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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成
都
迎
来
了
霜
冻
天
气
，四
川
多
地
也
遭
遇
了
冰
雪
。冰
雪
为
市
民
生

活
带
来
了
一
些
不
便
，同
时
，在
冰
雪
中
，一
个
个
暖
心
的
故
事
，也
正
在
上
演
。

一天之计在于晨，一层薄薄的
霜，足以打乱市民早间出行的计
划。10日早上8点左右，家住华阳的
李先生走出家门，准备像往常一样
骑共享单车到地铁口，乘地铁上
班。不过面对成堆的共享单车，李
先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困住他的
是罩在座垫上的一层霜。

扫眼望去，几乎每一辆单车
的座垫，都盖上了一层霜，“不敢
骑，霜化了，一屁股都是湿的。”
李先生说，他最终放弃骑车，步
行前往。

摩拜单车方面10日向记者透
露，进入冬季之后，骑行的次数比
天气好的时候有所下降，针对霜

冻现象，线下的运维人员也在进
行清理。

低温天气下，就连汽车也饱
受折磨。有网友在网上发帖称，早
上车辆挡风玻璃上一层白色的霜
冻，尤其是前挡风玻璃被遮得完
全看不清路。“回家烧一壶开水从
挡风玻璃上淋下去的心都有了！”
有类似遭遇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又讯 严寒天气下，成都机场
大量早班飞机出现结霜现象，为
了保障航班安全和准点，10日早
上，仅成都机场地服公司就为26
架飞机进行了除霜，加上国航、川
航除霜的飞机，成都机场10日早
间累计有60余架飞机进行了集中

除霜作业。
据介绍，除霜作业主要根据

机组要求实施。在早上航班还没
有起飞离港前，气温偏低，易在飞
机机翼等部位出现霜冻。专业作
业人员在接到指令后，便立即将
除冰专用车开至需除霜的飞机
旁，开始对飞机实施除霜作业。除
霜时间在早上5点到6点前展开。

“对一个航班实施除霜作业大概
需用100公斤左右的除冰液，所用
时间根据机型大小不等。为保证
除霜工作及时高效，成都机场地
服还购进了三台先进的除冰专用
车。”成都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刘久林

1月10日上午，雅西高速菩萨
岗服务区被冰雪覆盖，气温零下
几度，一名挂车驾驶员的腿部被
碾压致严重骨折。冰天雪地里，受
伤驾驶员冷得全身发抖，情况紧
急。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
公路六支队四大队的民警得知情
况后，徒步一公里多，将路上的车
辆疏散成排，为救护车开辟出一
条“绿色通道”。

据民警杨夏介绍，10日上午
10时许，大队接到报警称，在菩萨
岗服务区内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重车倒退回来，一名驾驶员
的腿部遭到碾压。“我们初步预

判，如果是重车退回来压到腿部，
伤情肯定是比较严重的。”随即，
杨夏作为处理事故的民警，紧急
前往现场处置。

杨夏抵达事发现场后，发现一
名男子躺在一辆重型仓栅式半挂
车旁边，“早上10点过的气温依然
在零度几度，加上服务区海拔高，
伤者在现场十分难受，冷得全身发
抖。”这时，民警还找来一床棉被，
盖在他身上给他取暖，让他保持体
温，并询问他的伤情，“他说全身发
冷，全身都痛得失去了知觉，可能
是腿部遭到碾压。”杨夏检查发现，
伤者身上没有流血性的伤口，但右
腿膝关节部位已经严重变形。

“由于伤情严重，我们也不敢
搬动，就一边给他做好保暖措施，
一边与伤者保持沟通。”杨夏表示，
当时半挂车上有两人，是一对父
子，被碾伤的是父亲。

事故发生后，服务区的执勤民
警就及时联系了120急救中心。“但
路上积压的车辆较多，120救护车
很可能不能及时到达。”杨夏介绍，
连日的降雪低温天气，该路段9日
晚进行交通管制，10日早上放行时
已经积压了较多车辆。

考虑到这一情况，杨夏等民警
通过120急救中心，找到了120救护
车驾驶员和医生的电话，保持沟通
联系。“我们告知急救车驾驶员，因

为路上积压车辆较多，遇到拥堵就
走应急车道。”与此同时，多位民警
提前上路疏散车辆，特别是临近菩
萨岗服务区的路段拥堵十分严重，
民警徒步了一公里多，疏导路上积
压的车辆。杨夏说，当司机们看到
交警指挥后，上百辆车的司机立即
挪车，也及时让出一条救援通道，
救护车顺利通过该路段。

同时，民警对将进入服务区的
车辆进行交通管制，优先让救护车
顺利进入菩萨岗服务区。伤者被送
往西昌的医院，经医院检查，伤者
腿部压迫性骨折，暂无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高速公路六支队供图

数据统计
最冷的日子是“四九”

最近几日，成都市民正在经历着一天之中
“两头冷，中间暖”的模式，据成都市气象台发布
的数据，1月10日早上7点，全市均温-2.3℃，大
部分地方出现了霜冻，10日上午11点，全市均温
也只有6.1℃，不过到了午后，随着阳光完全绽
放开来，气温一下子到了10℃左右。

其实，霜冻的出现与这样的天气状况不
无关系。近几日，成都白天太阳当头，天气晴
朗，到了夜间，因地面强烈辐射散热增多，气
温急剧下降，早晚温差达到10℃以上。记者
通过查询发现，成都及各区（市）、县均进行
了霜冻天气的预报，从9日到10日，双流、大
邑、彭州、都江堰等地气象台，先后发布霜冻
黄色预警信号和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各
辖区最低气温均降到了0℃以下。

