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雪再袭豫南 他们逆雪而行
各地全力以赴抗击雪灾、救助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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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牛鹏磊 文图

【三门峡雪情】三门峡气象台 1 月 25 日 8
时发布暴雪蓝色预警：12 小时内三门峡市大
部分地区降雪量将达4mm以上。

本报三门峡讯 1月25日上午9时许，三
门峡市妇幼保健院接到通知，在渑池县妇幼保
健院内，一名1岁半的孩子患有严重肺炎，情
况危急，需立即转院。三门峡市妇幼保健院儿
童重症监护室主任彭献华、护士长张晓丹一行
4人，立即冒雪驱车赶往渑池县接到了孩子，
目前，孩子已被安排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治疗观
察。

□记者 何正权 李鑫 通讯员 汪
星晨

【信阳雪情】从1月23日到28
日，信阳市有两次强降雪过程，过
程累积降雪量30~40mm。

本报信阳讯 23日起，信阳
连续降雪。截至发稿，信阳市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出动2950余
人次清雪，志愿者265名，垃圾收
集车95台，铲雪扫雪车73辆，布
盐车21台，各类工程运输车60
辆。抛撒融雪剂462吨，绿化植
物打雪17000株，排查污水管网

120公里，道路广告设施304处，
抢修恢复供水爆管1处。

受降雪影响，高速公路信阳
辖区全线关闭，管制禁上；全市客
运班线只发了4个班次，其他班
线暂时停发，候车室没有旅客滞
留；目前除了有4对列车停运，其
他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以外，信
阳市的各大火车站都增加了售票
窗口和值班人员。

截至25日上午，全市公安出
动警力5430余人次，出动警车
1320余次、处置险情34起、救助
群众120余人。

今天白天，西部、南部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阳、驻马店、信阳四地区和洛阳、平顶山两
地区西部及汝州、邓州、固始、新蔡转小雪；其他地区多云。全省东北风4级左右，东部、南
部阵风5到6级。

最低温度：西部山区、南部-10℃~-8℃；其他地区-8℃~-6℃。
最高温度：西部、南部-4℃~-2℃；其他地区0℃左右。
26日夜里到27日，全省阴天，黄河以南有小到中雪，其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局部

有暴雪；其他地区有小雪。28日，全省阴天到多云。
郑州市26 日夜里到27 日白天：小雪，-5℃~-1℃；27 日夜里到28 日白天：小雪转阴

天，-6℃~1℃。

□记者 李一川 通讯员 施书芳

本报讯 1月 24日夜起至
25日晨，郑州机场迎来第三场冰
雪天气，各保障单位持续开展除
冰雪工作，至25日晨6时50分左

右，两条双跑道、机坪均符合起降
标准，进出港运行正常。

截至昨日晚上7时，郑州机
场执行航班560班次，仅有小面
积的延误或取消。

郑州机场提醒，冰雪天气下，

广大旅客可通过河南省机场集团
官方微信《查询服务》或官方网站
《航班信息》栏目进行查询或提前
与所乘坐航空公司联系。此外，
亦可拨打机场24小时问询电话
0371-96666。 线索提供 曹楷

□记者 李一川

本报讯 受降雪影响，1月25
日途经郑州东站部分列车停运。

铁路部门提示，购买了以下
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30日内持
车票（含当日）办理退票，退票时
不收取退票费。同时提醒通过网

络购票未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
可在12306网站办理退票，已换
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可到任意车
站退票窗口办理退票。

□记者 邵可强 通讯员 杨军政

本报讯 截至昨日晚上7时，因降
雪管制禁上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长
葛-灵山,连霍高速新安-偃师、豫皖
界-芒砀山,大广高速大新-新县,沪
陕高速豫皖界-西坪,兰南高速鄢陵
北-双铺,永登高速卢店-豫皖省界,
邓鄂高速彭桥-豫鄂界,永登高速卢

店-鹿邑,宁洛高速涧西-豫皖界,林
桐高速巩义南-豫鄂界,长济高速邵
源-济源南,商登高速古城县衙-园
博园,商周高速康楼-四通,二广高
速、新阳高速、内邓高速、三淅高速、
洛栾高速、淮信高速、机西高速、郑卢
高速、济祁高速、郑尧高速全线。

