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王恩标

机器轰鸣，长长的钢管如同一条巨
龙，向外喷泄着湍急的黄河水，饱含泥
沙的水流不一会儿就淤平了一大块地。
黄昌书不时用铁锨开挖泥土，改变水流
的方向。

这是在东明县焦园乡4号村台的淤
建施工现场，虽然是除夕下午，但工地
仍和往常一样忙碌。“工地24小时都不
能离开人，这个年就在村台上过了。”
黄昌书一脸喜悦地说，“就盼着村台早
日建好，我们住上新房子。”

黄昌书的家就在不远处的黄夹堤
村，等这个村台建好后，他和附近几个
村的4000多名村民将搬上大村台，住进
新居所，告别祖祖辈辈遭黄河水淹的命
运。所以，当这个村台建设需要征用他
们村的土地并拆迁一些房屋时，他们没
有丝毫犹豫。

“当时建这个村台，占用村里207亩
耕地，迁了70座坟。这是政府为百姓做
的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子孙后代的大好
事，千百年来难圆的安居梦就要实现
了，群众都很理解支持。”谈起拆迁，
黄夹堤村党支部书记黄树森激动地对记
者说。

的确，为了建村台，许多农民作出
不小的牺牲。在长兴集乡李老家村，有
一半村民的房子为了建村台在去年6月
被拆除，87户村民只能投亲靠友，或者
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村民朱新院和
儿子、儿媳还有七个月大的孙子，一家
人挤在附近路旁由集装箱改造的住房

里。“拆迁的时候儿媳妇挺着大肚子，
刚搬过来孙子就生了，就在这间集装箱
里。”朱新院说，“这不算啥，好日子
在后头啊。”

在暂时的困难面前，这些搬迁的村
民并未失去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对新生活

的向往。
为让黄河滩区的11万多群众从根本

上摆脱洪水困扰，实现迁建脱贫，整个
东明县共需新建24个村台，其中两个实
验村台已于2018年1月完成吹填进入自然
沉降阶段；一期12个村台，去年11月底

都完成了吹填任务；二期10个村台，目前
已完成吹填总量的60%，其中完成70%以
上的村台4个，完成60%以上的村台8个。

伴随着村台建设，在黄河滩区这片
古老的土地上，新气象已经显现。在采
访路上，记者发现一家名为黄河滩的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国民介绍
说，他们目前共流转承包了4200亩土
地，正在搞集现代农业、休闲农庄和乡
村旅游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在黄河滩区建村台，是一项前无古
人的创举，许多人都在努力付出。

负责焦园乡4号村台建设的是山东
菏泽黄河工程局，工程负责人苗培红每
天在工地上奔波。记者跟随他的车，一
同去往7公里外的黄河主河道岸边，那
里有施工船只，负责把富含泥沙的黄河
水通过管道抽送到村台上。

道路坑洼不平，崎岖难行。20分钟
后我们到达黄河主河道边，滔滔的黄河
水就在脚下奔流，一条抽沙船在水中漂
浮着。船长名叫侯远征，在这个地方呆
了一年多，已经参与完成2个村台的淤
建。虽然寒风吹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
但他一个劲地说：“不冷，春天就要来
了。”这条船上共有9名工人，就住在
岸边的一个临时板房里，旁边的厨房里
有冰箱，里面鱼肉蔬菜挺齐全。“今年
的年夜饭就在这儿吃了。”

大伙儿帮着老侯把春联贴在板房的
门上，黄河边顿时有了喜庆的春节气
氛。

采访结束时，已是傍晚。和老侯挥
手告别，我们踏上归途。远处的村庄
里，已陆续响起了热闹的鞭炮声。

办公楼前一副新春联，折射代村王传喜和村庄故事：“时代楷模，是荣誉是成绩也是责任；最美乡村，

是赞美是鞭策更是使命”，横批“再创辉煌”———

代村这个“领头雁”，今年立志飞更高

除夕记者探访东明县焦园乡4号村台，这里春节不停工，安居梦要实现了

黄河滩区春来早

□田茹 李明强 贾传龙

2月4日，大年三十。浓浓的年味弥
漫在沂蒙大地。

挂上红红的灯笼，贴上红红的春
联，在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社
区，家家户户喜气洋洋，一派喜庆氛
围。社区党委办公楼前，贴春联的浆糊
将干未干——— “时代楷模，是荣誉是成
绩也是责任；最美乡村，是赞美是鞭策
更是使命”，横批“再创辉煌”。

春联是代村老党员李学全写的，这
个习惯他已坚持了十四年。一副副春
联，折射出代村的变迁。

“传喜能干，让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代村社区老年公寓内，李学全
告诉记者，“代村曾负债380多万元，是传
喜和村里党员干部，带领着老少爷们儿，
把这个落后村变成了中国美丽乡村。”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
审议时，对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
道代村社区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
喜同志在加强村级班子建设、带动村庄
发展、带领群众致富、培育文明村风、
优化乡村治理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春节期间记者走进代村，这里的确
不一般。代村社区老年公寓共有近200套
住房，60岁以上老人都能免费入住，每
一位老人在这里的生活都是滋味十足。

“天猫精灵，开灯。”见记者来
访，86岁高龄的苗生连老人对着电视机
上的“话匣子”喊了一嗓子，灯果然亮

起来。“这是智能机器人，开关节能
灯、电视机、窗帘，对着它喊一声就
行。这样的生活放以前想都不敢想。”
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

