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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孔祥武

“横坎横坎，横看竖看看
不到头”。那是本世纪初的浙
江宁波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
村：房破屋旧，山路坎坷，一
年两季稻，人穷往外跑，村集
体负债45万元。

雨后初霁，记者走进浙东
四明山下的这个革命老区村，
宛若走进水墨画，淙淙流淌的
溪水穿村而过。

白墙黛瓦的民居，苍翠欲
滴的果树，鳞次栉比的店铺，
南来北往的游客……横坎头村
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3万
元，村级收入528万元。

2003 年春节前夕，时任
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
察四明山革命老区。他专程到
梁弄镇和横坎头村调研，召开
座谈会，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困
难群众，提出了建设“全国革
命老区全面奔小康样板镇”的
殷切期望。此后不久，村“两
委”给习近平同志写信，汇报
工作打算，很快收到回信，习近
平同志鼓励他们加快老区开发
建设，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2018年 2月，横坎头村全
体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
报村里发展变化。“15 年前到
你们村的情景我都记得，我一
直惦记着乡亲们。”习近平总
书记的回信饱含深情。

前后两封回信，跨越 15 年。说起这些，横坎头村村
民心潮澎湃。

“每读一遍，我心里都热乎乎的”

“总书记的回信，每读一遍，我心里都热乎乎的。”73
岁的老党员黄志尧端详着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复印件。

今年家里的春联，黄志尧自撰自书：“牢记总书记嘱
托，发展新农村建设。”望着横批“今年更好”，他的思绪
回到了16年前。“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总书记还惦记着我
们。那时村里还很穷，靠对口帮扶。习近平同志到村里参
观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时，我正在那儿做管理员，当时旧
址还没成‘群’，是只有一个主展厅的纪念馆。”

横坎头村红色资源得天独厚，曾是浙东抗日根据地中
心所在地。黄志尧翻出当年的工作笔记：2000 年至 2004
年，平均每年游客仅有2万人次左右。

“为落实习近平同志考察时的要求，2003年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村‘两委’就开会研究，给习近平同志写信汇
报工作打算。”横坎头村党委书记张志灿说，没想到 3 天
之后，他就给我们回了信。

当时，红色旅游越来越热，《2004-2010 年全国红色旅
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回头看，我们抓住了这个契机，立
足本地优势，挖掘红色资源，在上级支持下，对旧址群进行
保护性修缮。”张志灿说，那时旧址群里尚住有27家住户。

黄志尧当时的家就在旧址里，他带头在搬迁协议书上
签字，并帮着村干部动员其他住户。“天天讲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没实际行动算什么党员？”

旧址群修葺一新，新建游客中心，完善配套设施，红
色旅游终于有了起色。去年，游客突破7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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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
组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希望你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
好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同乡亲们一道，再接再厉、苦干实干，结合自
身实际，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富裕、文
明、宜居的美丽乡村，让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
红火。

——习近平

看宁波看宁波央媒

向东是大海
——新时代宁波企业家的故事

宁波，一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城市，以邵逸夫、
包玉刚为代表的企业家书写过诸多传奇，实业兴
国的家国情怀成为宁波企业家鲜明的底色。

风从东方来
——宁波外贸念好“国际经”的故事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宁波，这个向海
而生、经济外向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达 79.8%、
51.7%的对外开放大市，闯出一片新天地。

宁波 波宁
宁波，海洋文化和中国南方农耕文化在此

交汇，自古读书声与海潮声相伴，让大胆与务实
的气质共融于这座城市。

新华社：解码宁波制造

记者手记

记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续大治 孙勇

村干部手持高压水枪冲洗道路，
指挥垃圾清运车运走垃圾；村民忙着
晾晒浸水的家具、衣物，打扫卫生；
农户在田间忙着修整大棚、补苗扶苗
……昨天，记者在海曙区洞桥镇上水
碶村、树桥村等地，看到的是上下齐
心有条不紊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的景象。

