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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9月20日，寿光市公安局民警雨后走进包靠
村庄纪台镇陈家尧河村，来到田间地头，排查积
水区域，查看大棚菜苗生长情况，了解群众困
难，向群众宣传讲解《雨后大棚蔬菜紧急处理办
法》，帮助群众开展生产自救。

“从进水到现在，大家一直忙着抽水，村里
的草都快齐腰高了，也一直没顾上清理，这几天
公安民警来了，拔草、清泥，忙个不停，有的民
警身上被蚊子叮了好多包，但他们不怕苦，不怕
脏，帮助我们重建家园，我们真的很感动。”陈
家尧河村村民吕巧梅说。

为了让受灾群众在最短时间里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寿光市公安局抽调了180余名警力分
别前往纪台镇陈家尧河村、稻田镇南韩村，帮助
群众清理淤泥、疏通沟渠，对路面垃圾、杂草进
行了铲除和集中处理，对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清
除。

“茄子苗是嫁接的，现在确实难买，别的村
庄有改种辣椒的，咱们可以试试，要打起精神，
尽快投入到恢复生产中去。这是我的灾后重建联
系卡，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9月20日上
午，民警李金辉、苏晓飞为陈家尧河村村民韩兴
亮出主意。

为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平稳，保障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顺利进行，寿光市公安局各警种单位、派
出所民警及潍坊市公安机关600余名增援警力全
部下沉到受灾村庄，联合镇街包靠干部，发动警
务助理、村“两委”成员，全力做好治安巡逻、
隐患排查、政策宣传、生产恢复等工作。

自9月1日起，寿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17名警
力驻守在陈家尧河村调查走访，全村235户分成
四个片区，每两人包靠一个片区。每天8点的部
署会议结束后，帮扶民警就按照分工挨家挨户走
访，调查了解大棚及家庭受灾情况，积极疏导群
众情绪，帮其树立生产自救的信心。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7日，87岁的北京市老干

部、原《中国老年报》记者吉人到银行向寿光灾
区捐款10000元。

吉人20多年前在《中国老年报》工作时，经
常到寿光采访，退休后一直对寿光非常关注。在
电视上看到寿光受了灾，吉人非常挂念，先后多
方电话了解寿光灾情，密切关注救灾情况，并捐
款10000元，请寿光市委老干部局代为转达。寿
光市委老干部局向吉人承诺，将结合对全市受灾
老干部调查情况，对特殊困难离退休干部及遗属
进行帮扶救助。

据悉，灾害发生后，寿光各基层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老干部社团纷纷自发组织开展捐款捐物
和志愿服务活动。截至目前，寿光市慈善总会共
收到市内外离退休干部捐款26万元，先后有670
多名老干部志愿者参与救灾重建工作。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21日，第八批省级产业集

群公布，寿光市窗帘窗饰产业集群成功入选。
上口镇是寿光市窗帘窗饰产业发源地和主产

区，窗帘窗饰是上口镇的主导产业，起步于上世
纪80年代，窗饰加工企业现已发展到80多家，形
成集生产、加工、组配、销售、安装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成为江北重要的窗帘窗饰集散地，产
品有30多个门类，1000多个品种，涵盖家居、办
公、厂房、车饰、养殖遮阳等多个领域。行业内
有“大江南北窗，上口窗帘装”的共识。

上口镇是全国第二大窗帘窗饰集散地，窗帘
窗饰产品占据江北80%的市场份额，占全国30%
的市场份额，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
来，上口镇窗饰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加快规模扩
张，产业转型升级。上口镇为窗饰企业统一注册
“朗朗上口”地理商标，举办2018中国（寿光）
遮阳窗饰展览会，组织企业赴上海、深圳等地参
展，6款窗帘产品空运到迪拜展示。

上口镇新建、改建新型窗饰项目13个，总投
资2 . 98亿元，成为江北最大的窗帘窗饰集散
地。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家，省级、潍坊
级专精特新企业5家，21家企业注册国内、国际
商标，天成窗饰获评“山东特色产业镇动能转换
20强优秀企业”，金果窗饰荣获“潍坊市专精特
新企业”。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黄海艇

9月21日，寿光市稻田镇东里村，寿光市
规划局、潍坊市规划局、潍坊残联、寿光城投
集团包村干部，在村里开展卫生大扫除活动。

看到生产道路上的瓜子石因长时间车辆碾
压难走，包村工作人员带着铁锨、小推车等工
具，填泥坑、清积水，将瓜子石重新铺撒均
匀，全天修缮路面300多米。包村工作人员还
协助村委工作人员为村内贫困户、低保家庭、
重度残疾人发放米、面、油、月饼等物资，共
计发放22份。

