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服务队以党建引领释放“叠加效应”、学习培训撬动“蝴蝶效应”、产业打造迸发
“规模效应”、对外争请补足“短板效应”——

“多面手”进驻庄稼地
种植户心里有了底

里
店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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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
员 王勇波 摄影报道）春日里的田间地头，
生机盎然。只要乡村振兴服务队员的身影
一出现，种植户心里便有了底。荒山上长出
了软枣猕猴桃，果蔬住进了有机无公害示范
区，一个个高标准大棚拔地而起，大家时不
时地感慨，多亏了这些“多面手”，日子才越
过越有盼头。

种植户口中的“多面手”是乡村振兴服
务队。2019年7月，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生
产镇——里店镇迎来了乡村振兴服务队六
队。自入驻以来，10名队员统筹兼顾，抓住
特色，精准施策，以产业振兴和组织振兴为
抓手，善作善成，助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为

“蔬菜之乡”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焕发出新气
象。入驻初期，服务队在熟悉镇域特点、对
接镇村两级干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海阳六队
党支部，将队员党员关系全部转入，并结合
工作实际，制定支部年度学习计划和学习配
档表，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有序组织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史学习等专项主
题教育，强化党建主业意识，打造一支思想
统一、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为推进服务村
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政治
保障和组织保障。

“我们先是村内观摩，以现代、高效、生
态农业发展为前沿，在服务村内开展多轮次
现场观摩，促进互学互鉴。前往潍坊、淄博
等地学习果蔬育种新技术、农业发展新模
式，邀请烟台农科院专家到镇村举办大樱
桃、苹果、草莓等果蔬种植培训班，累计培训
技术人员300余人。”乡村振兴服务队员师
亚哲认为，改变当地村民小农经济和单一种
植思想，提高种植专业化水平，是摆在大家
伙面前的头等大事。

一年半的时间里，服务队与镇村一起，抓
住环境、土地、人口、产业等要素，在原有基础
上，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支点，制定完善产
业发展项目：西上庄村发展10亩樱桃大棚和
30亩露天草莓；朱坞村建设18个地温式高标

果蔬大棚，打造有机无公害果蔬示范区；纪疃
村新建3座高档蔬菜育苗大棚，推进产供销
链条式发展；姜家庄村栽植220亩响富苹果
树苗，发展6亩蔬菜大棚；邵伯村利用荒山荒
坡发展软枣猕猴桃、大红袍花椒和新梨7号，
引领新一轮产业发展新潮流。目前，规划项
目均已快速推进，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目
标任务，其中，西上庄村三个樱桃大棚已投入
使用，预计年增集体收入30余万元；朱坞村
一期运营后，年预计总收益1000余万元；纪

疃村年预计收益60万元。
为解决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服务队还

积极争请，帮助邵伯村争取一处总投资
1000余万元、容量达2000吨的省级气调库
项目，现已完成立项审批及图纸设计；争取

到水利移民资金220万元和补助项目，用于
建设纪疃村高标准大棚；利用强村贷、村民
集、上级补等方式为西上庄村筹集建设资
金。在持续对接与工作推进中，服务队员已
然成为当地农业经营发展的多面手。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车承轩）近日，一
位因车祸伤致右下肢多发开放骨折的老人，在海阳市中医医院
骨伤一科经过三次手术治疗，最终康复出院。

老人今年67岁，是朱吴镇一位村民。2月13日17时左右，
他在驾车途中发生车祸，伤及头部、右膝部、右小腿及右足部，右
下肢多处出血。“由于是多发开放骨折，当时考虑先予以一期清
创复位固定右足部骨折，二期待排除感染后再行膝关节骨折固
定治疗。开放创口暴露时间越短，感染风险越小，同时手术成功
率也越高。”骨一科主任王晓东说。

手术当天，骨一科医生为老人实施右足多发跖骨开放粉碎
性骨折清创复位内固定术并负压吸引术，整个手术从21时持续
到了凌晨1点。“当时患者为右下肢多发开放骨折，需等排除感
染表现后再考虑二期行膝部的骨折固定，除了感染问题，最令人
担心的就是出现下肢血栓。”王晓东说，老人在第一次手术后，虽
然给予预防血栓、活血化瘀等积极治疗，但还是出现了他所担心
的问题，而且不仅仅出现在伤腿，双小腿也都出现了血栓，相应
保守治疗后，血栓从肌间静脉发展到了腘静脉，此时若病情进一
步发展，极有可能出现肺栓塞而危及生命。

作为该院下肢静脉血栓诊疗的领头人，王晓东对治疗有十
分的把握。确定治疗方案后，他与孙晓飞医生配合，实行了下腔
静脉造影加滤器植入术，手术非常顺利。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增多，因车祸受伤的患者越来越多。海
阳市中医院提醒，轻微擦伤可自行到医院就诊，一旦出现伤口出
血、骨折等，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就诊，并及时采取止血、临时固
定骨折等措施，以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老人遭遇车祸骨折
三次手术康复出院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4月4日，烟台高速交警海
阳大队在处置一起高速追尾事故时，驾驶员竟然弃车而逃狂奔2
公里。