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境，洞桥
镇全镇三分之二区域被淹，有 9000
多间房屋进水，1.7 万亩农田受灾，
最严重的上水碶村水深达 1.9 米，预
计全镇农业损失超过 2000 万元。这
几天，全镇联村干部全部下村，和村
民一道在村内村外连轴转，力求减少
损失，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三辆农用车马不停蹄运送垃
圾，消杀工作正在进行。村干部今天

开始记录浸水痕迹，便于后续保险理
赔。”上水碶村党总支书记杨战伟告
诉记者，从 8 月 9 日起，村干部夜以
继日开展工作，自己家被水淹也顾不
上。村委会主任舒开峰 7个月大的女
儿患肺炎，他也没去探望一下。

据不完全统计，连日来洞桥镇
2000 余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奋战在
一线，为大家不顾小家，才下抗台火
线又上排险前线，全镇灾后救助工作

有条不紊。
在树桥村君兴农场，8台抽水机

已工作了三天三夜，到昨天基本将积
水排尽。君兴农场负责人徐智超表
示：“下一步要对果树进行杀菌、整
枝、施肥，以减少损失。”

在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记
者看到，约 800名员工齐上阵，搬运受
损货物、清点可用物资。“场地清扫完
毕，已经开工！”公司总经理励春林说。

截至昨日，洞桥镇各村积水均已
退去，镇区清运垃圾约 450吨，出动
防疫人员 786人次，完成 47.6万平方
米场所的消杀工作。

洞桥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下
一步将尽快清理路面垃圾，积极修复
绿化、市政设施，引导农户补种农作
物，全力协调财产理赔，帮助受灾企
业和农户尽快复产。

上下齐心重建家园
——海曙区洞桥镇积极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目击

记者 朱军备
鄞州区委报道组 杨磊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台风中
受灾严重的鄞州区五乡镇沙堰村。

中铁十局组织了一支 20 人的队
伍，并派来了运输车辆；镇机关党员
干部组成的志愿者队伍也赶来了；
省、市卫健委派专家前来指导防灾救

灾工作……村文化礼堂成了“作战指
挥部”，200 多名志愿者、卫生防疫
人员、镇村干部等救灾力量在此会
合、出发。

据村干部介绍，8 月 10 日清晨 5
时多，太白山、门前山、馒头山三座
山的来水突然冲进村子，全村98%房
屋被淹，积水最深达2米。

沙堰村灾后恢复任务非常艰巨。

记者看到，原先到处是垃圾杂物的村
主要道路已被打扫干净，但小弄小巷
依然堆放着村民清理出来的因浸水而
废弃的衣服、家具等。

台灾无情人有情，一方受难八
方支援。“连续几天，中洲、科论、
恒达高等企业的 20 多支志愿者队
伍，参与了沙堰、明堂岙、涵玉、
明伦等村灾后救助行动，有几家企

业还是老总亲自带队的。”五乡镇有
关负责人说。

派 30 余 名 建 筑 工 人 连 续 两 天
“参战”的宁波中洲建设工程公司总
经理金士元说：“村民受灾，作为本
地企业出点力是理所应当的。”

邻近沙堰村的明堂岙村，主要道
路已清理干净，工程车正将被洪水冲
下来的树木、杂物等从溪坑里捞起、
运走。村党支部书记李亨其说，浙天
集团表示将出资修复村中两座被洪水
冲垮的桥。

在东吴镇天童老街，从前天起就
有来自武警宁波支队、鄞州区总工会
劳模 （工匠） 技术攻关队、鄞州人民
医院和部分企业的近 300人参与灾后
救援，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

八方支援灾后重建
——鄞州五乡、东吴等受灾乡镇灾后恢复侧记

本报讯 （记者易鹤） 昨日下午，
市委副书记、市长裘东耀来到宁海
县，检查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他
强调，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聚焦
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的所需所盼，加
强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全面推进灾
后复产工作，确保防灾减灾救灾措施
尽快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裘东耀首先来到宁海县长街镇下
塘村，看到鑫龙家庭农场的 40 亩大棚
尽数被毁，他对农场负责人表示慰问，

