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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 蒋叶子 雷鸿涛 赵志高

近期，低温雨雪天气持续，一张照片却
不经意间温暖了怀化人的“朋友圈”。

照片中，一名男子背对镜头，他的前面
是冷空气笼罩的雾蒙蒙一片， 脚下踏着冰
雪。 男子的衣服鞋帽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
的冰片，被人形象地称为“冰棍”，获得点赞
一片。

记者辗转打听得知，他叫王一峰，是一
名有着20年党龄的党员， 国网怀化供电公
司输电运检室输电运检一级工作负责人。
拍照的地方位于怀化高寒山区西晃山，海
拔1420米。

位于西晃山的110千伏西公线，是西晃
山风电场升压站至220千伏公坪变电站的
送电线路工程。 该线路2015年12月正式投
运，是怀化境内第一条新能源风电线路，全
长21.2公里。 西公线001号固定监视哨，也
是怀化境内海拔最高的哨所。 每年，西公线
都是湖南省内较早结冰的线路。

为了实时掌握导线覆冰变化情况，从

12月6日开始，王一峰和同事们每隔两小时
对线路覆冰情况进行一次监测。 天气寒冷，
王一峰和同事们在监视哨时不时吃上两块
饼干御寒。 凌晨3时至4时特别想睡觉的时
候，他也只能在监视哨靠着墙裹着被子打个
盹，害怕听不见闹钟，手里紧紧握住手机。

12月7日早晨7时， 导线覆冰厚度达到
20毫米，铁塔覆冰24毫米，符合融冰条件。
王一峰立即向调度汇报申请融冰。 当天11
时50分， 随着调度指令“合上公坪变融冰
324断路器”的下达，110千伏西公线送上融
冰电源，开始融冰除雪。

为了实时监测线路融冰状况，确保万无
一失，王一峰和他的同事在室外坚守了将近
两个小时，身上的大衣被冻雨浸透，结起了
一层冰，回到监视哨时，所有棉服已经全部
湿透。

“报告调度，110千伏西公线所有覆冰
已经融化。 ”12月7日13时55分，湖南省今冬
首次直流融冰作业结束，王一峰和他的同事
们终于暂时松了口气。 此时，他们已经待在
西晃山顶超过24小时。

坚守在海拔1420米山上的
“冰棍”人

� � � � 12月7日，海拔1420米的西晃山上，国网怀化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工作人员王一峰在对
110千伏西公线进行融冰除雪监测，衣服鞋帽覆上一层薄薄的冰片。 张丽 蒋叶子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 （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曾兰 徐鸿）近段时间，天寒地冻，常德市的流浪人
员心里却是暖洋洋的。连日来，常德市公安机关联
合民政部门， 为长期滞留该市的50名流浪乞讨人
员办理居民身份证。从此，这些流浪乞讨人员将以
新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

据了解， 这些流浪乞讨人员， 年长者已近古
稀，年轻的30多岁，滞留在常德时间最长的已达10
年。他们均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精神障碍和肢
体残疾，无法提供身份信息，无法联系到亲属，所

以没有合法身份，不能享受医保、最低生活保障等
社会福利。

今年3月，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人口与出入
境管理大队民警， 通过公安部走失人口库和人口
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 开始为长期滞留常德市的
流浪乞讨人员逐一进行图像识别和DNA信息比
对，帮13人找到亲人回归家庭，还剩下50名身份来
源不明的流浪乞讨人员。

根据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生活
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

见》和《湖南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办法》，常德公安、民
政联手为这50人申报了入户手续。 同时，根据骨龄和
体貌特征，为他们推测年龄，还分别起了名字，统一采
用“康”姓，寓意健康。

12月7日，常德康复医院里，民警侯杨、陈灿分批
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居民身份证。 拍照、录指纹、输
信息……现场采集和后台处理紧密联动， 成功为他
们办理了落户手续。 今后，他们将和常德其他市民一
样，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据悉，这是
常德首次为流浪乞讨人员集中办理落户手续。

相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这50名流浪乞讨人员
已全部落户安置，相关部门仍将继续为他们寻亲，
待他们找到家人后，登记的户籍即被注销。

常德50名流浪乞讨人员有了“新身份”

�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周
月桂）栾树叶子还没黄透呢，雪就这
么下来了。 受强冷空气影响，从8日
起， 湖南多地气温创今年下半年来
新低，8日至9日，各地下雪的“捷报”
频传，朋友圈一片银妆素裹。 天气预
报称，11日起雨雪过程结束，气温逐
渐回升。

今年湖南入冬晚， 但是一入冬
便迎冰雪。 常常觉得秋是由雨来实
现的，而冬最好就是由雪来成就，这
样也算是没有白冷一场， 也不负大
雪节气之名。

雪总是从湘西北开始进入湖
南，长沙市区这两天也冷够了，闲人
们裹好棉被备好火锅， 期待着大雪
一场。 9日凌晨，夜深人静时，长沙城
区内，天空飘落了雪粒子。 至清晨，
早已化得干干净净，只有冻雨纷飞。
倒是城北黑麋峰迎来了一场盛大的
雾凇，白雾弥漫，清光流映，一山白

头，万竹折腰，花与果与叶，以各自
的姿态冰封。

今天， 这一轮雨雪天气已经趋
于结束了，天气预报称，11日起气温
将开始回升。 虽然冰雪将逝，也不用
太遗憾， 冷空气欠长沙人民的这场
雪，有的是时间慢慢还。 从整个降雪
季来看， 大雪节气通常只是拉开序
幕，随着冷空气越来越频繁，后面的
雪会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包括长沙
在内的众多南方城市常年都在大雪
节气迎来初雪， 而小寒节气期间降
雪日数最多，大寒次之。 接下来的小
寒、大寒节气，大雪一场的梦还可以
继续做。

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要特别注
意防御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不利
影响；电力、通信及相关部门做好高
寒山区电线积冰防御， 同时低温天
气时段电力、燃气负荷增大，需加强
用电、用气安全防范。

月桂聊天

冰雪一场，不负严寒
11日起雨雪过程结束

� � �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肖
祖华 通讯员 郑树平 廖巍 )12月9
日， 在S312省道K212+300路段，一
辆河南牌照大货车在下坡时因车速
过快，路面结冰导致车辆失控，车头
滑出路面， 车身横在道路中间仍一
点一点往路基外滑， 如不迅速采取
有效救援措施，车辆就会滑下路基，
后果不堪设想。 司机第一时间拨打
路政电话求援。

隆回县公路管理局路政和养护
人员及时赶到现场， 一组负责现场
救援，二组负责维护现场交通秩序，
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 可
现场条件有限，交通受阻，救援难以
开展， 调用铲车和吊车牵引时间来
不及，用人力推拉力量又不够。 情急

之下， 路政人员阳烨初跑到周边百
姓家里借来一套吊葫芦， 附近百姓
纷纷主动参加救援，众人合力，全然
不顾冰雪天气，经过近3个小时的努
力，终于让大货车成功脱险，交通恢
复正常。

据司机说，他是河南人，来隆回
小沙江做生意， 没想到遇到了冰雪
天气。 因急于赶路，对路况也不是很
熟悉，加之车上装满一车货，下坡时
一不留神车子就失控了， 还好救援
及时，没有造成损失。

自12月7日以来，隆回县持续低
温，小沙江、虎形山等高寒地区冰雪
不断加重， 隆回县公路管理局实施
24小时值班、24小时巡查，发现情况
紧急救援。

隆回：
大货车被困 公路人员紧急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