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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庄里的鱼水情
在威海市文登区界石镇宋

家庄村，有一项荣誉令村民们备
感骄傲与自豪：1991年10月，迟浩
田为宋家庄村题词“首创军民共
建，利国利军利民”。如今，这个
题词已经被镌刻在村头的一块
白座青石碑上，永久地载入了村
里的历史：村珍藏室里还挂着一
面“军民共建文明村”的锦旗，这
是1983年5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授
予的荣誉称号……几十年来，军
民鱼水情的故事在这个只有60多
户的小村庄里延续：军民鱼水般
的情谊在这里缔结、升华，它们
就像山上的青松数也数不完，道
也道不尽。

说起村子与部队结下的数
十载情缘，80多岁的老书记黄从
华仍激动不已。在老人的讲述
中，延续半个世纪的民拥军、军
爱民的故事展现在人们面前。

“部队的事就是俺们全
村人的事，付出再多也是应
该的！”

1963年，某部队工兵连进村
建营房。工兵连刚进村时，分散
居住在条件较宽余的农户家中。
做饭没有锅灶，只好架起了行军
锅。村里的宫云亭老人听说后，
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主动来到连
队帮助砌锅灶，一干就是20多天。
村党支书宋文友，为了迎接部队
的到来，鞍前马后地跑这忙那，
竟都忘了给80高龄的老母亲庆
寿。妇女主任黄云领为部队的事
也是整天东奔西跑，脚上都磨起
了一片血泡……

当时，盖房子全部采用石
料，年轻的战士们不会打石头，
村干部派石匠上山，义务给官兵
当老师，带徒打钎、放炮、取石，
建营房、盖仓库、修厕所、立墙、
铺路等。部队的工具不足，村民
们便把自家的铁锨、镢、水桶全
部贡献出来。得知部队官兵吃菜
难，村里就近划给部队20亩地当
菜园，村民手把手地交战士种
菜，还以村妇代会、民兵连、团支
部等为核心成立各种拥军小组，

常年义务为子弟兵洗衣、缝被
等。

经过全村群众主动参与、帮
助部队建设，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就建起上千间营房。1965年春天，
部队官兵全部住进新建的兵营。

“就是饿死村里的牲口，
也不能饿着部队的马”

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中
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
物资十分匮乏，山上人能吃的树
叶子、野菜基本上都被薅光了。
当时紧靠村边驻扎着通讯连，连
队饲养着不少军马，由于刚刚移
防，没有现成的马槽。村里得知
后，迅速组织群众上山采石，赶

工凿出了100多个马槽。战马的草

料不够了，村里就把仅有的一点

专门供村里耕地、运输牲口吃的

草料拿了出来，先紧着军马吃。

说起当时的情形，上年纪的

村民回忆说：“这里是山区，又赶

上饥荒年，草料特别少，可是全

村父老都一个心思，就是饿死自

己的牲口，也不能饿着部队的战

马”。

“老百姓就是咱们的亲
人，累着自己也不能苦着群
众”

民拥军，军爱民，军民相亲

一家人。村里的群众们爱兵如

子，部队官兵们也把驻地的群众

当成自己的亲人。

当时，住兵农户的家，挑水、

扫院子、清理室内外卫生等，全

部被战士抢在先、干在前。村民

宫云江到现在还记得，当年他家

的人多、水缸大，满缸能盛13担

水，战士每天都争着、抢着挑水，

从来不让缸空着，家里的人想挑

水都难。每年三夏抢收、三秋促

种的农忙季节，部队都抽时间帮

助村里收粮、播种。黄从华自豪
地说：“每年麦收季节一到，驻军
官兵就排着队喊着口号，来到田
间地头，帮助村里收割小麦，军
民同劳动的场面，非常感人。”

在宋家庄村南有一片100多
亩的农田。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
候，这里还是一片河滩。在那个
急需解决吃饭问题的年代，土地
显得格外的金贵。村里便决定利
用秋冬农闲时节，组织群众对这
里进行开发利用。驻军部队得知
情况后，主动利用训练之余时
间，加入到群众整地、填土的大
军，顶风冒雪和群众一起用小推
车一车一车把土填满了整个河
滩，最终把这片荒地整成了良
田。如今，这片农田已成为村里
最重要的粮食、水果产区。

