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扬 赵洪杰

“抓紧抢收！”9月2日上午10点
30分，在昌乐县红河镇清泉村村民
吴乐怀地里，潍坊农科院特聘专家
张培一眼看到，地里有一部分大姜
受灾较轻，就帮吴乐怀忙活起来。这
是他天亮以后查看的第3个村了。

“抢收可以帮村民挽回一点损
失，及时补种其它作物也很重
要。”张培现场查看清泉村灾情
后，建议姜农尽快抢收大姜，同时
换种菠菜、萝卜等蔬菜，尽一切可
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开始村民垂头丧气。”清泉
村党支部书记吴功文说，张培等几
位专家多次来村里，反复给村民做
工作，大家才意识到能通过补种菠
菜等作物降低损失。在专家指导下，
大伙很快开展了抢收和补种工作。

“不受灾的话，大姜能卖到1
块5一斤。抢收这些大姜，由于品
质不好，只能卖到每斤3－4毛。”
村民吴乐怀说，补种这批菠菜，由
于成熟期短，很快能见效益，能卖
到1块一斤。

“咱也是农村孩子，看到村民
受灾心里很难受。”作为红河镇农
学博士工作站农技专家，灾情发生
后张培第一时间走村访户，实地查
看灾情。10多天来，他通过召开培
训会、微信发布指导意见等措施，
指导群众生产自救。他跑遍了小菜
园、东皋营等70多个村，提出有针
对性的意见建议20多条。

记者问，作为一名特聘专家，
为何对抗灾救灾积极性这么高？张
培笑着回答说：“近朱者赤嘛。”
灾情发生后，他看到红河镇党员干
部不顾个人安危冲锋在前，由此暗
下决心：“一定要发挥自己专业特
长，尽一切可能为农户减少损失。”

这几天，张培积极联系潍坊市
农科院，与镇党委、政府一起对受
灾村的不同地块、不同区域进行整
体规划，提出分门别类统一种植相
应蔬菜的专业意见，确保灾后种植
蔬菜形成规模、提高品质，实现效
益最大化。

为解决群众灾后“卖菜难”，张
培还积极联系外部资源，为群众协
调蔬菜销售渠道，特别是针对受灾
严重的大姜和即将补种的菠菜、芥
菜、萝卜等农作物，他联系了寿光、
昌邑等地的蔬菜经销商，提前找好销售渠道，消除群众后顾之忧。

长时间在村里“摸爬滚打”，张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而是有一个成立已近两年的技术团队在发挥作用。这个团
队由潍坊市农科院专家工作站和红河镇农学博士工作站组成。专
家工作站包括张培在内一共4位专家，博士工作站实际有二十多
人在工作。团队主要负责新品种引进种植、病虫害防治、新型职
业农民技术培训等工作。

这两年，张培每周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地头，推广应用超声
波种子处理、蘑菇菌基质栽培等农业新技术7项，引进培育‘钻石之
光’大樱桃……张培团队推广的超声波种子处理技术，在不增加成
本基础上，让花生亩产提高300斤左右。他和许多村民成了“熟人”，
工作一忙就容易忘了时间，村民常常请他去家里吃饭。

为改变村民的种植理念，红河镇博士工作站开办了农技学
堂，为群众解决大棚生土改良等技术难题30余个。他们还借助互
联网技术，建立红河镇星火农科服务群，线上线下齐发力，实现
专家群众实时交流，专家服务与群众需求能精准对接。

“年轻时，组织一直发展我入党，但我错过了很多机会。现
在，看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抗灾救灾中发挥这么大作用，我特
别想再申请入党。”张培最后跟记者说。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刘久平 王 震

这几天，安丘市郚山镇南逯村村委
大院又增了新“物件”。先是村民张
华、徐永德分别送来了锦旗，再是在外
地工作的该村流动党员于海自费2000余
元送来了30个玻璃材质奖杯。他们的目
的是同一个：感谢与表彰该村36岁的党
支部书记于志良带领29名党员群众在抗
灾救灾中的感人事迹。

