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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济南9月4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水文局获悉，截至9月4日14

时，今年全省降水量683 . 4毫米，较
历年同期偏多22%，较去年同期偏多
23%；入汛以来，全省降水量514 . 9毫
米，较历年同期偏多17%，较去年同
期偏多14%。

水情方面，目前全省大中型水
库、南四湖、东平湖总蓄水量73 . 40

亿立方米，较历年同期多蓄18 . 46亿
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蓄9 . 73亿立方
米。其中 :大中型水库蓄水量48 . 60亿
立方米，南四湖蓄水量19 . 41亿立方
米，东平湖蓄水量5 . 39亿立方米。

据悉，此次9月2日以来的降雨主
要影响我省中东部地区，9月2日8时
至9月4日14时，全省平均降雨量10 . 0

毫米，折合水量15 . 7亿立方米，青
岛、威海降雨量最大。各市平均降雨
量分别为:青岛23 . 4毫米，威海22 . 7毫
米，枣庄18 . 6毫米，济宁16 . 0毫米，
临沂15 . 7毫米，潍坊13 . 6毫米，日照
12 . 9毫米，菏泽10 . 3毫米，泰安9 . 6毫
米，烟台9 . 3毫米，莱芜3 . 9毫米，淄
博2 . 9毫米，其它市基本无雨。

据气象部门预报，本次降雨过程
结束后，我省降雨量将明显减少，今
年雨季于9月4日结束。 （方垒）

我省雨季基本结束
今年以来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偏多22%

农村大众报嘉祥讯 （记者祝
超群 通讯员薛海波 王友芹 尹
四霞）随着移风易俗的各项规章制
度和工作机制在当地农村逐步完
善，2018年嘉祥移风易俗工作进入
新阶段。全县树立了“婚丧从简、
厚养薄葬”的新风尚，“破陈规、
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正成为
全县乡风文明建设的共识。

在嘉祥县金屯镇孟营村，年初
刚上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孟凡柏，同
时也是孟营村红白理事会会长。上
任伊始，他就把村里的红白事标准

通过大喇叭放了好几遍。标准一公
布，村民嘴上都说“好”，可一摊
到自家时，还都愿意按“老皇历”
来。“主要怕邻居亲戚朋友笑话，说
到底是拗不过面子。”“如果村民坚
持大操大办，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
村理事会就不过去忙事。”孟凡柏
说，每个人心里都会有杆秤，现在白
事只需20人左右；取消了木棺，最低
节省1000余元；取消了吹鼓手，节省
1200多元；取消了“纸活”，节省1000

左右……前前后后加起来，可不是
小钱。要想大家都有面子，就必须按

标准办，必须较真。
此外，公益性公墓建设已成为

嘉祥丧葬改革的主要方向。县移风
易俗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年3月印出
《全县移风易俗工作调研报告》。
早在2015年，耗资60多万元的公益
骨灰堂已在王庄落成。骨灰堂分上
下两层，上层祭祀，下层安放骨灰
盒。

“原来老人去世都进自家林
地，慢慢地有些姓的林地不够用
了，租用别家的林地又特别贵。”
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保民说，王庄

村一共就720口人，580多亩地，土
地资源本就有限，所以建设公益性
公墓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因
此，嘉祥当地的棺材行当几乎消失
了。今年，嘉祥马村镇政府组织该镇
10余家棺木作坊去菏泽等地学习家
具生产，从事寿棺生意近30年的苗小
山也报了名。在嘉祥当地戏班吹唢
呐已有37年的赵志房，如今也改行加
入庄户剧团，成了当地移风易俗的
宣传员。“原来在赵庄唢呐班，吹唱
三天主家得给1000元，还要管饭。”赵
志房说，最近五六年，他们戏班接的

活越来越少，“几乎没法糊口”。去年
5月，嘉祥县移风易俗办公室聘请剧
团下乡演出移风易俗节目，赵志房
所在的西关庄户剧团就在其中。现
在，他们剧团已经演出3 0场，每场
1000元。

嘉祥各乡镇街道的红娘协会在
抵制“高额彩礼”上也帮了大忙。“红
娘协会通过微信群开展工作，充当
现代‘媒婆’，挤压‘黑媒婆’。”卧龙
山街道“红娘协会”成员李申娥说，
现在红娘协会免费义务给青年牵红
线，抵制“高额彩礼”。