9月9日，为动员市直机关干部积极参与灾
后重建工作，寿光市委、市政府决定组织市直
机关干部开展“包村联户帮重建”活动。该活
动以“大干二十天，帮建新家园”为主旨，以
“拉呱、种棚、整卫生”为主要内容。

活动要求，每个市直机关单位抽调至少一
半的干部到村参与“包村联户帮重建”活动，
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靠在村里，并确定1名
分管负责同志主持本单位工作。

到村里去，到群众身边去。寿光市全序列
123个市直部门单位，以及潍坊的44个部门单
位，2272名党员干部迅速集结，奔赴101个受
灾村。

对口帮扶纪台镇的圣城街道，组织1300余
人到纪台进行村村对接，精准帮扶。寿光市市
场监管局抽调80人组成“帮扶突击队”，进驻
稻田镇孟桥村。华夏银行寿光支行仅有6名员
工，接到任务的第一天，停止业务奔赴纪台镇
赵家尧河村。

9月11日早上6点半，159名寿光市住建局
机关干部分成10个小组进驻了纪台镇苏秦村，
局长崔维川就地成立指挥部，带领一个小组现
场勘查村庄排水情况，并确定由住建局出料出
钱，帮助苏秦村整修1500米的生产路及5条南
北大街。其余小组分别进行入户走访、卫生清
理、帮助村民种棚等。两天时间，初步完成了
对村内159户村民的入户走访工作，掌握了受
灾群众的第一手资料；清扫路面9200平方米，
清理疏通排水沟渠700米，帮助20户24个受灾
大棚完成补种。

在孟桥村，寿光市市场监管局抽调局中三
分之二人员，组成126人的包村工作队伍，配
合稻田镇党委和村“两委”开展工作。9月14
日，市场监管局工作日志上写着五项内容：打
扫街巷卫生800米；清理“小广告”16处；给
甜瓜市场运送钢砂 7车；同 1 2户群众“拉

呱”；加固修复大棚2个，新种植（补植）4
个。

“帮扶工作就是贴近百姓生活的点点滴
滴，做到廉洁救灾、阳光帮扶，真正解民所
需。”寿光市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寇振
彤说。

为方便群众灾后融资，寿光市市场监管局
开辟了营业执照办理绿色通道，增加窗口、增
派人数、调整工作间，高效率帮扶群众完成融
资。目前，该局已帮助孟桥村受灾群众申请营
业执照34户。

包村联户帮重建，既要有面上的整体帮
扶，又要把脉每个受灾村的不同情况，找准帮
扶的关键点。稻田镇阁后张村在洪灾中有180
多个大棚进水，97个大棚受灾比较严重。排水

结束后，村民迅速进入恢复生产中。“通过走
访摸排，村民对恢复生产的各类农资需求较
高，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农资生产企业。”寿
光市水利局局长黄树忠说。

除了对口帮扶受灾较重的上口镇广陵二村
外，寿光市教育局还在全市开展受灾家庭学生
普查。为确保受灾家庭学生秋季开学无一人掉
队，寿光市教育局专门召开集中家访及精准救
助会议，要求各大中小学、幼儿园摸排灾区困
难学生一手资料，确保无遗漏。

在前期集中家访了解受灾家庭学生信息的
基础上，9月11日下午至13日上午，各学校教
师再次对所有受灾学生家庭情况进行了入户调
查，并到学生所在村委、镇街政府进行了核
实，共确定受灾家庭学生7170人。9月13日至

16日，寿光市教育局对受灾家庭学生进行公
示。9月18日，768 . 65万元救助金全部发放到
受灾家庭学生手中。

帮到点子上，扶到关键处。除留值班人员
及有紧急工作任务的人员外，寿光市农机局抽
调一半干部到稻田镇殷家村，入户与受灾村民
拉呱，帮助村民种棚种菜，参与村庄卫生整
治。农机志愿服务队为全村的大棚王拖拉机免
费更换机油、机油滤芯，并免费维护保养。