8月19日19时许，村民徐永德仍在
外地干工程，此时他在村内独居的母亲
被暴雨困在家中，积水已经没过了老人
的颈部，形势十分危急。这时，于志良
带领几名抢险队员毅然冲了进去，将绳
索系在窗框上，背起老人顺绳翻窗而
出，安全脱困。在锦旗上，徐永德特意

让制作人员写上了“抗洪救灾 情系百
姓”的文字，在灾后第三天就从外地送
到了村里。回村后，徐永德才知道台风
“温比亚”的威力，“电停了，自来水
断了，生产路毁了，四座桥也冲毁了，
却没有一名群众伤亡。如果不是党支部
给力，如果不是干群一条心，后果不堪
设想。”

南逯村位于安丘市郚山镇西南
部，是太平山几条山沟河流汇合之
处，鲤龙河从村前绕过，径流量大，
河水一旦漫过河堤后果不堪设想。8月
19日一早，于志良就根据镇党委政府
的安排部署，提早做了防范和巡逻值
班，党员干部齐出动，转移了住房不
坚固的部分群众，所有村两委干部包
片蹲点值班，“雨越下越大，在出现
险情后，我们第一时间集合在最危险
的村东南部，和镇上的干部们一块抗
灾抢险，一晚上共营救被困群众 3 2
名，转移群众148名，安置在村委过夜
群众56名，全村无一人伤亡。”

为了营救被困群众，于志良的腿被
洪水裹挟的石块砸伤，但灾后第一天，

他就一瘸一拐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带领
该村51名重建工作队成员投入到灾后重
建中。据于志良介绍，南逯村党支部迅
速成立重建工作队，组织全村开展了
“邻里帮邻里、党员帮群众、集体帮个
人”互帮自救活动，带领党员抢修主要
道路、恢复自来水管网、修缮住房、免
疫消毒过水区域、安抚群众情绪、除险
加固堤坝水库等，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
生活秩序。“短短12天时间，街道清
淤、防疫消毒、隐患排查、恢复供电供
水及主要生产路通行等工作已全部完
成，危房修缮重建及堤坝加固等正在紧
张进行中。”

面对村民的交口称赞，于志良说，
有一个过硬的党支部，才是他们打赢抗
灾抢险战的关键。忙着生产自救的村民
对于志良的话也深有同感。“有一阵我
们村很混乱，村‘两委’班子薄弱，我
们群众都不认可。老少爷们嘴里经常吐
槽‘俺庄干部不干事’。”村民张华
说，南逯村真正的改变是从于志良2016
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开始的。

“我们村新‘两委’班子是2016年

组建的，在2017年的换届中均高票当
选。这也说明村民对我们认可了。为把
村庄建设好，我们先从打造一个过硬的
党支部入手，通过抓党建、出管理制度
等举措，让村‘两委’班子作风转变
了，党员们也有了集体荣誉感。这两
年，村‘两委’干部全部靠在村事务
上，我们村党员群众的面貌以及村庄面
貌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一些在外地工作
的党员、村民经常打电话、发微信，为
村里发展出谋划策。”于志良说。

记者注意到，南逯村51名重建工作
队队员中，有村干部12名，普通党员15
名，还有群众代表。村里要求每一名党
员包靠2户受灾群众，党员群众一起把
家园恢复重建好。前几天为恢复供电，
需要砍掉十几棵树，刘光成等3户村民
得到消息后，二话不说就砍了树，并且
再三拒绝村里给的补偿款。

正是由于有了一支过硬的党员干部
队伍，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中出现了党
员干部抢着干，群众铆足干劲帮着干的
场景。“虽然遭了灾，我们有信心把南
逯村打造得更好。”于志良说。

