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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9月6日上午，寿光洛城街道段家尧河村，段
洪春带领一家人正修补被水淹塌的大棚“口
子”。

段洪春站在大棚墙体旁已垒砌了十几层高的
土袋子上，妻子和儿子则在大棚里用编织袋装
土。他们一边喊着号子“一二，一二，一二”，
一边将土袋子一个个递给段洪春。

这是个力气活，越高越难递，越高越难垒。
段洪春善琢磨，给大棚补窟窿，同样也需要技
巧，要找准位置，定好坡度，夯实土，这样才牢
靠。段洪春用自制的石头夯具一下下夯实土袋
子。之后，用铁锨铲下大棚边上一些松垮的土撒
在土袋上，再一下下夯实。

大棚棚墙塌了六七米长的口子，从一早就来
堵，三四个小时垒了两米多高。段洪春一边擦汗
一边给妻儿打气，再垒上两层上午就收工，下午
接着干。

“大棚塌了个口子，断了几根柱子，重新砌
起棚墙，再换上柱子，过些天就可以重新栽苗
了。”段洪春说。

段洪春一家六口，收入主要靠蔬菜大棚。除
了两个年幼的小孙子外，他和老伴、儿子、儿媳
都靠在大棚上。

以前，段洪春家种着4个棚，每天除了一个
人在家看孩子，其余三人都在棚里忙。

靠着勤劳能干，段洪春很早便在村里盖起了
两层小楼。为多种点菜，2018年初，段洪春的儿
子又买了个蔬菜大棚，想扩大生产，却遇到了灾
情。

种了20多年大棚，段洪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重大灾情。庆幸的是，段洪春早年考取了农技师
证书，不仅能指导蔬菜种植，还懂建棚技术，这
次大棚受灾，他的技术也用上了。

洪灾中，段洪春家的几个大棚的菜苗都被水
冲没了。“棚坏了可以修，苗冲了咱再栽，等靠
没有用，我们有技术，还可以出去干技术员。”
段洪春说。

段洪春说，“大棚恢复种植需要一段时间，
我寻思着这几天出去干技术员的活，尽量弥补一
下损失。”

与段洪春全家上阵不同，纪台镇苏秦庄村民
张美丽正在孤军奋战。她丈夫在外打工，自己种
着两个蔬菜大棚，两个孩子正在读书。

如果大棚里面没有进水的话，现在张美丽的
大棚丝瓜正在上市。“虽然两个大棚进了水，菜
苗没了，但好在大棚都没有出现坍塌，等水下去
之后，翻一翻地，可以重新栽植蔬菜。”张美丽
说。

洪水之后的十几天来，担心两个大棚再出问
题，张美丽晚上就睡在电动三轮车后斗上，时刻
关注大棚。

以前，雨雪天张美丽也遇到过大棚受灾的情
况，那时还在家种棚的丈夫经常辗转难眠。张美
丽总会劝丈夫积极面对，该吃吃该睡睡，养好精
神，才能尽快把大棚整好。

为补贴家用，丈夫到外地去打零工，家里的
两个大棚全都是张美丽一个人照顾。

张美丽开朗的性格，也影响着两个孩子。已
在聊城大学读大二的大女儿，知道妈妈挣钱不容
易，一个月500元生活费还会有剩余。家里大棚
受灾后，女儿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张美丽，嘱
咐她好好休息。看到张美丽操劳，12岁的儿子主
动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家务，学着给妈妈做好
饭。张美丽说，孩子们懂事听话，这让她很欣
慰。

“只要勤劳肯干，好日子还会过回来。”张
美丽说。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上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

价格定基指数为142 . 48点，较上周150 . 64点下跌
8 . 15个百分点，环比跌幅5 . 4%。

这周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5类下跌3类上
涨2类持平，其中下跌明显的类别是白菜类、菜
豆类、瓜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16 . 8%、12 . 1%、
10 . 1%。上涨明显的类别是甘蓝类，环比涨幅是
4 . 3%。菌菇类、水生类持平。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
理隋玉美认为，晴好天气是蔬菜指数继续下跌的
主要原因。天气晴好利于蔬菜生长、运输，市场
供应量持续充足，带动菜价下跌。寿光及省内周
边秋菜随着天气凉爽上市量逐渐增多，加之外省
蔬菜源源不断入市，共同抑制菜价攀升。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10日8点，寿光市田柳镇薛家庄村，62
岁的陈景山走进大棚，查看西红柿苗长势。移
栽定植后，这些大西红柿苗长势旺盛。

