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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28日，来自市交委和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消息称，
近期，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们，请注
意我市高速公路有9个路段易结
冰，驾车前往请谨慎，控制速度。

据介绍，从目前来看，我市气温没
有明显回升，夜间和凌晨，高速公路仍
会出现结冰或暗冰现象。驾车前往的
朋友们，一定注意以下结冰路段：

G42沪蓉高速奉巫路骡坪至小
三峡，G6911奉溪高速夔门至羊桥
坝，G5012恩广高速万利路五桥至
龙驹，G50沪渝高速石忠路冷水至
沙子，G65包茂高速渝湘路大观至
接龙、酉阳至秀山，G5515张南高

速黔江省际站至黔江北，S26酉沿
高速酉州至小河，G69银白高速南
道路山王坪至南川省级站。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
第三支队提醒：有出行计划的驾乘
人 员 一 定 要 提 前 拨 打 96096、
12122、89077770，了解详细的路
况和交通管制信息。

如你已经在路上，遇上冰雪天
气应降低车速，请开启雾灯或警示
灯，切勿紧急刹车、猛打方向。

由于重庆高速桥隧比例较高，桥
梁部分易结冰，出隧道应减速，谨防
隧道口和桥面有暗冰。如遇管制，请
服从路面执法人员指挥，控制车速、
保持车距，尽量在右侧车道行驶。

注意！
我市高速公路9个路段易结冰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28日，来自市公路局消息，1月3日
以来，冰雪天气已导致我市23条国
省干线、97处交通、总长883.5公里
公路阻断，涉及城口、云阳、奉节、巫
山、巫溪、云阳等地。到28日上午，
经我市公路部门全力抢险，已抢通
阻断国省干线69处，其余阻断正在

加紧抢通中。
为确保公路畅通，全市公路部

门及时组织队伍上路抢险。截至1
月28日上午，全市国省干线冰雪路
段累计投入人力1666人次，融雪剂
159吨、工业盐659吨、防滑沙77
吨、防滑链232副、麻袋100条、抢
险设备600余台班。

今年以来冰雪天气导致
我市23条国省干线97处交通阻断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28日约14时，包茂高速渝湘界省
际收费站——洪安收费站解除管
制。18时，重庆通往贵州、湖北方
向省际收费站也相继解除管制，恢
复通行。

1月28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和重庆高
速集团东南公司消息称，27日和28
日，渝东南秀山县境内的收费站、服
务区和高速公路上道口等，积压车
辆2300余台、滞留驾乘人员4000
多人。有的驾乘人员滞留高速公路
收费站长达20多个小时。

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我市
高速公路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
与秀山县交委、民政局，在秀山收费
站、秀山服务区、洪安服务区设立应
急服务工作组，启动“冰雪无情、秀
松有爱”送温暖活动，为滞留驾乘人
员提供热水、姜汤水、方便食品、盒

饭、面包、路况信息等，并将老人、儿
童安置在员工休息室休息。

同时，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还对
结冰路面除雪、撒布融雪剂，积极分
流车辆、为社会车辆带队通行。

秀山县应急办启动大车流应急
预案，为滞留秀山县的货车驾乘人
员，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提醒：最
近几天，若包茂高速渝湘界洪安收
费站实施管制，出城方向车辆可以
通行至秀山收费站，然后在秀山收
费站下道分流至国道。

若G65包茂高速的黔恩立交
正线管制，所有出城方向车辆可经
G5515黔恩路绕行。

若南道高速省际收费站实施管
制，去往贵州地区的车辆，建议从
G75巴南主线收费站上道，往綦江
方向，通过G75 崇溪河主线收费
站，通往贵州。

受冰雪天气影响

秀山境内一度积压车辆2000多台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28日，据重庆市气象
台预计，未来三天各地将持续低温天气，局地最低气
温将达-6℃。

昨日，重庆依旧寒冷。上午9点，城口、酉阳、
黔江、秀山、巫溪、巫山气温不足0℃，其中城口低
至-4.5℃。到了下午两点，各地气温小幅回升，但主
城仍仅3.6℃，酉阳、秀山气温仍旧低至-1.5℃。