同时,全省高速禁止7座（含 7
座）以上客车通行。

○R

郑州东站部分列车停运

郑州机场航班运行基本正常

省内高速部分路段管制禁上

豫南下了大暴雪豫南下了大暴雪
郑州迎来一场郑州迎来一场““寒寒””
□记者 田园

本报讯 1月 24日，全省大
部分地区飘起了雪花，与前两场
雪不同的是，今年的第三场雪并
没有“雨露均沾”，黄河以南地区
下得纷纷扬扬，以至于南部地区
大部分高速公路实行了交通管
制，而黄河以北地区几乎未降雪，
只是寒得刺骨。

从 1月 24 日开始，我省西
部、南部地区开始降雪，截至昨日
下午2时，降雪主要发生在黄河
以南，且降雪量分布不均。三门
峡、洛阳、南阳、平顶山、信阳、驻
马店、漯河、周口、许昌都达到暴
雪量级，其中南阳、信阳、驻马店
达到大暴雪量级。

这场暴雪仿佛把省会郑州隔
离在另一边，肆意飘在“隔壁”的
暴雪，郑州没有完全“共享”到。
郑州从周三夜里10时左右开始
下雪，冷风裹挟着雪花，看起来又
是一场大雪。但昨日清晨推门一
看，却发现地上没有明显积雪，道
路没有被雪封盖，仿佛前一天晚
上看到的雪花是错觉。

昨日白天，郑州的雪也是约等
于无，虽然偶尔能看到雪花在飘，
但也没能在地面上形成积雪。根
据降雪等级划分，这属于小雪。

虽然雪下得“让人不满意”，
但郑州的天气却悄无声息地冷
了，不少市民觉得昨日的郑州，几
乎遭遇了入冬以来的最低温度。

“雪没下成，倒下了满城的冷”，这

是不少郑州市民的心声。据气象
专家介绍，25日的郑州，风向以偏
北风为主，最大风力为三级。如
果不做好防护的话，人体的温度
在有风的环境下会出现流失的情
况，这就是体感温度极低的原因。

根据中国天气网，与1月上
旬两次降雪过程相比，此次降雪
水汽输送条件相对差些。25日
夜里到26日白天，将是降雪间歇
期，预计26日夜里到27日，我省
黄河以南有小到中雪。

其中，南部部分地区有大雪，
局部有暴雪，其他地区有小雪。
我省西部、南部地区最先受低槽
影响，有可能在26日白天就开始
新一轮降雪。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记者 李红汛 文图

【平顶山雪情】1月24日下午开始，平
顶山普降大雪,郏县、宝丰县、鲁山县、叶
县、舞钢市的降雪量为15~20mm。

本报平顶山讯 1月24日晚上，南阳市
方城县独树镇车主王天松开车行至平顶山
市石龙区境内时，车辆在坡道上突然失控，
最终横在路中间，有翻车的危险。25日早
晨7点半，他拨打110报了警，接警后，石
龙区公安交警大队协调来一辆铲车，在铲
车的协助下，货车终于脱险。王天松拉着
石龙区交警翟亚楠的手连声道谢。

□记者 于扬 实习生 李玉坤 通讯员 黄
长春 文图

【周口雪情】1月24日到25日，周口出现
较强降雪天气，局地降雪量达12mm以上。

本报周口讯 昨日早上，雪后的周口市
沈丘县白集镇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黑色
越野车在雪地失控打滑，差点儿一头扎进
路边沟坡里。沈丘县公安局白集派出所接
到群众求助后赶到现场，用绳索勒住汽车
尾部，将悬在河沟上的汽车拉了回来。

□首席记者 李钊 通讯员 宋超喜

【驻马店雪情】25日下午2时，该市气象台
发布暴雪蓝色预警：未来12个小时，该市大部
分县区的降雪量，将达到4mm以上，地表温度
0℃以下。

本报驻马店讯 1月 24日，新蔡县迎来
2018年第二场大雪，该县南湖街道谢湾村70

座蔬菜大棚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快过春节了，正是大棚菠菜、茼蒿、蒜苗等

蔬菜上市的旺季，乡亲们都指望着蔬菜卖个好
价钱哩！”当天，南湖街道党工委书记曹东升发
出除雪“动员令”，南湖街道党员干部挥舞着除
雪工具，开始清除大棚顶上的积雪。到当天
24时，街道、村里的党员干部还在蔬菜大棚周
边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险情。

