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我郑
重作出承诺：一、带头服从组织安
排，坚决落实上级精神。二、带头不
信谣，不传谣，做好思想引导。三、
带头解决困难，急难险重任务冲在前
面。四、带头开展生产自救，尽快恢
复生产。五、带头扶贫帮弱，帮助受
灾群众克服困难。我坚决做到以上承
诺，请全体村民对我监督。”

9月3日下午3点，寿光市纪台镇
宋家村村委大院，20名党员面对鲜红
的党旗，在村党支部书记张安明带领
下作出庄严承诺。

这是宋家村举行的“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党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
不仅有在村的全部党员，还有57名群
众代表。

誓师大会先是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张安明作动员讲话，全体党员作
公开承诺，最后在“我是党员我带
头，灾后重建当先锋”条幅上签字。

“我们举行誓师大会，就是要进
一步动员广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带
好头，领好路，用实际行动做好各项
工作。”张安明说。

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寿光部
分乡镇遭受洪涝灾害。宋家村共有
830个大棚，650个大棚进水，143个
受损，其中50多个大棚倒塌。

目前，村内及大棚积水已经全部
排净，已有34个大棚栽上茄苗，目前
已经订苗15万棵。

关键时刻看党员。“抗洪救灾
时，我们村党员冲锋在前，担当作为
展现良好的素质。灾后重建，同样需
要我们党员带头，我们更需要发挥模
范先锋作用。”张安明在动员会上号
召党员。

党员赵秀华家4个大棚淹了三个，
一个排水及时，茄苗现在已经长到20
厘米高。其余三个大棚正等着晾干。党
员张庆祥家的大棚已经订好茄苗，等
着种植。“除了带头修复自家的大棚，
我们正帮助还没有修复大棚的群众。
我是党员，就该这样干。”张庆祥说。

“尽快完成灾后重建任务，不仅
是上级的要求，也是村民的期盼，更
是我们肩上的重担。”赵秀华说。

“我们不光自己要尽快恢复生
产，还要积极帮助群众。党员的先进性
就体现在日常，体现在工作生活的小事中，不管什么事都要冲锋在
前、担当在前。”纪台镇包村干部、纪台镇国土所所长周德成说。

3点20分，张安明带头在“我是党员我带头，灾后重建当先
锋”条幅上签名。其余20名党员都分别签名。

“这是庄严的承诺，更是神圣的使命，我们将以大无畏的精
神克服困难，以只争朝夕的态度推进工作。”赵秀华说。

抗灾救灾的日日夜夜里，为了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灾区干部冲在最
前面、干在最险处，灾区群众在此感
召下，不等不靠，振奋精神重建家
园。

艰难的日子里，大家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干群关系空前和谐，凝聚
起抗灾救灾的强大力量。

冲锋在前，村干部用行

动赢得好口碑

8月19日晚10点，安丘市凌河镇关前
埠村党支部书记宋信成等村干部发现河
水倒灌、村里积水不断增多，立即挨家
挨户提醒村民转移安置家中进水严重的
群众。有些老人迟迟不愿意离家，党员
干部们蹚着齐腰深的积水，紧急转移群
众100余人。最后一名群众被转移出来
后，村里房屋开始倒塌。

村主任王义鸣在转移村民过程中，
腿上被树枝划出了接近20厘米的口子，
但他顾不上处理，继续在洪水中转移群
众。伤口在水中浸泡，疼得他额头直冒
冷汗，也没有喊一声苦叫一声累，在群
众全部转移完后，他已经疼得无法站
立。

村支部委员宋树国家的积水涨到胸
口时，67岁的母亲独自在家。宋树国只
好让母亲爬到偏房的屋顶上，通过手电
筒的亮光向他报平安。宋妈妈一人撑着
伞在屋顶上坐了一夜，手电筒也亮了一
夜。

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群众
也自发投入到抗灾救灾中。今年53岁的
李清河，看到村里的党员干部组织群众

转移，也加入到队伍中。那一夜，他家
的八间老房都被冲垮，他没顾上转移家
中财物。“人命关天，钱没了可以再
赚，救人最重要。”李清河说。

邻居李金梅和她的老母亲被大水
困在家中，李清河蹚着湍急的水流赶
到，帮助李金梅将85岁的老人背出。
他的手腕在背老人的过程中扭伤，但
他没来得及休息，又来到了村民王乐
廷家里，将患病的王乐廷和他80多岁的
老母亲救出。王乐廷的母亲感动地流下
了眼泪。

“抢险救灾冲在一线，党员干部用
实际行动在群众心里树立了良好形象，
赢得了好口碑。”宋信成说。

“咱村人自己修的，来

了130多人哩”