受强冷空气影响，主城缙云山、华蓥山都已飘落
小雪，引来大批市民上山观雪。黔江等部分区县则持
续出现冻雨天气。重庆境内有5条高速的多个收费
站被关闭或管制，两处高山景区因道路结冰暂停接
客。

据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各地天气转好，阳光
有望露脸，但低温仍会持续，局地最低气温达-6℃。

明天，重庆偏南地区又将重拾阴雨天气，其余地区由
阴天掌控，全市最高气温只有10℃。

具体来看，29日白天，东北部阴天转多云，其
余地区阴天间多云，大部地区气温0～10℃，城口
及东南部-5～2℃；主城区：阴天间多云，4～9℃。
29日夜间到30日白天，各地阴天间多云，部分地
区有霜冻，大部地区气温 1～10℃，城口及东南
部-6～1℃；主城区：阴天间多云，4～9℃。30日
夜间到 31日白天，偏南地区零星小雨转多云，其
余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霜冻，大部地区气
温0～9℃，城口及东南部-5～3℃。主城区：阴天转
多云，4～8℃。

今天太阳有望露脸

低温天气将持续

“飘雪了，准备出警哟！”1月24
日上午，奉节县兴隆镇天空飘起小
雪，敖德勇赶忙招呼同事准备铁锹、
融雪剂等物品，以应对可能出现的
救援任务。

敖德勇是奉节县公安局交巡警
大队兴隆中队的中队长，该中队常
年驻守在最高海拔2000多米的奉
节县兴隆镇，是我市驻地海拔最高
的交巡警中队之一。

当地最冷时，室外最低温度低
至-11℃，兴隆中队12名民警克服
恶劣气候条件，守护着过往旅客的
安全。自中队建立以来，辖区内没
有发生过一起因冰雪天气导致的交
通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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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防空 居安思危
你应该知道的民防法律法规和防护知识

一、人民防空法律法规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组成部分。国家根据国防

需要，动员和组织群众采取防护措施，防范和减轻
空袭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有得到人民防空保护的权

利，都必须依法履行人民防空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八条
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平时应当为抢险救灾

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三十六

条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

准备的重要方面，是全民性的防护工作和利国利民
的公益事业，对于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
有现实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深入推
进人民防空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本市一切组织和个人，有得到人民防空保护、
接受人民防空教育与训练、检举控告违反人民防空
行为的权利和参加人民防空建设、保护人民防空设
施、执行人民防空勤务的义务。

——《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第八条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利用现有公

园、绿地、广场、体育场馆、学校操场、建筑物、人民
防空工程和疏散基地等，合理规划设置应急避难场
所。应急避难场所应当有标志、标识和疏散预案，
并向社会公布。

——《重庆市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第二十三条

二、防空警报与灾情警报
1.防空警报
预先警报：告诉人们敌空袭兵器即将来袭。信

号为：鸣36秒、停24秒，重复3遍为一周期，时长3
分钟。

空袭警报：告诉人们空袭已经开始。信号为：
鸣6秒、停6秒，重复15遍为一周期，时长3分钟。

解除警报：告诉人们空袭已经结束。信号为：
一声长鸣，持续3分钟。

2.灾情警报
告诉人们灾害或重大突发事故发生。重庆市

政府规定的信号为：鸣3秒、停3秒，重复30遍为一
周期，时间3分钟。

三、现代高技术空袭的特点
现代高技术空袭几乎不受空间限制，上可始于

太空，下可至于“一树之高”，空袭行动可抵达地球
每个角落。现代空袭兵器飞行速度快，采用隐形技
术、超高空和超低空飞行技术，可以远距离地对目
标实施“超视距”空袭，并且在夜间、恶劣气候下都
能实施空袭，因而突发性强，被空袭一方的反应时
间短。现代飞机载弹量大，弹药的破坏力强，如高
爆子母弹、集束炸弹、燃料空气弹等与小型核弹威
力相当的武器，少量架次飞机的空袭即能取得很大
的破坏效果。由于高技术空袭中使用了激光制导、
红外制导、电磁制导的炸弹和导弹，平均命中偏差
只有几米，命中率高达95％以上。现代空袭常常
是卫星、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电子战武器的
会战，是海、陆、空、天、电“五位一体”，硬打击、软杀
伤相结合的作战样式。