【信阳】
再迎暴雪 全城决战抗雪灾

□记者 郭启朝

【南阳雪情】南阳市气象台1
月25日15时发布暴雪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12小时，南阳市大部分
地区降雪量将达 6 毫米以上，局
部可达10毫米以上。26日、27日

阴天有小到中雪，局部大雪。
本报南阳讯 1月24日，南阳

市教育局下发通知，1月25日全
市所有学校、幼儿园放假一天，放
假时间是否延长，将视天气情况
另行通知。

□首席记者 刘广超

【漯河雪情】1月24、25日，漯河全市出
现大到暴雪天气，全市平均降雪量为
14.4mm。预计26日、27日有小到中雪。

本报漯河讯 1月3日至4日，漯河市
降下新年首场大雪，由于清雪不力，给市
民出行和生活生产带来诸多困难，网上的
指责抱怨声不断。前日至昨日，今年第二
场大雪又降漯河，但市民们却不吝美词压
倒性地为政府点赞。

两场雪，两重天，市民的抱怨为何嬗
变为点赞？“一场大雪，就是一场‘大考’，
政府执行力在‘民生考试’中是否及格，老
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昨日下午，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贾新政教授告诉大河报记者。

根据漯河市政府指令，前日深夜至昨
日凌晨，漯河市城市管理局4个督察组随
即展开督巡。昨日凌晨0时至2时多，记
者在漯河市区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清雪
的人群和机械犹在。督察组一负责人告
诉记者：漯河市绝大多数行政事业企业和
街道办居委会都在组织彻夜扫雪，出动人
员数万人。

1月3日至4日，今年漯河市首降大雪
变暴雪，突破该市气象记录以来日降雪量
的极值，虽然有关部门提前部署了清除积
雪的任务，但全市积雪清扫工作进展迟
缓，大部分主次干道及背街小巷均未及时
清扫，导致市民出行困难，事故频发。

1月13日，在漯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尚进当选为漯河市
人民政府市长。1月15日，漯河市政府常
务会议召开，各县区和市直单位的一把手
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会。

“真是融雪靠晒，除冰靠踩”“每条街都
光如明镜，老百姓出行战战兢兢”……没想
到的是，刘尚进这位新任市长在其首场工
作会议上，让大家观看了市民出行难的专
题片，接着念起了漯河市民在网上的留言。

“这场雪是给政府的一份民生答卷，扪
心自问，我们及格吗？”刘尚进质问道，“网
上说：几天当中，老人不敢出门，公交车挤
不上，开车路滑事故增多，学生上学迟到，
医院接诊摔伤病人明显增多，120急诊延
误，部分出租车’趁雪打劫’……作为刚当
选的漯河市政府市长，我感到非常汗颜。”

未雨绸缪，真抓实干，监督巡察，方有实
效。1月22日，新年第二场大雪降临前一
天，漯河市召开市区除雪应急工作会议，会
上通报了《漯河市建成区除雪应急预案》，各
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轮流表态发言。

副市长徐汇川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
实增强执行能力，全市上下一盘棋，充分
做好应对紧急除雪的准备；要充分利用降
雪间隙，做好积雪清除工作，保证不错过
最佳除雪时机，保证市民安全出行。

当日下午，漯河市各级各部门的数万
人除雪队伍，在单位负责人的领队下到责
任区除雪；当日深夜，漯河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周新鹤，副市长徐汇川等在漯河的市
领导，走上街头督查各单位的清雪力度；
昨日一整天至昨晚8时多记者发稿时，漯
河市区各街巷道路畅通，合力推雪的口号
声和机器除雪的轰鸣声依然……

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表示，群众利益
无小事，漯河市将把转变干部作风作为市
委、市政府2018年的工作重点，认真研究
部署，强力纠“四风”，持续正作风，坚决破
除懒政怠政不担当、不作为等不良习气。

【漯河】
两场雪，两重天，
积怨缘何变盛赞？

交通资讯

【驻马店】
打响蔬菜大棚“保卫战”

【三门峡】
风雪兼程救治患病孩童

【周口】
轿车雪地失控 民警悬崖勒“车”

【平顶山】
交警调铲车救援被困货车

雪情播报

交警雪中救援被困货车

雪天路滑，路上多次拆装防滑链。

【南阳】
再发暴雪黄色预警

民警悬崖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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