4日17时30分许，在威青高速122km威海方向发生一起
两车追尾事故，海阳大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民警
发现后车驾驶员已经翻越过防护网，正沿着田间道路向山里
跑。民警当即高声呼喊，但该驾驶员并未理睬。民警立即上报
指挥中心，并沿路追寻踪迹，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成功追寻到
这名驾驶员。

此时距离高速公路已有2公里。驾驶员于某称：“中午在即
墨老家喝了两杯啤酒，因为家里有急事这才开车赶回威海。一
看到警察来了就慌了，想也没想就开始跑。”民警使用呼气式酒
精检测仪对于某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94mg/100ml ，已达到醉驾标准。民警现场对于某进行严厉的
批评教育，并讲明了酒驾的严重危害性，之后将于某带往医院进
行抽血。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于某涉嫌醉酒驾车将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醉酒驾驶追尾
弃车奔逃被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贾冬妮）人间四
月，草长莺飞。海阳市纪委监委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
开展森林防灭火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全市各部门单位认真贯彻
落实上级和海阳市委、市政府关于森林防灭火工作的部署要求，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资源安全，为打好春季森林
防火攻坚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据悉，海阳市纪委监委本次监督检查共成立7个监督检查
组，深入海阳市17个镇区街道542个防灭火站点，围绕卡口设
置、岗前培训、宣传教育、登记检查、重点管控、落实信息上报制
度等方面，对各镇区街道、市直各部门森林防灭火工作责任落实
情况进行“再监督再检查”，并对发现的13个问题全部现场反馈
整改，切实压紧压实防火主体责任，以严明纪律推动森林防灭火
各项决策部署落细落实落到位。

深入防灭火站点
发现问题现场改
海阳市纪委监委护航春季森林防火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
讯员 宫晓梅）眼下，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
动正在全力推进，按照海阳市安全生产
分级管理精神、分级分类工作意见，“网
格化、实名制”成为关键词。

其中，1级网格的责任主体是市级
领导。主要负责对分管领域、所联系
镇区街道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查；抓
好分级管理A级风险企业的带队督导
工作；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分管领域或
所联系镇区街道安全生产会议等七项
工作。

2级网格的责任主体是镇区街道、
行业部门。主要工作有五项，如负责
摸底排查辖区企业，建立《镇（区街）监
管名册》，对企业实行分级监管，明确
包企人员（网格员）信息，配合做好A、
B、C级企业分级检查，负责抓好辖区D
级企业分级检查，按照监管权限对监
管企业进行督导、指导、检查和巡查
等，留好检查台账、检查资料，做好闭
环管理等。

3级网格的责任主体是村、社区。
具体负责村和社区范围内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巡查工作以及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中小学
防溺水安全管理和儿童游乐设施安全
管理等四项非生产类领域的安全防范
工作。

为科学划定各级安全监管范畴，记
者了解到，到今年年底，海阳市将分三个
阶段，逐步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监管网格，严格做到定岗、定责、定人，
让各级安全监管人员明白“为什么管、管
什么、怎么管”，打破安全生产工作“无人
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僵局，扫清监管盲
区，彻底堵塞安全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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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地雷战红色文化建设十四五规划》，创编舞剧《地雷战》，集中修
缮遗址和英雄故居，对文献资料进行数字化保护——

雷乡涌动“红色春潮”
人间四月，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又一

个百年征程开启，红色希望生生不息。
海阳市文旅局局长赵中国近期成了烟

台大学的“常客”。三个月前，大型舞剧《地
雷战》片段汇报演出圆满落幕，眼下，他需
要紧锣密鼓地同主创人员对接，加快推进。

行村镇赵疃村最近也是人流不断，这
里是名震中外的地雷战的发生地，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社会团体、机关单位、学
校组织人员参观地雷战纪念馆后，许多人
会怀着敬仰之心到地雷战发生地，重温当
年那段历史。

场景再现

创编大型原创舞剧《地雷战》

“轰隆隆，轰隆隆......那是敌人的铁蹄
在向他们走来！霎时间，赵虎、玉兰、石大
爷与雷主任穿梭迂回在山石密林之中。”战
斗一触即发，弦音慢慢响起，海阳地雷战纪
念馆陈列着的人物雕塑，或挺身，或侧倾，
坚毅的脸上写满凌厉的神情，脸颊深深的
刻痕仿佛又带着我们重回烽火连天的年
代。

2020年12月23日，大型原创舞剧《地
雷战》片段汇报演出精彩亮相。该剧由海
阳市委与烟台大学联合推出，以抗日战争
时期胶东地区海阳抗战为背景，埋雷、炸雷
为主要线索，展现海阳人民英勇抗战过程，
塑造了海阳儿女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英
雄形象。“地雷战是海阳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的伟大创举，海阳人民在壮烈的抗日史诗
中，铸就了敢于担当、舍身报国、敢于斗争、
不畏强敌、敢为人先、大胆创新、敢于胜利、
乐观自信的地雷战精神，在新时代仍将激
励海阳人民奋勇争先。”在海阳市委书记刘
宏涛看来，地雷战精神是海阳红色文化的
源头，也是海阳人民永远而宝贵的精神财
富，在胶东乃至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