村里的山坡路较多，泥土路
经常被雨水冲坏，坑洼难行。部
队官兵利用冬闲季节用石块铺
就了一条长300米的上山路，被村

民们称为“爱民路”。直到现在，

这些石砌路仍保护完好。村里修

节水灌溉渠，需要石板，通讯连

将11个猪圈石板，全部送给村里

使用，村里现有的1000米节水灌

溉渠，有500米是用部队免费提供

的石板建设的。
1969年冬天，部队埋设电线

杆，架线通电，没等村里提出申

请，部队就给村通上了电线。1970

年1月1日，村里家家亮起了电灯，

成为当时全公社最先通电的村。

群众吃水一直是困扰村里生产

生活的一个难题。部队进驻村庄

后，立马组织战士在村庄南北各

挖了一口水井，从而解决了群众

吃水和农田灌溉问题。1977年，部

队安装自来水时，首先又想到了

村民，给村民通上了自来水，使

宋家庄村成为当时全公社第一

个用上自来水的村。
1981年6月，某部与驻地宋家

庄村联合作出了《关于开展军民

共建文明村的决定》，军民共同
制定村规民约，联合整顿村容村
貌，开办农民夜校，发展农村经
济。宋家庄村的村容村貌和村民
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驻地
人民群众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
第一批文明村，被中央军委命名
为“军民共建第一村”。

“群众的安危就是我们
最大的责任，再危险也要冲
上去！”

1974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宋
家庄村民刘云江的妻子要分娩，
因难产需到8公里外的文登第一
人民医院做手术。当时村里没有
车，部队首长得知后，马上派专
车把产妇送往医院。在过村西河
时，因没有桥，河水猛涨，几个战
士不顾危险趟着齐腰深的水将
产妇抬过了河。老刘和在场的群
众都感动地流下了热泪。孩子最
终安全地降生了，为纪念这一事
件，老刘给女儿取名为“洪水”。

1979年秋天，一场暴雨冲毁
了宋家庄村南河上游的两个小
水库，肆虐的洪水，顿时冲进了
村庄，滚滚的河水通过门窗直接
涌入村子的大片房屋，一大批群
众被困家中，生命面临严重的威
胁。驻扎的广大官兵闻风而行，
紧急出动，把缆绳一头固定在村
中央的石碾子上，另一头捆在战
士的身上，战士们扯着绳子趟着
齐胸的洪水，一次一次冒着被洪
水冲走的危险，一个一个地把被
困的群众救了出来。获救后的村
民们激动地说：“如果没有驻军
部队，今天我们这些人就真的没
有命了！”

2005年冬，文登遭遇了百年
难遇的特大暴风雪，厚达1米多深
的积雪压塌了宋家庄村多处居
民房屋、蔬菜大棚、家禽养殖棚，
联系该村的驻文部队紧急组织
官兵赶到村内，连续奋战了两天
两夜，帮助群众清理积雪、维修
房屋、抢救家畜，把经济损失降
到了最低。

“部队虽然移防了，但是

军民间的深厚感情不会断
线”

1987年部队移防了，村里的
老老少少含着眼泪，目送子弟兵
们离开了。

30多年来，部队虽然撤走了，
但是这里的军民共建步伐却从
未停歇，军民间的深厚感情也一
直没有断线。

村里利用部队留下的旧兵
营开办了三个石材厂，引进了

“锦宏石材贸易有限公司”，增加
了村集体的收入。2005年，接过军
民共建大旗的驻文某部，投资3 . 8

万元，为村里架起一座16米长、
2 . 5米宽的漫水桥，解决了群众出
行难的问题。2008年春节，驻文某
部为村里每家每户送来了慰问
品。2015年，驻文某部又投资10万
元，在村里原有渠道的基础上，
修建了一座扬水站和一条200余
米长的渠道，使渠道灌溉范围覆
盖了整个村南的100多亩粮田。

每年的“八一”、春节等节
日，村民自发组织到部队进行慰
问演出也成为了村里雷打不动
的习惯……

2019年8月的一天下午，一位
40岁左右的男青年，一进村就打
听宫云海的母亲住在哪里？原来
这位来访者出生在宋家庄村，父
亲是一名军人，由于父母都忙于
工作，他小时侯就是由宫云海的
母亲看着长大的。如今受父母委
托，前来看望恩人……据了解，
几十年来，村里接待的客人不少
于8000人次。

时至今日，部队由师改旅，
虽然早已移防，但是植树、筑路、
忙收忙种，处处都有战士挥汗如
雨；洗衣、缝补、慰问部队，兵营
里荡漾着拥军的温情。

(苗华杰 孙大伟)