“80后”村支书于志良危难中勇担当，带“两委”班子奋战在抗灾救灾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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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党员干部要冲在一线。崔文礼说，“灾后重建关
系着全体村民的生产生活，我们必须得咬牙坚持下去。”在党员
干部的带动下，村民生产自救的热情被点燃了，大家不等不靠，
自己整修房屋、抢救农田，攻坚克难，重建家园。

经过持续抗灾救灾，大部分受灾村民已陆续返家。记者在现
场看到，东张村巷子内村民们干劲正浓，生活也正逐渐恢复。正
在修缮堰墙的村民告诉记者，面对灾难，党员们带头，村民们互
帮互助，自救互救。“尽管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有信心在最短的
时间内，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据了解，随着水、电、通讯的恢复，以及救援物资的运抵，
经过政府组织以及群众自救，庙子镇各村已开始下一步的重建规
划。庙子镇党委书记孙培伟表示，一方面，组织把地势高的闲
置、倒塌的民房进行流转，新建钢结构安置点，用于暂时安置群
众；另一方面，发动村集体、党员和先进家庭帮助村民修建新
房，新房标准由镇政府统一制定，让群众更安居、宜居。

现场三：寿光营里镇李营村

挨家挨户走访，让村民的心尽快稳下来

李营村位于寿光营里镇东北部，由于地势低洼，村庄损毁严
重。灾情发生后，在村“两委”的带领下，全村迅速行动起来，
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8月21日洪水势头稍落，54岁的李营村村支书李江云就带着
几个年轻人，蹚着齐腰深的水，走了十几里路，回村查看情况。
“当时灾情比较严重，一位养殖户养的4600只鸭子，眼看还有6
天就要出栏，洪水来时全部被淹。”

面对大量死禽，村“两委”干部冲锋在前。带领村民将所有
死禽全部填入两米深的坑内掩埋，盖上塑料布、撒上石灰，以保
障村民健康。

洪水无情，几户受灾严重的村民，一说起来就直掉泪。“要让村
民的心尽快稳下来。”李江云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走访，及时
对村民进行心理疏导。“只要人活着，一切还都能从头再来。”

“重建村子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不能光靠干部，再痛苦也
要积极起来！”村民孙久娥回应说。

营里镇党委书记张其振说：“镇党委正帮助村民恢复家园，镇
里派了两百多名干部到李营村清理淤泥垃圾、分发物资。针对大
棚、盐场等设施的不同特点以及损毁程度，也正分类进行抢修。”

灾情发生后，每天都有八九十人自发来到李营村村委帮忙，
有干部、有党员，也有群众。村民李建山因为会开铲车，主动承
担了村里清运垃圾的工作。在自家轿车、翻斗车等财物被淹受损
的情况下，他顾不上处理，常常忙到凌晨。

“在村民居住条件恢复后，依靠政府扶持资金、贴息贷款等
形式，村‘两委’将帮助村民尽快恢复生产。”李江云说。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李 扬
统 稿 赵洪杰

部分受灾乡村开始恢复生产

寿光大棚内希望渐渐重生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高 文

9月1日下午5点，寿光市纪台镇宋家
庄子村，43岁的赵秀华在大棚内弯腰给
茄苗打杈。整齐的田畦内铺满稻壳，土
地松软，茄苗已经长到20厘米高，叶子
绿得发黑。再有一个月，茄子就能上市
了。“多亏了我们村排水及时，我这个
大棚几乎没有损失。另外3个大棚，现在
积水也基本排完。”赵秀华告诉记者。

大雨来临当天，宋家庄子村花了
4 . 5万元购买5台抽水泵，向上级争取到
3台大功率水泵，村里规划了三级抽水：
生产区划分东西南北四大片，各片抽水
到指定的二级集水点，再集中排到弥河。

“24小时轮流值班抽水，建蓄水池和排水
沟，保住了全村大部分蔬菜大棚。”宋家
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张安明说。