9月12日，在寿光市金融办的帮扶下，纪
台镇郭家村村民郭树山和同村3户村民都拿到
了一笔20万元的贴息贷款。随后，郭树山启动
2个垮塌大棚的维修重建工作。“上级部门、
社会各界都来帮俺村，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
坎。”郭树山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25日，寿光市洛城街道孙家庄村，村
民杨永强的大棚内，刚浇过水的丝瓜苗碧绿一
片。

杨永强说，修复大棚、定植新苗，都是左
邻右舍帮着弄的。

洪灾来临时，杨永强家3个大棚全部进
水，村里其他人家的大棚也多数进了水。乡亲
们一合计，决定相互帮衬着一起干。

杨永强和邻居一起弄来抽水泵，将棚内的
水全部抽了出去。被雨水淹过的大棚，需要重
新翻一遍地，浇一遍水才能重新种植。“这个
棚在大水来之前正好在休棚期，还没栽上苗。
虽然棚体上的水迹依然明显，但大棚里的土壤
已经干燥，收拾好地就赶紧种上这一茬的丝
瓜，争取赶个好收成。”杨永强说。

9月15日，杨永强定植丝瓜苗时，有25位
邻居来帮忙。“每天我们就会聚到一户人家的
棚中，集体干活，这样干起来也有劲。”杨永
强说，劳作间互相打气鼓励着，活干得特别
快。

灾情过后，稻田镇南韩村村民收拾好房子
后,紧接着抢修大棚。当时村民刘玲家的一个
大棚经过积水浸泡后，墙体受损比较严重，多
处出现坍塌。“这么大一个菜棚，突然塌了，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修补, 很多钢结构也
出现松动，单靠一户短期内难以修补起来。”
刘玲说。

这也是许多菜农面临的共同难题。为此，
南韩村党支部牵头，组织35个大棚受灾户和8
名党员组成大棚修复互助队，展开生产自救。

8月20日，南韩村村民韩国祥的大棚内，
20多个菜农一起抬撑杆、卸苫布，清除大棚修
复的障碍。随后，挖掘机进入，对坍塌棚体进

行清理，再进行棚体填充、压实。南韩村专门
从洛城街道请来的技术员杨俊和不时在旁边指
导。“还是互助队作用大，修棚不愁了。”韩
国祥说。

南韩村党支部书记韩立刚是互助队的倡导
者。“人多力量大，想出的办法多，机械利用

效率也高。本来雇10人至少3天才能办的事，
现在一天就能修好3-5个大棚，节省了雇工费
用，提高了劳动效率。”韩立刚说。

南韩村村民韩永庆种了多年的蔬菜大棚，
在这次洪水中，家里的7个大棚倒塌。对如何
修好受损大棚，韩永庆一度失去信心。“现在
大家都来帮我，大棚又建起来了。”韩永庆
说。

韩立刚说，互帮互助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党
支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今年7月初，洛城街道孙家庄村的杨喜
年，在3个大棚内种植了茄子苗。还有四五天
就要收获了，但台风来了，暴雨如注，3个大
棚受灾严重。在四邻八舍的帮助下，杨喜年的
3个大棚排出了积水，加固了棚体，重新更换
了棚膜。更换棚膜花了1万多，新上苗子又花
了2万多，原先施用的肥料也都随着积水抽走
了。如果算上收获的损失，杨喜年前前后后损
失了十多万元。

“还是要继续干，这一季赶不上了，那就
赶下一季。”杨喜年说。

洛城街道冯家尧河村的大棚，菜农已经栽
上茄子苗、黄瓜苗、丝瓜苗。

这几天，冯家尧河村的刘建廷，正在修复
大棚，加固、重建墙基。朋友、亲戚、邻居都
来他家大棚里帮忙。如果请专门修棚的工人要
花好几万块钱，时间还不好定。

“这次多亏大家伙来帮忙，要是单靠自
己，还不定什么时候修好。”刘建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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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9月22日，寿光市上口镇郎家南邵村，村
民郎丰寿在大棚内用旋耕机翻土。5天前，郎
丰寿就预订了彩椒苗。“因为地温开始降低，
补种的彩椒成熟期会比之前那些拖后30天。但
能种上，就有希望。”郎丰寿说。

积水最多时，郎丰寿180米长的大棚内积
水有1米多深。他整整抽了4天，才将棚内积水
排净，但之前栽下的8000株彩椒苗仅有不足三
分之一存活。

郎家南邵村有100个大棚，因离丹河较
近，这次水灾中，有十几个棚不同程度受损。
“随着大棚陆续恢复生产，菜农们逐渐栽上新
苗，生活也慢慢回到原有的样子。”郎家南邵
村党支部书记郎旭兵说。