洪灾来临时，陈景山大棚里的小西红柿即
将收获。突如其来的洪水，毁了一茬收成。大
棚积水严重，陈景山找来3台水泵抽水，7天后
才抽干。随后，他耧地翻晒，种上了大西红柿
苗。“损失了没办法，只能再重新干起来。”
陈景山说。

田柳镇张后村村民苗爱国的大棚内，西红
柿苗已经长到15公分高。

35岁的苗爱国经营着生资门头，还种了5
个大棚。其中两个120米长的大棚是2017年春天
投资40多万元建成的，因为地势低，暴雨后内
涝严重。“棚里水深40公分，西红柿苗子当时
半米多高了，已经开花，却淹死了。”苗爱国
说，光这些苗子成本就近万元。

在镇村的帮助下，苗爱国排出棚内积水，
修复受损的棚体，联系种苗，重新栽种。

这次洪灾造成张后村380个大棚中的200多
个大棚受灾，部分垮塌。目前，张后村受损大
棚已完成排涝和棚体修复，绝大多数已经种上
了新的种苗。

“往年定植西红柿苗大概在8月5日左右，
现在虽然有点儿晚，但总归是恢复生产了。”
苗爱国说。

洛城街道杨家尧河村220个受灾大棚中，
80%的大棚目前已重新栽植种苗。

村民侯俊安，正在修补倒塌的大棚墙体。
“现在我们只考虑采用最有效的办法赶紧把大
棚修补好，快种上苗子，损失减到最小。”侯
俊安说，他采用的是村里推广的大棚修补方
法。

灾后重建中，杨家尧河村党支部对大棚受
损情况进行摸底，研究大棚加固修补措施。得
知村内一名村民代表长期在外修建大棚，村党
支部书记杨俊灿带着村“两委”成员连夜前去
“取经”，商量补救措施，最终敲定了油杆加
固方案。

“越是在群众最无助的时候，越需要我们
站出来，与群众并肩作战。”杨俊灿说。

油杆加固法成本1米仅为250元左右，具有
省时、省工、省力、安全等众多突出优势，如
今村内部分大棚已经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了修补
加固。

杨家尧河村孟祥平的大棚内，十余人正在
栽植种苗。原来，为了节省劳动成本，村里几
户村民商量着，谁家如果需要栽苗子，打声招
呼，大伙一起干。“人多力量大，这个时候，
大家就得相互帮扶。”孟祥平说。

为加快推进恢复生产工作，洛城街道党工
委先后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和全体村党支部书记
会议，对恢复生产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署。

灾情发生后，寿光市营里镇大北河村丁中
义的两个140米长的大棚不同程度进水，积水
最深达到2米多。最终，一个大棚倒塌，另一
个大棚后墙体、两山受损。

今年7月中旬，丁中义就在两个大棚中栽
上了小西红柿苗。如果不发生灾情的话，现在
已经上市。

面对灾情，丁中义先把大棚积水抽干，等
大棚土壤中的水分减少一些后，立刻对大棚进
行抢修。然后，用泡沫砖加固大棚后墙体、两
山。对于已经倒塌的大棚，丁中义撤除大棚棉
被、棚膜、棚柱、钢丝等大棚设施材料，等晾
晒好土地，达到建设条件后，重新建一个大
棚。

9月7日，丁中义在棚内收拾大棚设施，几

位村民帮着加固棚体。
“光心疼不是办法，我们早动手，能尽快

挽回一些损失。”丁中义说，“正在抢修的大
棚，我打算10月初就重新定植新苗子，毕竟早
种上一天，就能早一天收获。”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胡营一村村民刘永种着
3个60多米长的大棚，一个自建，另两个承包
他人的。刘永自建的大棚后墙体、两个山墙，

都在这次洪水中倒塌。这个大棚建于2011年，
造价近10万元。大棚倒塌之后，刘永好几天都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来我想明白了，大
棚倒塌可以再建，只要人在、家在，没有什么
坎儿过不去。”刘永说。

大水过后，刘永先是排出承包的两个大棚
的积水，在里面栽上了茄子苗。现在，刘永开
始清理倒塌的大棚，重新筹钱建新棚。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文礼 邱合锦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台风“温比
亚”对寿光电网和全市人民造成巨大危害时，
寿光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党支部书记国智文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
当。