9月3日，记者来到临朐县五井镇石
峪村，弯弯曲曲的生产路被平整拓宽，
铺满一层小石子。村党支部书记王传家
说：“这是咱村人自己修的，来了130多
人哩！”

记者采访得知，以前石峪村“没大
有这样的事”，都是“要干活先谈
钱”。说起变化，62岁的村民王学讲
说：“洪水来了，王书记心里有咱，大
伙都愿意干！”

8月19日下午，强降雨导致洪水漫
灌，石峪村多处发出告急讯号。王传家
和村干部组织受灾村民撤离后，又开着
小皮卡回村查看水势和是否有村民落
下。这时，村民韩祥书的家人打来电话
说，“韩祥书被洪水冲走了！”王传家
立即赶过去，和党员王国庆用绳子将被
冲出150多米的韩祥书拉回来。

韩祥书安全后，继续巡逻的王传
家又看到一辆红色的面包车陷在湍急
的河水中，车上两人被困。通讯中断
的王传家迅速跑回村民撤离地，找了6
名村民前来搭救。大伙在河两岸的电
线杆和大树间，搭起“绳桥”，然后

通过另一条绳子绑住受困人的腰，让
他们攀扶着“绳桥”，这才一点点被
拉上了岸……

一夜淋雨，一夜救灾，王传家和村
干部在洪水中挺身而上，冲锋在前，都
被村民们记在心里。雨停次日早上5点，
王传家仍不敢歇息，又和村干部走街串
巷，挨家挨户排查受灾情况。他说：
“洪水过后，通水、通路、通电是当务
之急。不等不靠，党员干部要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打起精神展开自救。”

一天恢复全村供电，两天修复水管
供水，“大路”一时难以修复，村“两
委”就联系挖掘机、工程车，在“小
路”上下功夫，修整铺平泥泞的生产
路，保障村民出行。

“当时剩下铺石子的活了，4公里的
路，我们几个干得很慢。”王传家决定
发动群众。“村喇叭广播后，没想到一
下子来了130多人。”王传家说，“非常
感动，村民们齐心协力，一天就铺完
了！”回想起那天的场面，王传家对重
建家园充满信心：“下一步修好10公
里的环山路，村民还等着采收庄稼
哩！”

干群一条心，恢复生产

有信心

“大灾即大考。在这次抗洪救灾
中，我们的基层党组织经受住考验，战
斗力得到了提升。”临朐县五井镇上五
井社区主任邓斌说，这使得整个村子人
心凝聚，这是重建家园最需要的。

“俺村地势低洼，又临着两条河，
两次台风连续到来，让俺村受灾严
重。”8月31日上午，已连续在抗灾救
灾一线忙活10余天的昌乐县宝都街道
尧沟社区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刘光荣
说。

走进西三里村，不时能碰到正在晾
晒衣物、家具的村民。一谈起那天的暴
雨及不断升高的水位，不少村民连声感

叹，虽然大棚里的蔬菜都已减产甚至绝
产，但多亏了当地党委政府及时疏散群
众，多亏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
站了出来，他们才能安全地回到家中，
只要人平安，日子还能过红火。

刘光荣指着一处严重受损的房屋
说，8月19日，眼瞅着雨越下越大，街
道、社区10余名干部赶到西三里村，带
领村里党员干部一道帮着转移群众，大
伙忙活了一个通宵，确保所有群众都安
全转移。

宝都街道计生站站长刘永春包靠西
三里村，从灾情发生至今，一直都在西
三里村忙碌着，受灾房屋与大棚统计、
村内环境卫生与防疫……“我们一方面
鼓励村民开展自救，晾晒物品，打扫卫
生，同时进行了分工，把主要精力放到
灾后重建中来。”衬衣已被汗水浸透的
刘永春告诉记者。

西三里村村主任李学森家的房屋被
泡，积水达半米以上，家电、家具都受
损。但面对严重的灾情，李学森顾不上
自己家的灾后重建，与社区、村党员干
部一道，天天领着工作组统计受灾房屋
与大棚。“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必须冲
在一线，只有我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才能带领全村老少爷们干起来。”李学
森说。

昌乐群信种苗有限公司育苗基地位
于西三里村，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在社
区、村干部的帮助下，公司经理李永卫
带领工人收拾了受损的基地，就抓紧组
织培育甘蓝苗。“看到我们的党员干部
们跑前跑后，我很受感动。不等不靠，
我们开始恢复生产，尽可能挽回损
失。”

“面对灾情，我们干群一条心。不
论多大的困难，不论多难的道路，大家
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刘光荣说。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李扬
都镇强

统 稿 赵洪杰

艰难的日子里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凝聚抗灾救灾的强大力量
寿
光
市
纪
台
镇
宋
家
村
党
员
灾
后
宣
誓
︱
︱︱