8月29日，菜农张庆祥家的两个大
棚已经排完水，张庆祥打算过几天重新
翻整土地、订购茄苗。“我们排水及时，虽

然大棚进了水，但墙体保住了，很幸运。”
张庆祥说，以后的日子，很有信心。

308国道和姜周路交界处，纪台镇
东方东村村民赵守家站在沙袋筑就的堤
坝上，看着姜周路边的积水被抽到308
国道南侧沟渠中。洪水来临时，赵守家的
大棚茄苗长到20多厘米高了。“现在大棚
积水浅的地方还有30厘米，深的还有70多
厘米，再有两三天就排完了。”赵守家说。

东方东村地势低洼，全村500多个
大棚全部进水，目前已有150个大棚倒
塌，棚内作物全部被淹死。起初308国
道承接大量两侧村庄来水，最深处达半
米，交通瘫痪并倒灌两侧村庄大棚，两
侧50余个村庄救灾难度极大。

纪台镇村干部和老百姓昼夜加班，
采取水泵抽水、沟渠排水等方式，积极
开展自救。“地表积水再有个两三天即
可排完，大棚积水需要四五天时间。排
水完毕，我们就可能恢复生产。”纪台
镇机关主任科员梁永刚说。

“3个育苗大棚被洪水淹了两个，
剩下一个棚的苗都被菜农们抢购一

空。”9月1日上午，站在洛城街道薛家
庙子村的一条排水渠旁，孙冠云正指挥
着一辆农用车装载一箱箱标有“冠云种
苗”字样的蔬菜苗，给南范村杨世杰的大
棚送菜苗。

孙冠云家没被淹的一个育苗大棚中
有太空椒和茄子苗。经过连日来挖渠排
水，当地越来越多的大棚修复完好，具备
了栽植新苗的条件。“2万棵茄子苗和6万
棵太空椒苗已经全部被周边菜农订走。
我家的蔬菜苗不因洪水涨一分钱，太空
椒8毛钱一棵，茄子7毛钱一棵，多年不
变的价格了。”孙冠云说。

洛城街道南范村的杨世杰夫妻种了
三个高温棚，棚里的丝瓜和彩椒全被淹
死。5天时间，在消防官兵和当地干部
的帮助下，大棚里的水被排空，杨世杰
与妻子拔掉死苗，经过通风、日晒、消
毒、地面划锄，打算栽植丝瓜和茄子，
预计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上市。

在洛城街道杨家尧河村，菜农杨俊
东的大棚内，新栽植的茄子苗已经绽放
出淡紫色的小花。“大棚进水后，生长

了一个月的茄子被淹，肥料、土、菜苗
等底本损失严重。幸好大棚抽空水后，
补种还赶得上年前上市这一季。”杨俊
东说，补种的1600棵茄子苗刚栽上五六
天，预计11月中下旬就可以上市。

“水灾发生后，由于及时挖渠排
水，开展生产自救，现在全村150多个
大棚已经具备生产条件，灾后的菜农们
开始陆续栽植蔬菜新苗。”杨家尧河村
党支部书记杨俊灿说。

9月1日，营里镇李营村村民孙久娥
把儿子送到滨海一中后，就回家清理庭
院，收拾家务。这次洪灾淹没了所有的家
具、电器等，地里种植的玉米也将毫无收
成。“收拾好家里，我就去打工挣钱，不能
光等着政府救济。”孙久娥说。

洪灾中，李营村积水最深处2米
多。养鸭户李玉三家4600只鸭子还有6天
就能出笼，结果全被淹死，直接损失20
多万元。养狐狸的王玉田、种大棚的张
树林，损失都在四五十万元。村“两
委”成员带领全村人积极自救，目前已
恢复生活秩序，正在重建。

潍坊市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扎实推进

勘查鉴定受损房屋保居住安全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1日下午，潍坊市

人民政府召开抗灾救灾第五次新闻发布
会。会上，青州市、寿光市、临朐县、
昌乐县分别通报了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
工作进展情况。

