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华健 王锐杰 摄影报道）11月30
日凌晨1时40分，天空中的雪花纷纷扬
扬。芝罘区南大街上，一辆辆清雪防滑车
驶过，路面很快恢复了底色。今冬第一场
雪中，市区两级城管部门彻夜值守，凌晨
出动，确保上班高峰期道路通畅。

11月29日傍晚，市区出现明显降雪，
各区立即组织开展清雪防滑作业，清雪防
滑人员和设备到达各自区域，随时待命。
30日凌晨开始，路面开始出现积雪，清雪
工作第一时间启动，截至上午8时，市区累
计出动人员4400余人，各类机械设备、车
辆1000余台（辆），道路基本见底。

11月29日14时，芝罘区完成28个车
辆设备作业车组在主次干道待命点待命
工作。30日1时40分左右，开始进行清
雪作业。共出动清雪设备240台（推雪滚
95台、推雪铲107台、撒布机38台），一线
参与清雪作业人员900余人。目前，辖区
内道路全部见底，道路通畅。

根据气象部门天气预报，福山区立即
启动应急预案，强化值守备勤，11月30日
凌晨2点40开始降雪，根据雪情，3点开

始清雪防滑作业，人员和车辆设备全部出
动，按照先弯坡路后主次干道的模式开展
分组联合作业，对城区各陡坡、交叉路口、
桥梁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统筹协调清雪
力量，一线参与清雪作业人员700余人，
出动推雪滚32台、推雪铲30台、撒布机
17台，保障巡查车辆10台，道路基本见底
畅通。

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启动清雪防
滑应急预案，11月30日凌晨3点半开始
组织滚刷、U型板等各类设备100余台，在
迎春大街、港城东大街、滨海路等路段同
步以班组为单位开展机械联合作业，全线
清除路面积雪，道路基本见底畅通，累计
除雪面积达500余万平方米。全区400
余名环卫工人第一时间同步对人行道进
行清扫，确保通行顺畅。

牟平区因降雪量较大，迅速启动清雪
防滑应急预案，11月30日凌晨2点开始，
共出动推雪滚40台、U型推雪板17台、推
雪铲38台、撒布车8台、后勤保障和巡查
车辆12台，参与清雪作业人员970余人。
截至上班高峰期，道路均见底，道路畅通。

11月30日凌晨4时，蓬莱区出动滚

刷、撒布机等除雪设备30余台进行除雪
作业，600余名工作人员进行道路及人行
步道清扫，道路均见底，道路畅通。

11月30日凌晨3时起，黄渤海新区
460余台清雪机械设备、700余名清雪人
员全部上线循环清雪，早上8点，城区主次
干道路均已见底。

高新区11月30日凌晨1点开始针对

局部积雪路段展开滚刷作业，共出动滚
刷、撒布机等各类设备50余台，清雪人员
90余人，对车行道、人行道同时清理，截至
早上6点，所有道路均见底，道路畅通。

市区降雪时断时续，各区城管部门清
雪防滑人员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及时开展
清雪防滑作业，全力为市民提供安全、顺
畅的出行环境。

城管部门全力应对第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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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寒潮，他们在日夜值守

本报讯（通讯员 田东方 宁欢）11月
30日凌晨起，蓬莱境内普降小雪，局部中
雪，积雪厚度最深达2厘米。

蓬莱公路中心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天
气预报，于11月29日时及时启动扫雪防
滑应急预案，全面部署除雪保畅工作。提
前装运防滑沙等防滑材料，落实清雪防滑
突击队和抢险机械；施行领导带班制度，
加强公路巡查、视频监控和24小时应急值
守，确保一旦发生降雪等恶劣天气能够拉
得出，冲得上。

截至目前，蓬莱公路中心共出动值守
清雪防滑车辆24台套，值守人员50人次；
出动清雪防滑机械11台，巡查车6辆，人
员67人次，扬撒防滑沙等防滑材料80余
立方米。雪还在下，道路保畅作业仍在进
行，蓬莱境内国省道干线公路畅通。

以雪为令 主动出击
蓬莱公路中心全力保障干线公路畅通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通讯员 于晓城 徐慧明 摄影报道）11月
29日，烟台境内出现降雪，山东高速烟台
发展有限公司迅速启动除雪防滑应急预
案，组织8个养护中心的清雪人员集结待
命，全力做好除雪保畅工作。截至目前，
出动养护除雪防滑队伍8支、人员136人，
出动巡查车17辆，配备除雪车18辆，装载
机15台，撒布车32台，投入环保型融雪剂
193吨，储备防滑沙1700立方米。

11月29日夜间至30日上午，8个养
护中心联合交警、路政部门开展多方联动
巡查，加大高速公路匝道、背阴、大桥桥

面、陡坡等重点区域的监控力度，并随时
调度除雪设备以及人员上路作业，全力保
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烟台境内8条高速公路内的42个收
费站在坚守防疫关口的同时，加大外勤值
守力度，随下随扫，对收费广场、车道等重
点区域进行及时清理，确保安全畅通。