四、空袭的隐蔽与疏散
1.空袭时的隐蔽
遇到敌机空袭时，如果不能进入人防工事掩

蔽，要迅速采取隐蔽行动。隐蔽要注意利用地形、
地物及气候条件。例如，可以利用树林、沟渠、假
山、建筑物等阻挡弹片和冲击波。现代高技术空袭
主要针对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居民伤亡
通常是由空袭的间接杀伤和次生灾害造成的。隐
蔽时要注意远离以上目标，做到“四避”：一避高大
建筑物；二避核、化、生危险源；三避火源、水源（水
库大坝等）；四避人口密集区。

2.空袭前的疏散
在出现战争征候时，就要对老、弱、病、残、儿

童、妇女进行早期疏散。当战争即将来临时，要组
织城市居民临战疏散，通常在2-3天内完成。敌人
空袭前和空袭间隙中要组织坚持生产和工作的留
守人员紧急疏散，紧急疏散的方法是有组织地进入

人防工事或就地隐蔽。

五、核武器分哪几类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
利用重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

用的叫原子弹。
利用轻核聚变产生的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

用的叫氢弹。
利用轻核聚变产生的大量高能中子杀伤人员

的叫中子弹。

六、遇到核袭击时怎么办
如果在野外发现核爆炸闪光时，应做到：双手

交叉垫胸前，睑部夹于两臂间，背向爆心快卧倒，两
肘前伸腿并拢，闭眼闭口停呼吸，憋气超过15秒。
若附近有土丘、矮墙、花坛等，可在这些物体后侧向
爆心卧倒。若附近有沟渠、土坑等，可立即跃人其
中，双手掩耳，闭眼、闭口、暂停呼吸。核爆炸时如
果在室内，应立即在墙的内拐角或墙根处卧倒，或
跪趴在桌下、床下，也可以在较小的房间或门框处
躲避。隐蔽位置应避开玻璃门窗和易燃易爆物品，
以免受到伤害。待瞬时杀伤因素过去以后，立即戴
上防毒面具或口罩，扎好裤口、袖口、领口，披上防
毒斗篷或雨衣、塑料布等，按专业人员的指挥转移
出沾染区域或进入人防工事掩蔽。

七、核武器的杀伤作用
1.光辐射
光辐射又称为热辐射，是核爆炸时的闪光及高

温火球放出的强光和热。光辐射直接照射无遮蔽
人员，造成皮肤烧伤。人员若直视火球，会造成眼
底烧伤。人员吸入了被光辐射加热的空气，会造成
呼吸道烧伤。光辐射还引起大面积火灾，造成人员
的间接伤亡。

2.冲击波

冲击波是高速高压气浪。它对人员、物体能够
造成挤压和抛掷作用，使人员内脏破裂、骨折或皮
肉撕裂。城市建筑可能大面积倒塌。

3.早期核辐射
早期核辐射是肉眼看不见的射线，像X射线那

样能穿透人体和物体，破坏机体组织细胞，使人受
到放射损害。早期核辐射还会使光学玻璃变暗、胶
卷曝光、化学药品失效。

4.核电磁脉冲
核爆炸瞬间产生的强电磁波，能消除计算机上

贮存的信息、使自动控制系统失灵、使家用电器受
到破坏。

5.放射性沾染
放射性沾染是核爆炸后从蘑菇云中散落下来

的放射性物质。它像尘埃一样随风飘移，逐渐沉
降，使地面的物体、水源、空气和地面等受到沾染。
沾染区内无防护的人会受到放射性物质的照射，与
早期核辐射基本相同。

八、施放生物战剂的迹象有哪些
炸弹爆炸后弹坑浅，弹坑周围有粉末或液珠。

飞机低飞时尾部有云雾，或投撒下一些杂物。看到
异常的烟雾云团，地面发现特殊容器。昆虫和小动
物出现的数量与地区和季节不相符合。短时间内
发现大批症状相同的病人、病畜，或发生当地少见
的疾病，或出现发病季节反常等。发现这类情况应
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主动进行隔离、防护、观察
和消毒。