从1981年~2010年的数据统计来看，四
川盆地最冷的时候还是在每年的“四九”。

“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
“三九四九”，在1月9日至1月26日期间，想要
“沿河看柳”，还有半个多月。

越是寒冷的冬日，热情的阳光越是珍贵
和温暖，不过见到阳光之前，早晚不得不冻
手冻脚，未来两天，成都仍然可见阳光，早间
大部分地方有霜冻，最低气温-2-0℃，最高
气温11℃左右。

最近几日
盆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进入1月之后，我国天气形势较去年12
月发生了重大转折，四川盆地也加入了降温
的浪潮之中，盆地多地银装素裹。正值数九
寒天，未来天气情况如何？有网友担心，今年
的雨雪会像2008年那样。

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
宋文玲表示，2008年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是
持续性的，连续出现了5次过程，从今年的情
况看，目前已经有间歇，后期还有回暖，所以
不会像2008年那样严重。国家气象中心高级
工程师孔期也谈到，其实每年都会有这样的
降雨降雪过程，只是今年目前的强度比较
大，暖湿空气势力强。

根据中国气象局预计，从1月11日到13
日，黄河以南大部地区气温将持续偏低，其
中四川盆地平均气温将比常年同期偏低4~
6℃，相比起北方各地，这个温差还算温柔
的，而随着暖湿空气势力减弱，降水范围小，
空气比较干燥，将转为干冷天气。

1月15日之后，我国气温总体趋势以偏
暖为主，降水以偏少为主，但阶段性冷空气
和降雪过程还会有。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霜冻来袭！
早晚冻手冻脚
白天阳光明媚

最近几日，受夜间晴空辐射影响，成都正
在经历着“两头冷，中间暖”的模式。随着气温
持续走低，成都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霜冻天气。

霜凝结在共享单车座垫上，好
像一层盐粒 （图片由网友提供）

女子雪天分娩
医生跪在路灯下接生

目前母女平安 女婴被取名为“雪花”

早上起来想骑共享单车上班

谁家调皮儿郎，撒“盐”在座垫上？

市民求助
“好像要生了！”

近期，四川盆地迎来寒潮天
气，不少地方发布了寒潮预警。1月
8日凌晨1时许，德阳市区迎来了这
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当天凌晨3时许，有热心市民报
警求助：“龙井社区一个居民区里，
有个女的跪在路上，好像是要生娃
娃了！”接到求助后，德阳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庐山路派出所副所长陈
勇和值班民警立即直奔现场。

几乎同时，正在值班的德阳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科医生李貌，
也接到了医院急诊科打来的电话，
她来不及戴上帽子和手套，匆匆下
楼坐上了救护车。

赶到现场的陈勇发现，在小区
楼栋间的道路上，一名30岁左右的
女子独自半跪在地上，撕心裂肺地
尖叫着，身上披着一件红色上衣，
腿部包裹着一床单薄的棉絮，脚上
穿着一双男式拖鞋，殷红的鲜血不
断顺着女子的双腿往下淌。这个时
候，李貌坐着救护车也赶到了。

寒冷雪夜
婴儿来到人间

李貌和同事带着急救包赶紧
从救护车上跳了下来。当两人跑近
时，才发现旁边还有急得不知所措
的民警。李貌回忆说，当时穿着衣
服都很冷，而跪趴在地上的这名女
子却没有穿裤子，只有一床棉絮盖
在小腿的位置。

“腿上、手上都是血，而且羊水
混着血，流在地上已开始结冰。”李
貌跪下来要为这名女子检查时，突
然听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仔细一

看原来是名婴儿，此时只有头出
来。“我赶紧让她不要乱动，也不要
慌张，我们医生来帮你。”

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在李貌的
帮助下，这名女婴便来到了人间。
天气寒冷，不仅产妇冷得打哆嗦，
女婴也被冻得皮肤发紫。由于没有
一件可以用的婴儿物品，李貌将脐
带剪断后，只得赶紧把救护车内的
被子拿下来包裹新生儿，并让同事
抱住婴儿回到救护车上保暖。

处理完后，李貌发现，女子的
胎盘还没有娩出，且出现了大出血
的征兆。她连忙招呼救护车司机和
民警，将女子抬上救护车。

产妇家人
一直没有出现

到达医院后，医院为产妇打开
了绿色通道，直接送入产房，而婴
儿也被送到病房进行保暖。

“产妇出血大概在600毫升到
700毫升。”3点36分左右，妇产科主
任陈金秀接到电话后，立即前往医
院对产妇进行治疗。“只要胎盘剥
离了，就能给产妇止血。”

在陈金秀等医护人员的治疗
下，产妇很快止住了血。之后，她们
又将产妇身上的血迹洗去。目前，
母女平安。

“由于她在下雪天出生，所以
我们给女婴取名叫‘雪花’。”李貌
说。医务人员希望她将来能像别的
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但是，产妇的家人一直都没有
出现。“1月8日早上5点过就电话联
系过她的家人，但一直到9日上午
都没来医院看过。”陈金秀说。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受访者供图

司机被碾腿部骨折
交警徒步一公里多 疏散出救援通道

心暖
刚出生三天的婴儿“雪花”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她脸色红润，正在熟睡

中，也许正做着美丽的梦。然而在三天前，她却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幸运的
是，有热心市民向警方求助，医护人员及时赶到现场，雪花纷飞的凌晨，医生
跪在小区路灯下为她接生，把她从寒冷的冬夜，带到了温暖的被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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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护人员照顾“雪花”

冷的是冰霜

暖的是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