记者看到，郎丰寿的大棚棚洞内安装了拱
形的钢筋架，用来固定大棚墙体。大棚受灾

时，这个棚洞周围的墙体有的地方鼓了，有的
地方裂缝。为了防止墙体变形，郎丰寿找来了
钢筋柱，一节一节地焊成了这个支架。

“刚遭灾时我特别着急，后来镇村干部每
天都来大棚里了解情况，提供帮助，我也逐渐
放宽了心。好好干，困难总会过去的。”郎丰
寿说。

9月20日，稻田镇太平寺村村民张树升正
忙着拆除大棚上的草帘。张树升种着5个蔬菜
大棚，其中4个大棚进水。虽然排出了积水，
但4个进水大棚的后墙、两山还是不同程度地
倒塌。

对一个倒塌程度较轻的大棚后墙体，张树
升用复合板进行了加固。其余3个大棚由于受
损较重，已经无法再种植作物。苗没了，棚倒
了，人不能倒。几天来，张树升和家人已经开
始做大棚拆除前的准备工作，撤大棚薄膜、卷
帘机、钢丝、棉被等附属设施。“我打算尽快

把倒塌的大棚推倒，晾晾地，争取明年开春就
把新棚再建起来。”张树升说。

“大棚倒了可以再建，以后的日子还长
着，不能因为这点事儿把咱愁住。”9月21
日，孙家集街道胡营一村村民汤清梅说。

灾情发生后，汤清梅家的两个蔬菜大棚出
现倒塌。“倒塌的大棚都是2005年建的，其中
一个在2010年左右进行了改建，两个大棚是全
家的心血和指望。”汤清梅说。灾情过后，汤
清梅赶紧排出承包的两个大棚内的积水，并着
手清理两个倒塌大棚的薄膜、棉被、卷帘机。
等收拾完旧棚，汤清梅打算找来挖掘机推倒倒
塌的棚体，利用好上级部门提供的贷款政策，
争取9月底前动工建造新棚。

田柳镇邢姚一村，刘春光在大棚内育上黄
瓜苗，过几天就可以移栽。

这次受灾，村民刘春光大棚里即将上市的
小西红柿、五彩椒全部被淹，损失较大，好在

大棚没有坍塌，只需修补一下，还能重新栽
种。

从1995年开始，刘春光、唐秀香夫妇种植
蔬菜大棚。靠着种棚，夫妻两人给孩子在城区
买了房。“这3个大棚刚建了6年，有120米
长。受灾前，大棚里的小西红柿只摘过一次，
后来看着挂满果子的棵子被淹，特别心疼。”
唐秀香说。

难过不能解决问题。趁着还能再种新苗，
刘春光先拔了一个棚里的棵子，育了新苗。
“只要种上新苗，今年就还有收成。”刘春光
说。

邢姚一村有200多个大棚，这次水灾中，
60多个大棚不同程度受损。如今，很多像刘春
光一样受灾的大棚户或订了新苗，或重新定
植。邢姚一村党支部书记王崇训说：“村民们
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都在尽力挽回损
失。”

受损大棚，左邻右舍一起修

寿光受灾群众积极恢复大棚生产

种上新苗，就有希望

2272名党员干部包靠101个受灾村

大干二十天，帮建新家园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纪台镇，

一位菜农在自家大棚
里管理最近定植的茄
子苗。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稻田镇，

村民互相帮助为大棚
彩椒吊绳。

寿光窗帘窗饰产业集群

当选第八批
省级产业集群

老报人为寿光捐款万元

“帮群众建家园，
再累也值得”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海梅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6日下午4点，寿光市孙集

一中礼堂，寿光市关工委主任王茂兴在台上对该
校2018年新生及家长开讲传统文化道德大学堂。
500多名家长及学生台下聆听。

“他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的道德课，结合鲜
活的事例，把高深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非常透
彻。回去后我们要孝敬老人，影响村民，带动家
风、村风及民风的好转。”孙集一中教师王立刚
说。

“我听了之后，感同身受，觉得自己做得很
不够，以后我将落到实处，给孩子树立好榜
样。”学生家长王春蕾说。

据介绍，今年寿光关工委组织志愿者在全市
所有初中开展道德大讲堂，每月对学生和家长集
中授课一次。

道德大学堂
集中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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