九、对生物战剂的防护措施有哪些
1.对生物战剂气溶胶的防护
生物战剂气溶胶主要是通过呼吸道感染人体，

使用各类防毒面具和口罩可以有效地阻止致病微
生物进入呼吸道。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自制的简易
口罩也可有效地阻止生物战剂气溶胶进入呼吸道。

2.防止人体表面污染和昆虫叮咬
可用个人防护器材保护人体表面不受生物战

剂污染或避免昆虫叮咬。紧急情况下用长袖衣裤、
雨衣、塑料布等进行防护，注意扎紧领口、袖口和裤
口。暴露的皮肤须涂抹驱蚊药水，防止昆虫叮咬。

3.消毒
对污染的房屋、器具用福尔马林或过氧乙酸进

行熏蒸，也可用通风法杀灭病菌。对污染衣服可用
煮沸法灭菌，或用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灭菌。

4.杀虫、灭鼠
可用打、捕、烧、熏或喷洒杀虫药等方法杀虫，

用毒杀或打、捕、挖、灌等方法灭鼠。注意妥善处理
带菌昆虫和动物的尸体。

十、化学武器
化学武器以其价格便宜、杀伤范围广、伤害途径

多、作用时间长的特点而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特别
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把它作为战争武器使用。

十一、各类毒剂对人的毒害作用

十二、遇到化学袭击时的防护
遇到化学袭击要尽可能进入有防毒设施的人

防工事。如果附近没有人防工事，要立即进行个人
防护。首先要迅速戴好防毒面具，没有防毒面具时
可戴上浸碱口罩和风镜，保护呼吸道和眼睛。然后
穿上防毒衣，戴上防毒手套，没有防毒衣和防毒手
套时，可利用身边能够找到的雨衣、大衣、塑料布、
手套、雨靴等进行防护，并扎紧领口、袖口、裤脚口。

毒剂种类

窒息性毒剂

糜烂性毒剂芥子
气

神经性毒剂

全身中毒性毒剂

失能性毒剂

刺激性毒剂

代表物

光气、双光
气

路易氏气

沙林、维埃
克斯

氰氢酸、氯
化氰

毕兹

西埃斯、辣
椒素

对人的毒害作用

刺激呼吸道，引起肺水肿，
破坏呼吸功能。

使组织细胞坏死，引起溃
烂。

破坏神经系统，引起呼吸麻
痹、心跳停止。

破坏血液的输氧功能，使机
体缺氧。

使人丧失活动能力，如全身
无力、行动不稳等。

刺激眼睛、呼吸道和皮肤、
产生催泪作用。

1212个人个人、、--1111℃℃、、海拔海拔20002000多多
米……风雪中米……风雪中，，重庆驻地海拔最高重庆驻地海拔最高
的交巡警中队艰苦值守在高山深的交巡警中队艰苦值守在高山深
处处，，护卫着过往旅客的护卫着过往旅客的安全安全——

来自零下来自零下1111℃℃的的
温暖守护温暖守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松周松

室外最低气温-11℃

从主城驱车近5个小时到奉节县城后，还需要两
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兴隆镇。这两个小时几乎都是
弯弯绕绕的山路，海拔从不足300米一路攀升，最高
处可达2000多米。

海拔高、森林覆盖率高，让这里成为了旅游度假胜
地。天坑地缝、茅草坝滑雪场、龙桥河景区、迷宫河……
这些景区、景点让夏季避暑纳凉、冬季赏雪玩乐的人逐
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镇接待游客达到50
万人次。