重
建
家
园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9月4日讯 省政府今天召

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抗灾救灾工作
进展情况：目前我省抗灾救灾有力有
序，恢复重建全面提速。灾毁房屋全部
完成鉴定，排水排涝工作接近尾声，灾
毁工程正在加紧修复，灾区学校全部顺
利开学。

副省长、省抗灾救灾与恢复重建指
挥部指挥长于国安介绍，山东组织规划
设计、房屋鉴定专家282名、144个工作
组赴灾区一线，对所有灾毁房屋进行排
查鉴定，共鉴定41327户，目前灾毁房屋
全部完成鉴定。对确需迁建的27个村已
启动规划设计，对鉴定为严重损坏房屋
的，由所在镇村安排临时过渡住所或到
亲友处借住。临时安置点由8月28日的5
处减至4处，集中安置人数减至159人。
受毁房屋修复重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全省已累计投入排涝设备11 . 9万台

套，排水除涝面积899 . 6万亩，进水村
庄生活区域积水已全部排出。潍坊市共
投入抽排水设备3万多台套，其中大型
抽水泵532台。为加快排水进度，寿光市
累计开挖排水沟渠75 . 6公里。截至9月3
日下午6时，潍坊市剩余排水面积1 . 2万
亩，积水量460万立方米，预计到9月5
日，除极个别低洼地带，可基本完成排
水任务。

同时，加紧修复灾毁工程。组织对
水利工程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整
治，共排查各类水利工程35092处，发现
隐患9100个并加紧修复，已整治完成
3566个。累计清理整治各类阻水构筑物
1638处，占地面积93 . 02万平方米；清

理整治种植林木、堆放垃圾、鱼塘、采
砂（取土）等5068处，占地面积471 . 17
万平方米。目前，潍坊市所有镇街和村
庄已全部实现通行，通讯、电力保障正
常。

对于农业生产自救工作，截至9月3
日，全省已修复大棚14 . 3万个，占到受
损毁大棚数量的近一半；大棚作物补
种、改种面积6 . 2万亩。潍坊市已补种
各类大棚蔬菜5 . 56万亩，补种蔬菜预计
10月中旬开始上市。省、市、县农业部
门组织70余个专家组，分赴受灾较重的
寿光、昌乐、青州、临朐、安丘等地，
进行技术指导。省农业厅副厅长褚瑞云
说，下一步，按照省抗灾救灾与恢复重

建指挥部的要求，省农业厅将持续用
力，支持灾区加快推进生产自救。

记者还了解到，通过抢收抢种、区
域调剂、动用储备、加强监管等多种措
施，确保了蔬菜市场价格稳定。据寿光
农产品物流园提供的数据，9月2日蔬菜
成交量328 . 4万公斤，环比前一日、对
比8月18日，分别增加5 . 3%、17 . 8%，
与去年同期交易量大致相当。据寿光全
福元集团9月3日零时结算数据，9月2日
蔬菜配送量 7 9 4 8 6 公斤，环比增加
20 . 05%；9月2日蔬菜平均价格1 . 88元/
斤，与灾前8月18日环比下降14 . 5%。

目前，各级政府财政已安排抗灾救
灾与恢复重建资金9 . 6亿元，其中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等国家部
委安排5 . 47亿元，省级及以下4 . 13亿
元。对资金使用情况，省审计厅已经启
动跟踪审计。

在抗灾救灾中，全省累计出动警力
6万余人次、车辆2 . 3万余辆次，营救受
困、遇险群众3000余名，协助救助疏散
群众近16万人。各受灾地区治安秩序良
好，没有发生救灾物资被盗被抢案件，
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没有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

灾区排水排涝接近尾声恢复重建全面提速

确需迁建27个村启动规划设计

□□记记者者 卢卢鹏鹏 报报道道
““沙沙袋袋补补的的墙墙很很结结实实，，不不耽耽误误种种菜菜。。””99月月44日日，，寿寿光光市市洛洛城城镇镇黄黄家家庄庄村村，，村村

民民黄黄茂茂昌昌拍拍着着用用沙沙袋袋临临时时垒垒起起的的大大棚棚墙墙体体说说。。
大大水水过过后后，，寿寿光光市市各各村村镇镇第第一一时时间间组组织织抗抗灾灾减减灾灾，，抢抢抓抓农农时时，，补补种种菜菜苗苗，，争争

取取让让多多数数受受灾灾菜菜农农在在今今年年年年底底前前收收获获至至少少一一季季蔬蔬菜菜，，弥弥补补损损失失。。

沙沙袋袋补补棚棚墙墙

抢抢时时补补种种菜菜

□□记记者者 卢卢鹏鹏 报报道道
99月月44日日，，寿寿光光市市洛洛城城镇镇黄黄家家庄庄村村，，村村民民韦韦大大哥哥正正在在整整

理理水水管管，，为为刚刚刚刚补补种种的的茄茄苗苗浇浇灌灌清清澈澈的的井井水水。。他他说说：：““洪洪
水水不不能能浇浇灌灌菜菜苗苗，，抽抽完完洪洪水水才才能能种种菜菜，，然然后后给给菜菜苗苗浇浇干干净净
的的水水。。””