破陈规 除陋习 传文明 树新风

嘉祥文明乡风正劲

农村大众报青州讯 （记者戎
宁）“今天是大灾的第五天，每
次有事找他，都说村里还有一千
多口子人等着，有事让我自己解
决。爸爸，你回家看看吧。”这
是青州市王坟镇王坟村侯燕在朋
友圈发的信息。侯燕说的这个
“他”，是王坟村的党支部书记
侯安胜。前几日，受台风影响，
潍坊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暴雨洪
涝灾害，王坟村是这次洪涝灾害
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王坟村共有村民260户，全部
受灾，其中重灾户 1 9 0余户。此
外，村里有 6公里道路被洪水冲
坏，500多米大坝被洪水冲毁，两
座桥梁被毁。洪水过后，村里水电
全部中断，侯安胜和村里其他党员
干部一起，为村民奔前走后，解决
受灾村民的吃住、饮水等基本生活

保障，一忙就是六七天。而他自己
家同样受灾严重，却数次经过家
门，没进去看一眼。

“水灾发生后的这几天，我一
直没见到他。20号早上四五点钟，
当时我在阳台上，远远地看到他从
门前经过，我就喊‘爸爸，你也不
回来看看，家都被水淹了。’”当
时侯安胜朝女儿摆了摆手：“我回
去损失就能找回来了？村里还有
1000多口子人等着呢。”侯燕回忆
说，还没等她说完，父亲侯安胜便
打着电话匆匆离开了。

看着自家院子一片狼藉，父亲
联系不上，更靠不上，侯燕心里别
提有多难受。以前只在书上看过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没想
到现在就发生在身边，发生在自己
的身上。“但他身为村里的干部，
他就应该这么做。”侯燕说。

9月1日，记者见到侯安胜的时
候，他正在临时安置点给受灾村民
发放物资。天已放晴，这让侯安胜

松了一口气，却难掩疲倦。嗓子沙
哑、嘴角上火的他和村民一起接收
援助物资，鞋上和裤脚满是泥巴。

“这几天，村里收到很多爱心
援助物资和捐款。救援物资是政府
调一块，社会捐一些，村里自己只
买了一小部分。”侯安胜说。

距离临时安置点三百米远的
地方，是王坟村村主任朱法起经
营的一家山楂食品厂，同样受灾
严重。可朱法起一直冲在救灾第
一线，每天不知多少次经过自家
企业门前，但他一次都没有进去
查看情况。

朱法起告诉记者，洪灾过后，
村里需要救助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直到在灾后第五天，他因为村里的
事要回办公楼处理，才第一次走进
自家工厂。可他并没有深入车间和
仓库，随即又奔波在抢险救灾第一
线。

直到村民都安顿好了，已经
好几天没睡好觉的朱法起才第一
次走进工厂车间仓库。面对被洪
水浸泡的产品，这位男子汉流下
了热泪。“原来我没这感觉，到
今天才感到损失很大，货全都泡
了。”朱法起说，“不过还好人
没事，下一步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重建家园中。”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兰
姬慧）9月4日下午，山东省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抗
灾救灾工作进展情况。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全省抗
灾救灾工作有力有序，恢复重建全
面提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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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由801人减至159人。受毁房屋修
复重建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灾区学校全部开学

全省组织力量对校舍受损及安

全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共涉及
中小学校（幼儿园）648处，全部
进行了抢修维修，具备了正常使
用条件。对因灾致困学生家庭，
全面靠上落实措施，提前跟进救
助资助，其中寿光市组织1万余名
老师入户家访。9月3日，灾区学校
全部顺利开学，未出现受灾家庭
学生因灾致困失学或不能正常入
学情况。

排涝工作接近尾声

据统计，全省累计投入排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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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防总向潍坊灾区调拨大型抢险排水
救灾应急专用设备和物资13批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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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万方，预计到9

月5日，除极个别低洼地带，可基
本完成排水任务。

灾毁工程加紧修复

全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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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整治种植林木、堆放垃圾、鱼
塘、采砂（取土）等506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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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自救加快推进

据统计，潍坊市各类大棚受损27

万个，倒塌4 . 5万个，其中寿光受损
10 . 6万个，倒塌2万多个。为了帮助灾
区尽快恢复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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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潍坊市已
排除积水受灾设施大棚22万多个（不
包含倒塌大棚），加固修缮受损棚体
9万多个，已补种各类设施蔬菜5 . 56

万亩，补种蔬菜预计10月中旬开始上
市。

市场供应充足价稳

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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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光作为蔬菜集散地，市场供应充
足。

（下转A2版）

女儿：爸爸，你也不回来看看，家都被水淹了

村支书：我回去损失就回来了？1000多村民等着我呢

山东抗灾救灾有力有序，恢复重建全面提速
灾毁房屋全部完成鉴定，确需迁建村已启动规划设计

洪灾过去多日，侯安胜仍在忙碌。

白露秋分夜，
一夜凉一夜。

草上露水凝，
天气一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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