雪天路滑，安全驾驶至关重要。“为做
好降雪期间信息服务工作，我们路网运行
调度中心开启沿线电子显示屏，提醒司机
安全行车，并加大热线服务力度，及时解
答道路问询，做好突发事件调度。”路网运
行调度中心主任于海波说。

8支队伍保畅通
山东高速烟台发展有限公司护航高速出行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林媛 通
讯员 栾秀玲）11月29日起，烟台进入

“速冻”模式，30日一早，今冬第一场雪
如约而至。先雨后雪的天气，带来了地
面的“速冻”，也让不少市民“中招”滑倒
引起外伤。

30日，烟台山医院急诊科“忙到飞
起”，截至下午5点，东院区、北院区、南
院区共收治外伤患者26人、车祸患者9
人。

烟台山医院三个院区急诊科主任当
日全部在抢救室一线。

东院急诊科：
80 岁老人生炉子引发一

氧化碳中毒

东院区急诊科主任杨海燕告诉记
者，截至14时，东院区已接诊外伤患者
14人、车祸患者4人，救护车出诊7趟。

“大部分是自行来医院的患者，都是因为
天冷路滑摔倒导致的骨折。”杨海燕说。

下午5点，一名80岁老人在家属的
搀扶下来到东院区急诊科，患者自述双
下肢无力、头晕。“仔细询问才知道，老人
是昨天下午开始出现症状的，今天加重，
走路不灵活，所以才来了医院。”急诊科
医生徐文强对老人进行了生命体征的监
测，发现一切平稳。查体结果显示，没有
其他典型神经内科的症状。考虑到天气
原因，医生再次询问老人，老人说因为降
温，家里生了炉子。“第一反应怀疑是一
氧化碳中毒，赶紧抽血气进行化验，人体
正常血气值应该在3%左右，但老人的血
气值达到了28.5%。”杨海燕表示，虽然
已经确认是一氧化碳中毒，但由于老人
年事较高，必须考虑心脑血管有没有疾
病？万一有心脑血管疾病被漏查，和一
氧化碳中毒合并，会不会再引起其他后
遗症？“我们建议给老人做一个急诊的磁
共振，但家属认为只是一氧化碳中毒，不
需要再深入检查，所以只做了高压氧的
治疗。”杨海燕说。

南院急诊科：

车祸患者抢救3小时复苏
成功

在南院急诊科，从早上7点30分接
诊第一位脚踝疼痛患者开始，摔伤患者
接连不断上门。

上午9时40分左右，南院急诊科接
到120指令，机场南路上有一辆电动车
和SUV相撞，外科医生张朋前往现场抢
救。“那段路特别滑，去的路上就看到4
起车祸，有撞柱子上的，还有翻车的。”到
达现场后，张朋看到，电动车司机倒卧在
路边，人已经昏迷，身旁有一滩鲜血，瞳
孔放大，脉搏摸不到，血压测不出，呼吸
停止。张朋立即对伤者进行心肺复苏，
现场用升压药，测心电图，第一时间拉回
医院抢救。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检查
结果显示，伤者左侧肺不张、胸腔出血、
颅脑出血、骨盆骨折，严重创伤失血性休
克。“患者伤势非常危重，我们抢救了将
近3个小时，终于将患者复苏回来。”急
诊科主任孔令亭全程跟踪，直到患者稍
微稳定才去接诊下一位患者。

北院急诊科：
9小时收治5名心脑血管

病患者

北院区急诊科主任柳海滨一整天都
“泡”在抢救室。从早上8点开始，摔伤
患者就不停上门。“第一位患者是在买菜
路上踩到冰面滑倒，摔断了股骨颈。”截
至下午5点，医生共接诊了6位因摔伤导
致骨折的患者，年龄都在60岁以上。“摔
伤位置有股骨颈、手腕、大腿、小腿，严重
的都收治入院准备手术。”柳海滨说。

除了摔伤患者外，截至下午5点，北
院急诊科9小时内收治了5名心脑血管
病患者，包括1名脑梗患者、2名心衰患
者、2名胸痛患者，其中1名重症胸痛患
者直接进入导管室，进行了介入治疗。

“入冬以后，心脑血管病高发，我们已接
诊多例猝死患者，其中不乏30多岁的年
轻人。究其原因，气温骤降是主因，尤其
是这两天气温断崖式下降，心脑血管疾
病更是高发。”柳海滨说。

这场寒潮，急诊科“忙到飞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陈睿旷 通讯员 王
柯然）公交车是城市里一道流动的风景，也是展示
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在车厢内外，文明善举不断
涌现，在寒冷的冬日里汇聚成一股暖流，温暖着市
民的出行路。