抽抽完完洪洪水水浇浇好好水水

◆截至9月3日18时，潍坊市剩余排水面积1 . 2万亩，积水量460万立方米，预计

到9月5日，除极个别低洼地带，可基本完成排水任务。

◆9月2日寿光蔬菜交易量已与去年同期大致相当。蔬菜平均价格与灾前8月18

日环比下降14 . 5%。

◆各级财政已安排抗灾救灾恢复重建资金9 . 6亿元。对资金使用情况，省审计

厅已经启动跟踪审计。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娜

9月4日上午，寿光市田柳镇刘家村弥河河滩里，村民刘冠远在
棚内清理钢丝、水泥柱等。整理好的物品，将用于秋收后建新大
棚。棚区生产路上，村委会主任刘兴邦正指挥推土车平整道路。

“村里帮着抽了大棚积水，现在又在修路，还帮我在河滩外
流转了6亩地，生活正在好起来。”刘冠远说。

遭遇洪水后，刘家村有260个大棚泡水坍塌，770亩玉米绝
产，直接经济损失预计达2600万元。刘冠远家的两个黄瓜大棚墙
体倒塌，直接损失30万元。

刘家村这260个大棚全部建在弥河河滩，地势低洼，洪水来
临，无一幸免。

刘家村人痛定思痛。“我们在河滩外重新帮着大棚户流转土
地，把大棚全部移到河滩外。”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广说。

重建大棚需要较多资金。针对受灾农户，寿光推出种植、养
殖2年免息贷款，9月3日刘冠远顺利贷款10万元。他拿着村委介
绍信，先在寿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营业执照，又去人社局
办理贷款手续，再去银行就拿到了贷款。

到9月4日，刘家村已经有48个大棚户办理了免息贷款。
刘冠远建设的新大棚长110米，宽35米。“清理完这些旧

棚，新棚就开始建。有大家伙帮助，日子不难过。”刘冠远说。
时间回到洪水来临之际。8月19日早上，刘金广接到暴雨泄

洪预警，刘家村“两委”全体成员马上发动党员坚守弥河坝，随
时查看水势。随着雨势加大，村“两委”成员多次进家入户，查
看危房情况，安置老弱病残。

入夜后，镇村干部又打着手电、戴着头灯，挨个大棚检查，对那
些仍然在大棚中排水的村民，苦口婆心劝离。半夜时分，一村民冒
险去查看自己家的大棚，被镇村干部及时发现并劝离。

这一夜，刘家村“两委”成员和包村镇干部无人入眠，带领
四五十名精壮劳力多次上坝查看汛情，不间断巡坝护堤。

刘家村东河坝号称“五路口”，地势低洼，一旦洪水漫过堤
坝，将导致十几个村庄进水。刘金广、刘兴邦根据镇党委微信发
布的实时汛情信息，随时作出安排调度。19日晚上10点，刘金广
发现有溢坝危险时，立即组织人员填装沙袋，堆高、加固堤坝。
8月20日凌晨4点，上游加大泄洪力度，“两委”成员立即用村广
播进行了紧急动员。一百多名村民从睡梦中醒来，立即投身到抗
洪之中。随后，队伍不断扩大，达到四五百人。最终，在全体村民的
努力下，最大洪峰安然通过刘家村河段。

抗洪抢险中，刘金广连续在坝上指挥了近20个小时，嗓子都
哑得说不出话来。刘兴邦的10个彩椒拱棚全部被洪水淹没，70多
亩地瓜、20多亩胡萝卜也全部绝产，经济损失高达七八十万元，
他也完全顾不上，全力指挥着救灾。

保卫家园，全民参与。82岁的颜世森和52岁的儿子一起挥锹
掘土，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为筑坝需要，刘开远捐出了自家大棚
膜。身有残疾的刘长松抢着背运沙袋，为抗洪尽一份力。全体村
民无偿提供编织袋达到1万多条。因为筑坝需要土，刘汉春、刘
松华等四户村民的一亩半玉米地被挖，他们也毫无怨言。

“正是在镇村干部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保住了大
坝，守住了世代居住的家园。”刘金广说。

“刘家村‘两委’是换届选举后组建的新班子，他们经受住
了暴风雨的考验，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田柳镇党委
书记王桂芝说。

寿光市田柳镇刘家村“两委”经受住考验

抗洪唱“同心曲”
重建按“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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