“一室一厅一卫一厨一阳台，沙
发、电视、冰箱、暖气、天然气一应俱
全，夏天不热冬天不冷，腿也不疼了。
每人每月有500元的养老金，逢年过节还
有福利和慰问金。”谈起老年公寓里的
生活，还有如今的好日子，老人满脸幸
福。

全国敬老先进村，是代村的另一张名
片。

距老年公寓500米外，代村商城熙熙
攘攘、人头攒动。这里是兰陵县最大的

商贸物流集散地，有经营户3000多家，
年交易额10亿多元，每年为集体增收
4000多万元。

代村村民张红丽是最早进驻的商户
之一，在商城开了家装饰材料店，如今年
营业额1400多万元。“离不开商城的支持，
有问题一个电话就能解决，很多手续在村
里的便民服务中心也能办理。现在做生
意，说起自己是代村人时，可自豪了！”

占地2万多亩的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是
代村的骄傲，也是兰陵县的骄傲。置身于
这个国家级农业公园，满眼都是蔬菜水
果，所采用的无土栽培、海绵栽培、轮式栽
培等先进技术，让游客们大开眼界。

“兰陵国家农业公园是乡村休闲和
农业旅游的升级版，每到节假日都是游
客如织。去年春节期间，公园共接待游
客两万多人，今年春节也少不了，大家
又要忙活一阵子了。”兰陵国家农业公
园常务副总刘雁滨表示。

老年公寓、代村商城、兰陵国家农
业公园……见证了王传喜带领群众治穷
治乱、实现城镇化、过上小康生活的整
个过程。

2018年6月，中宣部授予王传喜“时
代楷模”称号，被誉为“乡村振兴领头
雁”。在王传喜带领下，代村社区2018
年交出了一份亮丽答卷：各业总产值28
亿元、集体收入1 . 2亿元、村民人均纯收
入6 . 8万元。

大年三十，王传喜仍身在北京。这
次，他作为8位受邀的全国道德模范、时
代楷模代表之一，前去参加2019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荣誉很多，压力很大，但没有理
由懈怠。”王传喜说，“牢记总书记嘱
托，努力奋斗前行，为打造乡村振兴的
齐鲁样板贡献力量。”

对于未来，王传喜和村党支部班子
一起，作了新谋划——— 兰陵新农人培训
中心占地150亩，将打造乡村振兴培训实
践基地；印象兰陵旅游古镇将通过农文
旅结合，助力精准扶贫；兰陵国家农业
公园要“四园共建”，早日争创5A级景
区……侃侃而谈中，王传喜已下定决
心，带领代村飞向更高更远的未来。

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 ,打

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

层党组织 ,培养千千万万名优

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 ,深

化村民自治实践 ,发展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 ,建立健全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

会治理体制 ,确保乡村社会充

满活力、安定有序。

———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

3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说

■编者按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

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家国情怀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本报开设“家国故事·党报记者和你一起过大年”栏目，

派出多路记者，深入田间地头、城市巷陌，在行走中感受基层变化、时代脉搏，用心

用情体悟家国情怀，书写家国故事，鼓舞奋斗激情，凝聚前行力量。敬请关注。

大图：王传喜向小游客介绍兰陵国家农业公园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
小图：大年三十的代村村口。

大图：在村台建设工地上，一名工人在清理输水管道内淤积的泥沙。
小图：大年三十，本报记者在东明县焦园乡4号村台淤建现场采访施工人员。

2018年，登海种业从研发创新入手打造核心竞争

力。投资1 . 5亿元建设青岛生物育种中心，打造新的

产业高地、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公司育成了20个玉

米新品种通过审定，申请植物新品种权12个，早熟高

产宜机收玉米新品种登海551亩产达到1034 . 26公斤。

在产业方面，继续保持全国玉米种业公司第1位。新

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以只争朝夕的速度进行研发创

新，向着最具竞争力的民族种业公司奔跑。(□董卿)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李登海

2019年，三元朱村要建设成美丽生态宜居的乡

村。现在村里既有别墅，也有公寓楼，还打算建设人

才居住别墅区。这个别墅区主要给回到家乡创业的年

轻人居住。现在村里有专科、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学

历人才31人，这是我们实现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只

要有人才，三元朱村就不会落后。有了人才，农业才

能更好地创新发展。(□杨国胜)

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

过去的2018年，我最欣慰的是我们小麦育种团队

选育的绿色强筋品种济麦44通过了山东省审定。济麦

44稳定时间远超其他强筋品种，而且丰产、抗病、抗

倒伏，这就好比是运动会里的全能型选手。2019年，

我的愿望是围绕济麦44把强筋小麦的产业化做好，我

们将联合鲁研良种公司组建优质麦联盟，通过推广种

植好品种，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王亚楠 刘佳)

向
着
最
具
竞
争
力
的
民
族
种
业
公
司
奔
跑

只
要
有
人
才

三
元
朱
村
就
不
会
落
后

推
广
小
麦
好
品
种

让
咱
农
民
得
实
惠

更多乡村振兴故事
 要 闻·2版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总会给人

们带来新的憧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本报

推出“新年新愿”栏目，选取多位奋战在各行

各业的工作者，通过他们的讲述，回顾一年来

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生动实践，描摹新一年的

奋斗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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