等，并安排人员陪守。1月1
日中午，又在镇政府食堂安排大家用餐。看到
这一切，受困司乘人员情绪渐渐平稳下来。

同时，安化县交通运输局应急抢险中心、
长塘中心养护站和梅城中心养护站工作人员
共同努力，将207国道冰雪最厚的长坡坳段抢
通。1月1日下午4时许， 梅城中心管理所与安
化县交警大队二中队、 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
队等单位人员一起， 将受困车辆及人员护送
到安化县与桃江县交界处， 并与桃江交警交
接，由桃江方面接力护送到安全路段。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田育才）元旦
假期，尽管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却挡不住市
民和游客出游的热情。记者昨天从张家界市
旅外委获悉，3天小长假，该市各景区景点共
接待游客23.4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6亿
元；赏冰雪、泡温泉两大主题旅游活动备受
青睐，旅游市场呈现“冰火两极”火爆景象。

元旦假期前气温骤降，瑞雪纷飞。受冰
冻天气影响，部分景区临时关闭，但在武陵
源、天门山、黄龙洞等景区景点，前来欣赏雪
景的游客络绎不绝，赏雪玩雪戏雪成为一道
风景，其中,天门山景区接待一次性购票游客
19209人， 同比增长14.48%。“不用去北方，
也能赏雪景！” 来自厦门的王先生与妻儿在
天门山打雪仗、堆雪人、赏雪景，他觉得这一

趟来得“特别值”。
温泉游同样备受游客追捧。各温泉酒店

打出各种温泉游价格“组合拳”，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泡汤”，感受火热的“暖冬”。3天假
期， 万福、 江垭、 马儿山等温泉接待游客
12000多人。此外，在武陵源溪布街，组织开
展了土家婚俗、三棒鼓、唱花灯、傩戏等丰富
多彩的民俗表演，举行2018年“我就是拳王”
全民功夫擂台赛总决赛大赛等精彩活动，吸
引大量游客前来观赏，3天接待游客逾万人。

假日期间， 为了让游客安全赏雪景，张
家界旅游、公安、消防、交通、城管等部门全
员出动。 各大景区启动应急预案。3天假期，
张家界市未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未滞留
一名游客。

湖南日报1月2日讯（通讯员 陈龙 刘鹏 记
者 邢玲）2018年12月30日晚21时许，桃江县境
内高速全线结冰， 二广高速上40余台大货车须
紧急分流到536国道桃江县马迹塘镇路段。

接到指令后，桃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马迹塘
中队民警立即赶到高速口接护。 随着温度降至零
下2摄氏度，桃江境内国省道路也因结冰严重无法
通行。交警们立即协同马迹塘政府工作人员对60
余名驾乘人员进行救助，寻找安全地带停放40余
台货车， 并联系旁边餐馆旅店为驾驶员及乘客提
供食宿，确保被困人员和车辆的安全。

次日清晨， 交警中队民警和镇政府工作人
员又为被困人员送来热水和早餐， 并及时反馈
路况，待路况转好，再将大家安全护送出桃江辖
区。 来自江西的刘建良师傅说:“尽管被困‘雪
途’， 但有交警同志和当地政府干部的关怀，心
里暖暖的。”

2018年12月31日上午10时许，桃江境内冰雪
开始消融， 路况转好，40余台被困大货车在马迹
塘中队民警的护送下进入高速，安全离开。

安乡大棚蔬菜防灾减损
湖南日报1月2日讯(通讯员 杨兴娟 记者 肖

洋桂)今日，安乡县农业局经作站50多名工作人员
奔赴各个大棚蔬菜基地，查看蔬菜受损情况，与农
户估损失、想对策，防灾减损。

2018年12月29日至30日， 安乡县普降暴
雪。12月27日，该县召开动员大会，部署防寒减
灾工作。农技人员赶赴安丰、安障等大棚蔬菜面
积较大的乡镇，指导大棚加固及作物防寒工作。

安乡县农业局技术人员说， 极端低温天气
对蔬菜等农作物造成不同程度损害， 接下来将
重点做好农作物减损工作。

除雪抗冰中的“没有”与“有”“铺路石精神”在冰雪中闪耀
———全省普通公路抗击冰雪现场直击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
员 杨雄春 马朝辉）“通了， 通了！”1月2日下
午3时20分，蓝山县30多名公路抗冰应急队员
欢呼雀跃。当天，该县利用融冰车除雪，用时9
个小时畅通40余公里瑶乡群众“生命线”。

元旦期间， 蓝山县荆竹瑶族乡和大桥瑶
族乡40余公里路面， 因结冰导致机动车无法

通行， 节后学生上学困难， 群众生产生活受
阻。

为及时抢通群众出行的“生命线”， 2日
早上6时，该县公路局抗冰应急队员“闻”冰而
动， 驾驶融冰车、 铲车和工具车紧急奔赴现
场。

“融冰路上，跌跤是常事。”应急队员在鞋

底套上冰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冰雪，继续撒
融雪剂除冰。

“等这条路全部打通， 我就回家抱抱孩
子。”永州市应急抢险中心张仁政和队友开着
融冰车“踏”冰而行，元旦节前紧急支援蓝山
抗冰除雪，5天没回家了。

沿路村庄群众纷纷拿着铲子上路铲雪，
路面上的冰雪快速融化。

当天， 该县共出动抗冰融雪车辆6台，投
放融雪剂25吨，有效解决山区群众出行难。

9小时抢通瑶乡群众“生命线”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周磊 伍交才

冰天雪地，温暖传递。
2018年的最后一场大雪，让溆浦大地

遭遇了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该县迅
速开展以“因为有您，我不冷”为主题的抗
击冰雪行动，党员干部用“多一分付出，让
老百姓“多一分平安”的精神，除雪抗冰保
百姓平安。