拾金不昧，平凡善举传递正能量

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1路公交车驾驶员
常永生将车辆驶回宫家岛场站，例行收拾车内卫生
时，发现最后一排座椅上有个蓝色手提包，他立即
上交给场站调度室。工作人员清点发现，包内有用
报纸包着的三万元现金及身份证、存折、银行卡等。

没过多久，工作人员接到了失主王大爷的电
话，核对包内物品和个人信息无误后，工作人员告
知王大爷前来公交场站领取手提包。“我刚从银行
取完钱，准备过83岁生日用，乘公交时一时大意就
把包放下了，回到家里才想起来，可把我急坏了。”
王大爷对工作人员说。

手提包失而复得，王大爷执意要见见常永生，
当面表示感道谢。当天下午，王大爷还特意给常永
生送来一面印有“拾金不昧，精神可贵”的锦旗。

“现在大家基本上都用手机支付，包里有这么
多现金，又用报纸仔细地包着，我就猜到失主可能
是老年人，看到手提包物归原主，我就放心了。”常
永生表示。

老人车内突然晕倒，司机冷静处理获赞

11月26日下午1点10分，19路驾驶员杨应涛
驱车驶至大海阳路消防特勤中队站点时，突然听到
车内传来一阵嘈杂声，他通过后视镜看到，坐在上
客门旁边的一位大爷晕倒在座位上。

杨应涛立即将车辆停靠在安全位置，快步走到
大爷面前查看情况，此时大爷的老伴儿也从车厢后
排奔到大爷身边，试图唤醒他。但大爷当时已经意
识模糊，倒在座位上。杨应涛快速拨打120急救电
话，同时向路队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随后，杨应
涛打开了下车门，让赶时间的乘客先行离开。

10分钟后，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对晕倒老人进行简单急救后，将他
抬上了救护车。事后，目睹了全过程的乘客纷纷为杨应涛及时得当的
应急处置措施点赞。

“行车过程中，有乘客需要帮助，我们驾驶员肯定都会伸出援助之
手的。”接受记者采访时，杨应涛表示。

下车扶起摔倒老人，公交好人就在身边

11月16日早上7点50分左右，61路驾驶员孙正楠驾车行至通海
路董家疃路口附近时，远远地就看到一位老人在马路边摔倒，当时老
人被侧翻的三轮车压在车下，挣扎着起不了身。

见此情景，孙正楠迅速将车辆安全停靠在路边，与车上乘客说明
情况并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后，他赶紧下车扶正三轮车并将老人搀扶起
来。“大姨您没事吧？”“太谢谢你了，我刚才骑车拐弯的时候没注意到
路边的石阶，连车带人就翻过去了，怎么也起不来，还好有你帮忙。”孙
正楠再三询问老人是否受伤，确定老人身体无碍后，他才回到车上。

记者采访时，孙正楠表示：“虽然当时是早高峰时段，但是附近行
人车辆并不多，看到有人摔倒，我只想着赶紧下车把人扶起来，这都是
举手之劳，完全是出于本能，我相信其他人看到了也会这么做的。”

孙正楠的举动，被车里的热心乘客看在眼里，事后乘客们纷纷在
网上点名表扬他的善行义举，称赞他展示了公交驾驶员的责任担当，
是实实在在的公交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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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钰珠 YMG全媒体记者 寿锐）今年以来，莱州
沙河镇持续推动《莱州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实施方案》
落实落地，大力开展清洁行动，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该镇狠抓辖区范围主要道路和村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及农业生
产废弃物清理不放松，巩固现有整治成果；加大村庄乱搭乱建、乱堆乱
放治理力度，下决心清理无人居住废旧房、柴草堆、房前屋后杂堆物、
管线“蜘蛛网”、占道养殖棚舍、乱停乱放农机具等。为取得良好效果，
他们组织清理队伍12组，每组12人并配备铲车、翻斗车各1辆，116个
村逐村清理验收。制定沙河镇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村庄考核细
则、托管公司考核细则，每月工作区提报2个村庄由环卫办进行检查，
并进行蓝、黄、红通报。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村民环卫意识。建
立文明村规民约，强化社会舆论监督，引导群众自觉形成良好生活习
惯，从源头减少垃圾乱丢乱扔、柴草乱堆乱积、农机具乱停乱放、污水
乱泼乱倒、墙壁乱涂乱画、粪污随地排放等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现象
和不文明行为。截至目前，全镇清理各种垃圾7万多方，清理乱堆乱
放36700多处，清理断崖残壁21处，发放宣传纸3万份，张贴标语400
张，使沙河镇整体面貌得到进一步提升。

莱州沙河镇大力开展清洁行动

着力改善村庄人居环境

清雪防滑车凌晨出动。

除雪防滑除雪防滑，，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