并详细询问农场实际损失情况、保险赔
付资金到位情况和灾后复产措施。他
说，要坚定信心，积极开展生产自救，相
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尽快落实救助政
策，切实帮助受灾农户解决难题、渡过
难关。在长街镇新城村，西甜瓜果专业
合作社的 200 亩西瓜大棚受台风袭击
损失严重。裘东耀在田埂上驻足察看灾
情，要求属地政府主动帮助受灾农户想
办法，积极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
尽快补种其他经济作物，尽可能把灾害
损失降到最低。

裘东耀还来到白溪水库，仔细了

解台风前后水库水位的变化情况，详
细询问水库预泄预排水量和目前库水
存量。他指出，做好水库蓄水和预泄
预排工作，事关防汛防台抗旱大局和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进一步
高度重视、精准研判、科学蓄排，更
有效发挥水库的调蓄功能。

裘东耀强调，台风过后，救灾减
损、恢复生产是当务之急，要结合

“三服务”活动，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抓到位，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关心支持。要推进农渔业生产
设施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毁损大

棚、种植养殖设施，休闲农业、农家
乐等安全事故发生。要推进灾后复产
的技术指导和政策支持，组织农业技
术专家下乡指导，抓紧落实相关支持
政策，帮助做好农渔业受损设施修复
和动植物疫病防范工作。要推进农业
保险理赔工作，加快定损理赔进度，
确保赔付资金及时到达受灾农户手
中，并引导农户积极参保、做到应保
尽保。要推进灾情核查工作，及时梳
理总结防汛防台经验得失，进一步提
高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和水平。

卞吉安及张良才参加。

裘东耀在宁海检查指导灾后复产工作时强调

确保防灾减灾救灾措施落地见效

台风过后，江北
区税务干部第一时间
来到宁波水表股份有
限公司，了解受灾情
况，讲解灾损税收减
免政策。
（卓汝丁 董娜 摄）

记者 徐欣
江北区委报道组 张落雁
通讯员 卓璇

8 月 11 日上午，超强台风“利奇
马”肆虐后，艳阳高照，江北慈城镇
公有村立新山塘的水沿着溢洪道向英
雄水库流去。山塘边七八十根长短不
一的毛竹，仿佛还在诉说着台风天的
惊险一幕。

8月10日，“利奇马”登陆后，风
雨大作。刚结束一轮巡查的公有村党
支部书记陈国栋和同事及村民代表赶
去立新山塘。此时水位快速上涨，已
淹没山塘边的路面。“水这么满，溢洪
道口肯定堵住了！”陈国栋一看就明
白。山塘边还住着三户村民，一旦决
堤，后果不堪设想。

还没等同事反应过来，陈国栋已
经跳进山塘。他试着摸向溢洪道口的

拦截网，果然，拦截网上堵着不少从
上游冲下来的毛竹、树叶和垃圾，使
得水流无法正常通过。陈国栋和同事
们轮流钻进水中，花了半个多小时，将
毛竹一根根推向岸边，并徒手清理掉
树叶和垃圾，终于疏通了溢洪道口。

“我是这个村的书记，我不跳下去
谁跳下去！”事后谈及此事，有着 23
年党龄的陈国栋直摆手，表示没什么。

位于英雄水库上游的公有村一度

是软弱涣散村和经济薄弱村。2012 年
底，在接到村里的越洋求助电话后，
陈国栋毅然抛下电器批发生意，从迪
拜回到家乡。

在公有村工作的 6 年间，陈国栋
全身心带领村民谋发展：盘活村内闲
置资源，争取到区、镇两级 1800万元
投入，使重点项目“初心讲堂”落
地，并储备了原云湖山庄地块、原卫
生院地块等一批可招商资源。

疾风骤雨鉴初心
——记徒手疏通山塘溢洪道的慈城公有村党支部书记陈国栋

政
策
送
进
门

难处理的大件垃圾
“十有八九”是资源

刚出征兵体检站
就奔赴抗台一线
应征青年亲身感悟“从军=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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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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