冰冷的寒风里，一个个动人故事、感人
的镜头，犹如冬天里涌动的阵阵暖流，沁人
心窝。

“在车上就听到了下雪封路的消息，本
以为下车后要挨饿受冻， 没想到火盆和饭
菜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真是太感谢了！”
2018年12月31日，刚从溆浦高铁南站下车
回乡省亲的陈代虎由衷地向干部道谢。

为了不让一名旅客滞留在车站， 该县
北斗溪镇政府提前部署， 在高铁站设置临
时救助点，并准备了300份救助物资，免费
提供热茶、快餐和休息的地方，受到旅客点
赞。

92岁的淘金坪乡令溪塘村村民张水
清一家住在高山上的木房里，家境贫寒。寒

流来临后，乡党员干部来到他的家中走访，
将两床新棉被送到他家。

“我现在身体非常不适，可能会早产，
请你们帮帮我。”1月1日， 该县三江镇卫生
院值班妇幼专干陆泓玄接到三江村孕妇戴
佰花的紧急求援。

院长刘伟良闻讯后推断戴佰花可能羊
水早破，必须及时住院治疗，否则存在生命
危险。

为了抢时间， 刘伟良一面向县卫计局
报告， 一面带领医护人员租车赶往戴佰花
家中，并向三江镇派出所求助，请求民警协
调高速公路三江收费站交警开通“绿色生
命通道”，让救援车辆快速赶往医院。

10时30分，载着戴佰花的车辆驶入三
江镇高速路入口， 等候一旁的高速公路交
警迅速打开“快车道”。当救援车辆安全驶
出溆浦高速收费站时，等候多时的医生、交
警、路政工作人员，马上将戴佰花转入救护
车，飞速赶往医院。

经诊断，戴佰花系胎膜早破。医院马上
采取措施，保胎、抗感染治疗，孕妇和胎儿
均已无生命危险。

“谢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我和宝
宝。”病房里，戴佰花安宁祥和，满脸感激。

雪中情
———溆浦县抗击冰雪镜头扫描

情暖外地旅客

冰雪游火爆 温泉游青睐
张家界元旦旅游演绎“冰火二重唱”

外地大货车被困
桃江警民救援忙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陈春丽 吴向阳）寒冻天气苦了“老寒
腿”。1月2日，记者从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了解到，随着天气变化，近一周来，该院接
诊的“老寒腿”患者比平时增加30%以上。
专家提醒：四招可以预防“老寒腿”。

什么是“老寒腿”？省第二人民医院骨
关节运动医学科李宝军主任医师介绍，广
义上人们习惯将反复发作、长年不愈、腿部
酸麻疼痛或沉重，遇寒症状加重等症状称
为“老寒腿”，狭义上指的是膝关节的骨性
关节炎。 中国有1.5亿人患有骨性关节炎，
其中60岁以上人群占一半以上，是老年人
疼痛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前“老寒

腿”的发病趋势呈年轻化趋势，成为危害国
人健康的一大疾病。李宝军介绍，“老寒腿”
的患因一般包括慢性劳损、 腿部受寒、肥
胖、外伤、骨质疏松、遗传因素等，也有属于
职业因素导致的慢性损伤，再加上长期腿
部得不到保暖而导致的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日常生活中预防“老寒腿”要注意以下
几点：一是应当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但不
能过量， 避免相关的诱发因素， 如登山爬
楼、长时间蹲着工作，睡软床卧高枕，跳广
场舞等。二是积极控制体重，避免因过胖而
加重关节的负担。三是做好关节处的保暖
工作。四是多泡脚，以促进血液循环，经常
按摩关节处，保持关节部位经络畅通。

天冷苦了“老寒腿”
专家提醒：四招可以预防

1月1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源田生蔬菜基地， 农技人员和种植户在钢架大棚上清扫积
雪， 整理倒塌棚膜。 近日， 该县组织农技人员赶赴受灾现场指导抗冰抢险和生产自救，
确保农业生产稳定。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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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张倩） 元旦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湖
南气温依旧低迷。今晚开始，本轮低温雨雪
冰冻过程趋于结束。3日起， 全省又有一次
降雨过程，需注意防范道路结冰、雨雪、大
雾对交通运输和出行的不利影响。

实况统计显示，昨天8时至今天8时，湘西
北出现了小雨， 其他地区出现了冻雨或雨夹
雪，其中37县市出现了冰冻，最大电线积冰为
4毫米，出现在长沙、邵阳。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全省阴雨天气较多。3日早晨湘中部分
地区有雾；3日至5日白天，全省有一次降雨过
程， 湘中以南部分中雨；5日晚至6日白天，天
气转好。

气温回升较为缓慢， 注意防御道路结
冰、雨雪、大雾对交通运输和出行造成的不利
影响；做好电线积冰应对工作，加强用电、用
气、供水安全防范措施；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对农业、林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气
温低迷，公众需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冰雪止步 雨水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