暴雨过后，寿光电网多处受损，35千伏田
马变电站因水淹造成全站失压停电。

20日早晨7时许，国智文带领变电运维班
杨子悦等一行8人赶赴田马站开展应急抢险工
作。在距离田马站300多米左右的地方，国智
文换上雨靴带领大家水中前进。

这时，国智文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小水泥

台上，水泥台即将被大水淹没。老人全身湿
透，冻得浑身发抖，已经说不出话来。此时水
流湍急，水位还在上升，国智文和党员杨子悦
马上上前，把老人转移到100多米外的安全地
带。将老人交付给附近的热心群众，国智文回
身朝滚滚洪水中的田马站走去。

洪水退去，村民陆续返回家中。在寿光供
电公司积极抢修下，村庄的电力供应及时得到
恢复，但大部分受灾村民家中电气回路存在漏
电隐患，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被水浸泡，用
户对进水的电器是否能够继续使用不甚了解，
冒然使用会有触电危险。寿光市供电公司组织
了6个安全用电宣传小组，组织专业人员入户
帮助检查用电设备健康状况，发放安全用电明
白纸，确保用电安全。国智文写了一份倡议

书，利用周末时间组织运维检修部部分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开展义务服务活动，帮助受灾客
户解决进水电器使用难题。

8月25日上午9时，国智文带领4名彩虹共产
党员服务队成员携带相关仪器和工具到达受灾
严重的上口镇口子村。5个人分为2组，就近询
问村民是否需要用电帮助。

“我家的电饭锅前天一插电源浑身麻了一
下，吓得我都不敢用了。”一个大妈说。“那
是漏电，我到您家给看一下。”国智文带领1
名队员进了大妈家，经过检查发现是包裹电热
丝的石棉进水，导致锅体带电。2人用电吹风
对石棉进行烘干，经过绝缘测量后，电饭锅绝
缘性能良好，能够正常使用。大妈要给钱，国
智文忙说：“我们义务为受灾的乡亲们劳动，

不要钱。”
中午简单吃过午饭，彩虹共产党员没有休

息就又到村民家中开展用电咨询和服务。国智
文怕有人需要服务找不到人，就将自己的车停
到村庄主干道的路边，将服务内容和自己的电
话写到纸上贴在车窗显眼的位置，这样村民有
需要帮助的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找他们。一行5
人一直忙到天色渐黑，帮助约50户村民解决了
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等电器的用电难题，
向村民讲解了安全用电知识。同时，他们利用
自带仪器对各家的漏电保护器进行了监测，确
保运行正常、安全可靠。

“对于老乡来讲，给修好一台洗衣机，就
可能解决了困扰他家的大问题。也能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国智文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9日下午，寿光市纪台镇安家村卫生室
后面的湾塘里，大功率水泵正在轰鸣作业，水
位逐渐下降。

洪水袭来，这个湾塘积水容量达1万立方
米。王金河家紧邻这个湾塘，大水浸泡着他家
的房屋地基。王金河说，水能及时排除，心里
就踏实了。

“安装了水泵，这个湾塘的水就能排除，
长久解决对房屋地基的威胁。”潍坊市农业综
合开发办成员曲成祥说。

这个泵站由潍坊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协调安
装。8月25日，农业综合开发办作为潍坊第一
批抗灾救灾包村联户工作组成员，包靠安家
村。

据了解，灾情发生后，潍坊市36个市直部
门单位分别成立帮扶工作组，分赴寿光上口
镇、羊口镇、稻田镇、营里镇、侯镇、纪台镇
等受灾严重的镇村进行帮扶。

当时由于道路到处积水，潍坊市农业综合
开发办的曲成祥、阎洪金、刘长江三人，一路
辗转3个小时，才从昌乐进入安家村。当时大
棚生产区全部泡在一米半的积水中，整个村庄
一半也“泡”在了水里。更严重的是，由于村
北积水严重，物资进出受困，村内所有商店的
面粉被抢空。曲成祥等人配合安家村党支部书
记杨华德开展抗灾救灾工作。

当务之急是抽水排涝，但家家户户的抽水
泵都是小排量的，根本不起作用。工作组赶紧
协调来3台大功率抽水泵，24小时作业，5天后
村内的积水才排尽。看到村民缺粮，工作组又
协调了500袋面粉，发到灾民家中。连续17天，
工作组一直盯靠在安家村。

“水不退，村不洁，我们就不撤。”曲成
祥说。

据介绍，在帮扶中，36个市直部门单位结
合自身实际，各显神通。

上口镇小营村，由潍坊市委统战部包靠。
接到任务后，统战部迅速召开专题会议，成立

专项工作小组，通过统战系统下发通知，组织
全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统战社团等，通过
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抗洪救灾行动。