——— 记“军民共建文明村”界石镇宋家庄村

双拥
故事

文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医德高尚暖人心 患者家属送锦旗
本报文登9月9日讯 9月2日

上午，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
演了温馨的一幕，患者家属手捧
一面写着“国宝中医传承人，平
民百姓守护神”字样的锦旗送到
了中医科负责人——— 王鹏超的
手中，感谢他精湛的医术和高尚
的医德。

患者郑老太今年87岁，腰痛
剧烈，卧床十天不能起身。她的
儿子近日在天福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科治疗过敏性鼻炎效
果显著，他想起母亲的现状，诚
恳邀请王鹏超前往他家中为母
亲诊治。王鹏超体谅患者行动不
便的困境，下班后抽出自己的业
余时间，前往患者的家中，为患
者细心诊治，经初步诊断，患者
属肺气不足导致的腰痛症。经过

沟通，王大夫嘱咐患者取端坐
位，在手脚部位给予6穴位针刺
治疗。治疗过程中，家属一直犯
嘀咕，腰痛不扎腰上，怎么扎在
手和脚上？王鹏超解释道：“这些
穴位出自‘董氏奇穴’，既方便取
穴，又疗效强大”。在家属的疑惑
中，患者已经可以坐着活动腰
部，逐步可以抬起自己的双腿。
郑老太说：“王大夫第一次施针
后，我就可以下床拄拐活动，腰
痛明显减轻了，今天早晨自己已
经能够穿衣服从五楼走下来，真
的是遇到了‘神医’啊！”。

在王鹏超的精心治疗下该
名患者逐步康复，患者家属特送
来一面锦旗，表达感谢之情。王
鹏超说：“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患者家属

送来的锦旗，不仅是对我的赞
许，更是对我工作的肯定，同时
也是一种鞭策，激励自己不断提
升技术水平，治愈更多的患者”。

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科主要通过针刺，艾灸，温针，
电针，推拿，放血，拔罐，穴位贴
敷，小针刀，穴位注射，红外线照
射，中频脉冲治疗等中医适宜技
术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其中穴
位贴敷、针灸和推拿几项技术疗
效尤为显著，得到患者的一致好
评。今后，天福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将继续传承中医中药文化，推
广中医适宜技术，发挥中医药的
特色优势，开展老百姓乐于接受
的中医药技术，更好的为老百姓
服务。

(赵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特发布以下公
告：

一、项目名称：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
项目

二、建设地点：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汪疃镇
红石头村村北

三、查阅拟建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方式及期限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

猪养殖场项目(征求意见稿)》，为使本项目建设地点周边5km
范围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公
告，欢迎广大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
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可登陆whhpgs@163 .com(密码：qixinhuanbao)下载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或到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和威
海蓝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获取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自本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和威海蓝润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提交方式为信
函、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汪疃镇红石头村

村北
联系人姓名：刘沛沛 联系人电话：18063111313
五、承担环评工作的评价机构
环评机构：威海蓝润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威海市高区丹东路82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631-5233799

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8日

威海福林农牧发展有限公司生猪养殖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宋村中心卫生院积极开展无烟医院创建宣传活动
本报文登9月9日讯 医院是

控制吸烟、维护人民健康的前沿
阵地，医务工作者是控烟工作的
督察员和劝导员，承担着劝阻吸
烟者的责任和义务。文登区宋村
中心卫生院积极开展无烟医院
创建活动。

为群众营造一个无烟、清
洁、健康的就医环境，宋村中心
卫生院成立了无烟医院工作领
导小组，并将控烟活动作为长效

机制纳入医院的日常管理工作。
与各科室签订了《创建无烟科室
目标责任书》，在全院形成了院
科两级管理、全员参与、职责明
确的控烟责任体系。

宋村中心卫生院在门诊大
厅、病房、卫生间等处张贴明显
的禁烟标志语，提示吸烟者禁止
吸烟；院内电子屏滚动播放控烟
宣传标语，健康教育宣传栏定期
开展控烟知识宣传；控烟劝导员

对院内吸烟行为进行劝导，并向

群众发放“戒烟”宣传册；同时引

导全院职工从自身做起，增强控

烟意识，主动参与控烟活动。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广大

群众人人参与控烟活动，共创健

康无烟环境有利于改变大家不

良的生活习惯，从而把更多的健

康知识转变为健康行为。

(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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