“最难熬的就是冬天。”这是中队所有队员的统一
答案。由于驻地所处位置在高海拔地区，冬季温度
低，最冷的时候室外温度低至-11℃。

天气很冷，驻地一楼的休息室有一个火炉取暖；
二楼才是队员们的卧室，房间里除了几张床和一个简
易衣柜外，再没有其他任何陈设。每张床上，除了军
绿色的棉被，还有两条厚厚的毯子。站在卧室里说
话，哈出的气很快就会让窗户起雾，静静待一会儿，还
能听到窗外的风“拍打”着窗户的声音。对此早已习
惯的队员调侃说：“晚上风更大，‘呼呼呼’的声音比鼾
声还大。”

5年累计巡逻10万余公里

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是
对中队工作最大的褒奖。建队5年来，他们累计巡逻
10万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两圈半，完成纠违任务
15000余件，处理事故一般程序1862件，为游客领

路、帮助受困司机脱险、为没有雪天驾驶经验的驾驶
员代驾等服务群众4000余次，完成安保任务200余
件，没有一件事因完成不了而上交给奉节县交巡警大
队处理，也没有一起群众投诉。

谈及这些数据，敖德勇嘿嘿一笑，打趣地说：“没
想到我们5年来还是做了不少事哦。”他说，平时只要
老百姓有需求、有困难，大家就会帮，也没细分这是任
务还是工作。

帮助被困雪中的车辆脱困

今年1月初的一天，随着南方地区大范围地降
温，兴隆镇上的雪下了一夜，白茫茫的一片。这乐坏
了前来旅游度假的游客，也愁坏了兴隆中队。

这样的天气下，中队最大的任务就是确保雪天
辖区范围内道路的畅通以及过往车辆的安全，“说白
了就是要不停巡逻，以防有人员和车子被困。”熬德
勇说。

“赶紧把中队地坝里的雪扫了就出发”“再多拿3
把铁锹”“每个组都带两袋融雪剂”……当天，敖德勇
边嚼着米饭，边安排工作。

午饭后，没有休息和过多的谈论，大家很默契地
开始忙碌。两个班组分别跟着队长敖德勇和副队长
陈宇亮出发了。

敖德勇带队前去巡逻的是兴隆通往奉节县城的
一条省道，“有段路非常狠，只要下雪必须过去看一
下。”敖德勇皱着眉头，一路和队员探讨着沿途重点路
段和观察过往车辆防滑链安装情况。

他口中这段“非常狠”的路位于S201省道石板沟
路段，连续的爬坡弯道大约有两公里长，路一面是山，

一面是悬崖。由于大山阻隔，这里属于背阴地方，每
逢下雪，这段道路路面就会结冰而且长久不化，过往
车辆稍不注意就会打滑陷入雪中。

到达路段还没下车，敖德勇就看见前面一辆
中型货车正加大油门向上爬坡，由于没有捆绑防
滑链，轮胎原地打滑，车子始终没有前进，被困在
上坡的路上。几名队员把车靠边停好，快走几步
上前帮忙。

“来，都来搭把手！”敖德勇招呼大家推车。无奈
坡陡路滑，几名队员使尽浑身力气，最终只能换来车
轮溅起的一身雪泥。“莫慌，方向盘打直，先退到坡坡
下面平点的地方，再慢慢给油，记到莫加猛油。”熬德
勇对驾驶员说。

队员胡超边指挥着后方来车，边打电话联系附
近可以装防滑链的商户。吴坤和另外几名队员拿着
铁锹快速地清理着路上的冰雪，并在上坡路段撒上
融雪剂。

后退、给油、起步、上坡，几次反复……敖德勇双
手紧握着货车右后方的围栏，深吸一口气，放低身
子，左脚在前，右脚用力向后蹬。吴坤和其他几个队
员分别在车后用力推着。最终，几个人硬是把车推
了上去。

敖德勇和队员们边哈着热气，边用手擦去额头的
汗珠。

“有的驾驶员嫌麻烦不装防滑链，甚至会说我这
个交警多管闲事，但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付出生命的
代价，所以我宁愿大家说我这个交警太麻烦。”敖德勇
如是说。

让许多人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些“爱管闲事”的交
警，才让这段路安全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