羊口镇南宅科村是寿光此次洪涝灾害中受
灾最严重的村之一。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
任务后，迅速成立工作组，由潍坊中院党组书
记、院长姜树政带队到村进行对接，实地查看
灾情，了解受灾情况，看望慰问群众，积极做
好卫生防疫和灾后重建工作。

“我们组成立了法律服务队，对因灾损失
赔偿、灾后重建等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纠纷案
件，认真做好预判和准备工作，加强诉前调
解，尽量将相关纠纷化解在诉前和萌芽状
态。”姜树政说。

在营里镇李营村，潍坊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正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各项工作。前期，潍坊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已将4万元款捐赠给寿光市慈
善总会，并向李营村捐赠价值近10万元的电饭
锅、燃气灶等生活用品。

潍坊市残联帮扶支援稻田镇东里村，前期

先后对该村支援417包纯净水和178箱方便面，
总价值18000元，全体干部职工发动捐款7750
元。同时，潍坊市残联积极协调爱心企业潍坊
市新世纪广告有限公司进行捐助，捐献棉被60
床、铁锨60把。

面对灾情，潍坊市社保中心迅速组织机关
干部对包靠的侯镇大泊头村展开抗灾救灾。工
作组现场查看和了解受灾情况，与镇村干部认
真研究救灾方案。8月31日，潍坊市社保中心
通过侯镇党委政府，向大泊头村捐款8万元用
于灾后重建。

营里镇牟家营村由潍坊市智慧办负责包
靠。目前，牟家营村已恢复供电，村民生活及
村貌卫生已全部恢复正常。据了解，进驻牟家
营村后，潍坊市智慧办共组织捐款捐物近18万
元，并对全村65户人家逐一进行家访。

潍坊市智慧办副主任杨国庆说：“我们将
与牟家营村党支部研讨今后村集体经济项目的
发展问题，帮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洪灾关头冲在前
——— 记寿光市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党支部书记国智文

潍坊36个市直部门单位帮助寿光灾后重建

“水不退村不洁，我们不撤”

寿光菜农修补大棚，栽上新苗

灾后生产不等闲，撸起袖子加油干

市场供应量充足
蔬菜价格持续下跌

只要勤快
好日子就能过回来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张同业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8日下午，寿光市纪台镇

耿家庄子村，陈秀玲正在用水泵抽取大棚内的
积水。积水通过水带排往村南的沟渠中。大棚
明水在9月5日就已排完，但总是有地下水冒出
来，陈秀玲就再抽抽。“依靠这条沟渠，我们
村的大棚积水顺利流淌到尧河。”陈秀玲说。

沟渠宽1米，深0 . 95米。这样的沟渠在纪台
镇共有6条，南北3条，东西3条，总长12 . 04公
里，涵盖周边20个行政村的1 . 4万亩土地。

据介绍，这三纵三横布局的沟渠属于2014至
2016年的土地治理项目。

考虑到纪台镇这片区域地势低洼，在我
省、潍坊市、我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支持

下，土地治理项目改为修建排水沟渠项目。
该项目系上级农业开发部门批准的第一个

以排水设施为主的项目。项目建成后，寿光
市、镇、村三级部门精心管护，设施运行良
好。

“这些水渠形成完善的排水系统，在排涝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台镇镇长贾立生说。

12公里水渠让20村顺畅排水

□刘娜 报道
寿光市田柳镇张后村村民苗爱国，在给新栽的西红柿苗施肥。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洪灾发生后，寿光市住建局组

织人员第一时间进行房屋鉴定，自8月27日起，
紧急排查全市受灾房屋，就房屋受损情况，经鉴
定工作小组排查鉴定，根据危房受损程度和级别
不同，给出不同的处理意见。

工作组人员逐户对受灾房屋的地基是否下
沉、墙面有无严重开裂、房屋上部主体是否出现
倾斜及承重墙有无倒塌等问题进行检查。发现危
房，要标明“危房”并迅速妥善迁移受灾群众，
从而为灾后房屋重建、修复提供科学依据。据
悉，鉴定为C级的危房将进行修缮加固。对完全
倒塌和鉴定为D级的危房，将进行重建。截至9
月8日，寿光市住建部门组织6家中介机构对全市
各镇街区提报的危房进行了排查鉴定，共排查
7500余户。

寿光住建系统
排查危房7500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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