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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平顶山讯 10月 17
日，记者从鲁山县交通运输局
获悉，该县最美山区公路——
石林路升级改造完成后通车
运行。

石林路北起尧山镇大庄
村，南至四棵树乡代坪村前
庄，是连接国道311线和国道
207线的主干道，全长25.478
公里，途经代坪村、平沟村、营
盘沟、大庄村、东竹园村等5
个行政村、20个自然村，道路
最高海拔1080米。1992年
底，鲁山县委、县政府围绕“一

山一水三条线”、以旅游为龙
头带动经济的发展战略，开发
尧山、建设昭平湖水库旅游
区，同时新修、拓宽三条主线
公路连接旅游景区，并延伸到
各个乡镇。石林路就是三条
线中的一条，经过5年建设，
石林路全线贯通，改变了沿线
群众终年靠一条“羊肠小道”
肩挑背扛进出大山的困境，旅
游开发的号角在这片青山绿
水间悠然响起。

受历史条件限制，石林路
当初设计标准低、通行能力

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迫切
需要对道路提档升级。2019
年，依照四好农村路建设要
求，鲁山县委、县政府结合脱
贫攻坚、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等重点工作实际，果断作出了
石林路升级改造决定。2020
年，县政府投资约5500万元
对石林路进行全面升级改
造。近几个月来，鲁山县交
通运输局成立工作专班，强
力推进项目建设，累计出动
5000 余 人 次 、车 辆 机 械
10000 余台次，高质量完成
了征地拆迁、路基、路面、安
保设施等施工任务，升级后
路基均宽 8 米，路面均宽 7
米，铺设了沥青混凝土路面，
并修建了观景台、错车台、公
路驿站等设施。

升级改造后的石林路就
像一根金丝银线，把文殊寺、
珍珠潭、六羊山、尧山漂流等
景区串成串、连成片，让这些
景区遥相呼应、熠熠生辉。同
时，带动沿线百余家农家乐及
民宿发展，为沿线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奔小康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鲁山县最美山区公路升级改造通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师红军 文图

本报平顶山讯“我认出
你了，认出你了……”10月19
日，在抗美援朝70周年来临
之际，鲁山县尧山镇辛庄村
88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
张朝玺坐在轮椅上，望着前来
看望他的战友苏庆录，端详了
好一会儿才认出来。

张朝玺去年冬天因不慎
跌倒致大腿骨折后，一直由二
儿子在家照顾。他的战友苏
庆录经过多方打听，从百里以
外的鲁山县城专程赶到大山
深处的张朝玺家，看望病中的
战友。

据 张 朝 玺 老 人 回 忆 ，
1953年，正值青春年少的他
在鲁山县上高中，国家到学校
招一批有知识的青年参军，他
和同学们积极响应，当年8月
共有41位同学正式参军。9
月，部队把张朝玺送到安东防

空军校学习，在那里，张朝玺
废寝忘食地学习高射炮技术
知识，经过一年的学习训练，
他被任命为高炮部队标图班
长，之后又被抽调到中国人民
志愿军102师师部标图班。

让张朝玺记忆最深刻的
是：一次战斗中，一架美机骚
扰我国鸭绿江领空，张朝玺和
战友们密切配合，一炮击伤了
敌机，美机只好歪歪斜斜地溜
着朝鲜南边的海上仓皇逃跑
了。“我们的领空不是谁想来
就来，来了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的！”张朝玺回忆起亲身经历
的这次战斗，至今心情依然十
分激动。

“从鸭绿江沿岸一直到朝
鲜国土，全都部署着中国人民
志愿军，我们每天都是一级备
战状态，时刻牢记祖国的使命
准备着。”老战友苏庆录当年

在102师506团，如今也是88
岁高龄，但介绍起当年的参战
经历，声音洪亮丝毫不减当年
英武。

1955年元旦，张朝玺所
在的102师圆满地完成了抗
美援朝使命，从朝鲜撤兵回到
上海外滩。张朝玺在朝鲜战
场被弹片击中头部受伤，落下
经常头疼的病根，组织上把他
分配到老家鲁山的教育部门，
从此张朝玺默默在大山深处
的尧山镇任教，一直到光荣退
休。