据青州市副市长翟敏介绍，青州市
先后派出卫生防疫队伍20支、5200人
次，投放饮水消毒剂1505公斤，开展大
规模消杀150万平方米，清运垃圾7 . 2万
立方，无害化处理畜禽动物1595吨，目
前全市无疫情发生。迅速开展生产自
救，完成排水除涝面积44 . 25万亩，修
复供水管道51处、机电井53眼，临时修
复河堤2处、桥梁1座，排查整治河道阻
水问题73处、清除障碍物1 . 58万平方
米。全面开展受损道路、堤坝堰墙、水

淹姜井、大棚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勘
查排查，因灾进水村庄、进水户的积水
全部排出，组成20个房屋鉴定工作组已
勘查鉴定6135户、加固修复744户房屋。

据寿光市副市长王丽君介绍，截至8
月31日，寿光市慈善总会接收抗灾救灾
捐款1 . 07亿元，社会捐赠物资60万余
件。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寿光市组织
专业技术人员对受灾房屋进行鉴定，达
到继续居住条件的，逐步、分批回迁安
置；不适合继续居住的，通过各种方式
进行分散安置，并发放安置费。目前，除1
处安置点还有29户受灾群众因村庄整体
搬迁仍在安置点居住外，其余受灾群众已
全部实现分散安置，安置费已发放到位。

根据受灾情况，寿光市共有4个村需
要整村迁建，目前正在制订规划方案，

办理相关前期手续，争取尽快开工建
设。目前，已累计拨付自然灾害救助资
金5269万元，下拨抗灾救灾慈善专项资
金2935万元，发放各类救灾物资39 . 8万
余件。寿光市组建11支灾后生产技术指
导小组到受灾一线，对被淹大棚提供技
术指导，确保受灾相对较轻的大棚尽快
恢复生产。迅速组织各保险公司开通理
赔绿色通道，对受灾地区进行查勘和赔
付工作。

临朐县委副书记、县长刘裕斌表
示，灾情发生后，临朐县拨付各类救灾
资金5141万元；对20项灾后重建任务建
立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单位和时限要
求。在保险理赔方面，民生综合保险共
接报案1300起，查勘1290起；政策性玉
米保险预估受灾2 . 8万亩，已查勘1 . 8万

户1 . 6万亩，查勘完毕后及时组织赔
付；机动车辆保险共接报案199起，已结
案88起、赔付60余万元；商业人寿保险
接报案3起，已赔付3笔、26 . 9万元。

昌乐县副县长崔欣介绍，昌乐县加
快关键节点道路桥梁和重要水利工程抢
修，309国道丹河桥已恢复通车，朱孔路
宅科桥副道已通车，修复桥涵155座、路基
路面80公里。加快受灾村庄垃圾淤泥清
理，已完成全部受灾村庄淤泥清理工作。
扎实有序开展受损房屋鉴定，确保群众居
住安全。加快排涝排水工作，全县43 . 4万
亩农作物、3 . 3万个受损大棚积水已全部
排完。组织8个灾后生产技术指导组，深入
设施农业受灾严重片区、近300个村庄。及
时做好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成功立案
1500余起。

新新芽芽··新新希希望望
▲▲99月月11日日，，青青州州市市王王坟坟镇镇村村民民积积极极生生产产自自救救，，被被洪洪

水水冲冲过过的的葡葡萄萄发发出出新新芽芽。。（（□□记记者者 张张依依盟盟 报报道道））
99月月11日日，，寿寿光光市市纪纪台台镇镇宋宋家家庄庄子子村村，，大大棚棚内内的的茄茄

子子苗苗长长势势喜喜人人，，预预计计约约一一个个月月时时间间可可结结出出茄茄子子。。目目前前，，
村村庄庄及及大大棚棚区区内内的的积积水水已已经经排排净净，，3300多多个个大大棚棚已已栽栽上上菜菜
苗苗。。（（□□记记者者 卢卢鹏鹏 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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