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据赵中国介
绍，海阳已经启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胶东红潮”文化献礼工程，开展
建党10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面向基层、
面向群众，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

形式载体，今年将举办“致敬英雄 童心向
党”——走进中小学宣讲地雷战精神、“学
习党史，永葆本色”主题教育活动、“缅怀先
辈，讴歌时代，展望未来”歌舞晚会等系列
文化活动158场。

精神永存

地雷战英雄故居将集中修缮

英雄造地雷、雷乡出英雄。“不见鬼子
不挂弦！”赵疃村老民兵赵乾江的儿子赵克
忠一谈起父辈出新招、想巧法打鬼子的事
迹，充满自豪。“地雷在使用初期，也会出现
误炸误伤，后来县武委会总结了‘六条经
验’，其中有一条经典战术就是——不见鬼
子不挂弦！像是让地雷长了眼睛，敌人走
到哪里，哪里就炸响。”“新点子多了去了!
敌人来排雷，我们就研究出‘子母雷’，起出
母雷，子雷跟着爆炸。”全国民兵英雄于化
虎之子于永周说起这个话题同样兴奋。“先
辈们创造性地用石头、葫芦、老鼠夹子、马
尾等身边能用到的一切物资制造武器，打
出了海阳人的精气神。”

70多年后的春日里，记者踏上这片英

雄的热土，漫山遍野盛开着鲜花。“信号山”
上，硝烟不再，地雷战英雄纪念碑傲然耸
立，见证着赵疃村的抗战壮举。史料记载，
1995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海阳地雷战
遗址赵疃村立碑以示纪念。1962年，以海
阳地雷战为原型拍摄的教学片《地雷战》，
成为影响几代人的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影
片。

村里不仅有纪念碑，还有众多的历史
遗迹和英雄故居，每每看到这些，赵疃村工
作片片长孙吉飞便感觉自己有着保护传承
的重大责任。孙吉飞告诉记者，赵疃村现
存的地雷战遗址主要有：村西南百米处的

“月牙桥雷区遗址”，村南中部小河以北水
井一带的“丁字街雷区遗址”，村中“东西大
街雷区遗址”，村北“十字街牌坊雷区遗
址”。遗址上，地雷炸痕至今仍清晰可辨。
1977年，赵疃地雷战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未来，随着红色旅游开发，
地雷战遗址必将成为重要的红色旅游地。

文化自信传承于红色基因。2020年，
海阳市研发地雷战精神专题课，出版了30

万字的《海阳地雷战》党性教育理论教材，
排练地雷战实景剧、话剧。“十四五”期间，
海阳还将不断丰富与提升地雷战纪念馆，
打造以地雷为主题的展览品牌。“现在世界
上还没有以地雷与地雷战为主题的博物
馆，围绕地雷起源、种类与现代地雷种类和
发展趋势、地雷战法战术与经典战例，我们
准备将这一主题做大做强，做出品牌。”海
阳市文旅局局长赵中国称，下一步还将利
用已收集整理的100余首抗战与地雷战歌
曲、歌唱民兵英雄与模范集体的大鼓词等，
创作歌舞、小品、戏剧、舞蹈等文艺作品。

今后五年，同步推进的还有地雷战遗
址、英雄故居的保护与遗址博物馆建设。
根据计划，2021至2024年，海阳将启动赵
疃地雷战遗址抗日英雄故居二期及三期的
修缮工程，对于化虎故居、赵国湖故居、赵
乾福故居、赵绍云故居等抗日英雄故居进
行修缮；2022至2025年，围绕赵疃地雷战
遗址保护规划，展开第一颗地雷爆炸遗址、
南街雷区、东河雷区等12处战斗遗址的重
点保护设计并逐步实施；围绕赵疃村历史
传承、现有历史文化遗存、传统文化活动、
主要人物、地雷战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等，
深入挖掘整理赵疃村详实的历史文化资
料，完成布展大纲编写，并逐步实施布展，
形成进行革命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传统
文化继承与发扬的又一处重要基地。

为让红色文化亘古流传，海阳启动红
色文化数字化保护工程，正在着手多角度、
多层面、全方位对史料、地雷战文献资料进
行征集与数字化保护。从参战民兵、海阳
武委会、胶东军区、胶东公署、山东省军区、
山东省委、国家档案局、国家图书馆、中央
党史研究室及侵华日军、第三国家等对实
物、文献、资料、遗迹和文艺作品等资源进
行全面调查、征集、科学分类、系统管理，形
成完整、准确、生动的文字记录和影像资
料，建立实物和电子档案。对地雷战文献
以及回忆录、口述史、传记故事等收集整
理。同时注重史料及文物的原真性保护，
对破损的重要原始文献根据专业保护标准
进行修复、保管和数字化。

YMG全媒体记者 庞磊
通讯员 侯俊南 柳伟 摄影报道

乡村振兴服务队六队队员奋战在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