据了解，当年参加抗美援
朝的鲁山籍战士，目前只剩下
张朝玺、苏庆录、王空军三
人。如今他们已到耄耋之年，
相聚一场实属不易。“兄弟，好
好养病，我还会抽时间来看你
的。”临别时，苏庆录依依不舍
地说道。

本报平顶山讯 10月
20日，在鲁山县梁洼镇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应源
社区，70多岁的陈小赖和
老伴在屋内悠闲地看着
电视，不时评论着电视中
出现的人物和画面。

“儿子在郑州打工，
一个月 4000多元，孙子
也上大学了。社区给我
安排了一个保洁员的公
益岗位，一个月 500元，
够我们老两口吃喝了。”
陈小赖说道。

应源社区占地88亩，
搬迁区域共涉及12个行
政村，269家，1130多人，
像陈小赖这样，搬迁户已
经在新村安居乐业了。

应源社区距离镇政
府仅有1公里，距离南街
小学不到300米，社区配
套有幼儿园、卫生室。另
外，鲁山县在该安置点共
投入 1000余万元资金，
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
要求，不断完善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对社区内道
路、文化广场、给排水、景
观绿化、卫生室、电力设
施、互联网、天然气入户
等进行配套建设，方便了
搬迁居民的生产生活。

梁洼镇还在小区内
相继建设了“光伏电站”

“扶贫车间”，解决了部分
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同
时积极加强养殖种植和
务工技能培训，发展种植
户 6 户 25 人,养殖户 55
户267人。如今该安置点
住户县外务工的有25户
113人,县内务工的53户
207人,公益岗位 30人,
基本实现了每户有1人稳
定就业。

在社区管理上，梁洼
镇党委、政府成立应源社
区党支部和社区管理中
心,并率先启动“五个新”
专项行动，让搬迁群众感
恩“新时代”、住进“新房
子”、展现“新气象”、实现

“新作为”、营建“新家
园”，在共建共享中切实
增强搬迁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使得搬迁群众的
生活面貌得到了全方位
的提升。

看着社区幼儿园的
小朋友们在操场做游戏，
看着孩子们一张张稚嫩
的笑脸，社区党支部书记
王校通十分感慨地说：

“这茬孩子们真幸福，打
小就住进了新楼房。也
许孩子们长大后，这里就
成了他们日思夜想的老
家了。”

本报平顶山讯 10月
20日，在张良镇姚吴程村
扶贫车间大门外，一幅

“扶贫不扶懒”的大型墙
体标语格外显眼。“我们
就是想告诉那些有懒汉
思想，光等着国家照顾的
贫困户，这条路行不通，
脱贫不能‘等靠要’。想
挣钱就来扶贫车间干
活。”该村村主任李金国
说。

姚吴程村位于张良
镇南部浅山丘陵区，是一
个国家级贫困村，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19户，460
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其中极个别“懒汉思想”严
重的人，总认为自己既然
是贫困户，国家就会包办
一切：没房建房、没粮给
粮、要物给物、要钱给钱。
针对这种“等靠要”的思
想，该村两委干部主动出

击，除了刷写“人穷志不
短、扶贫不扶懒”等大型墙
体标语外，还对个别“懒
汉”贫困户提出的无理要
求给予严词拒绝，批评教
育他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脱
贫奔小康。

张良镇在全镇41个
行政村刷写大型墙体标
语，开通无线大喇叭宣传
党的扶贫政策，杜绝懒汉
思想。同时，该镇党委、
政府也积极协调市县帮
扶单位，开展送“扶贫树
苗”下乡、“脱贫猪仔”到
户活动，让贫困户通过勤
劳脱贫致富；帮助贫困户
协调小额贷款，通过规模
种植、养殖、加工实现脱
贫。此外，全镇还建起了
5座扶贫车间、动员有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进厂务
工，增加收入脱贫奔小
康。

鲁山县俩抗美援朝老兵喜相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乔新强 张馨丹 文图

鲁山县应源社区
搬迁户“不思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师红军 乔新强

鲁山县张良镇
“扶贫不扶懒”
标语刷上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红汛
通讯员 师红军 乔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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