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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12月 4日，红二十

五军到达卢氏县皮皮岭，2900

余名将士在一名年轻货郎的带

领下，沿着峡谷小道，经过四天

三夜的艰难跋涉，突破敌军布

下的“铁桶合围”，胜利到达陕

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精神永相传
——追寻红二十五军在卢氏突破重围的长征足迹

传承红色基因 奋勇迈向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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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8月 5日，记者一行驱车从卢氏县城
出发，穿过洛河大桥，沿着洛河南岸驶上
通往栾川县的S322公路。汽车逆着清澈
的水峪河，在高山峡谷之间蜿蜒上行，通
过一座“红军桥”时，我们看到溪水边的
巨石上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下面的石头
上，“杀上前去”几个白色大字依稀可辨。

“‘七十二道水峪河，二十五里脚不
干。’当年，这条峡谷没有路，也少有人
走，红二十五军就是顺着这条河涉水而
下的，这块石头上的字就是他们留下的
宣传标语。”原卢氏县党史办党史科科
长牛爱民说。

1934年 12月 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
卢氏县皮皮岭，2900余名将士在一名年
轻货郎的带领下，沿着峡谷小道，经过四
天三夜的艰难跋涉，突破敌军布下的“铁
桶合围”，胜利到达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

命根据地。
沿着公路继续向上行驶约 35公里，

就到了皮皮岭隶属的卢氏县文峪乡香子
坪村。香子坪村风景秀丽，村中的红军广
场、红军井、红军入卢碑，仿佛仍在诉说着
红军的故事。

96岁的香子坪村老支书苗成立，1950
年 7月入党，是位有着 69年党龄的老党
员。他告诉记者，他家原来就在这条小路
旁，红军路过的时候，不糟蹋庄稼，也不打
扰百姓，他们穿着各色衣服和布条草鞋。

第二天，我们离开香子坪村，沿着红
二十五军长征的线路，从洛河南岸逆洛河
而上。

“当时，红军分兵多路行进，侧翼经徐
家湾往官坡迂回，主力由货郎陈廷贤带路
翻山越岭，经香山庙往官坡前进。1934
年 12 月 7日，红二十五军在官坡兰草村
会师。当晚，主力部队在兰草村一带宿
营，军部驻扎在关帝庙。”牛爱民说。

如今，兰草村街上的关帝庙，作为红
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已经成为河南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绿树掩映下的四合院内，
矗立着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
先、副军长徐海东的塑像。

“校徽上闪耀红军的五星，脚下的路
延续新的长征，我们是新一代的小战士，
先辈的热血在身上奔腾……”此时，与红
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紧邻的“兰草红军小
学”传来阵阵歌声，原来是参加暑期返校
活动的小学生们唱起了校歌。

在革命老区卢氏县，红军精神薪火相
传，激励后人不畏艰险，勇敢前行。③9

探访中原“红色地图” 12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聂金峰

1934年12月4日，在国民党豫鄂皖3省
围剿总队的大批兵力围追堵截中，从罗山县
何家冲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

红二十五军原计划取道五里川、朱阳关
进入陕南，却发现前有国民党六十师在五
里川、朱阳关等入陕大道上设伏，后有敌军
5个旅紧追不舍，左右有国民党四十军、四
十四师和九十五师紧逼合围。陷入敌军“铁
桶合围”的队伍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情况危急！能否找到一条入陕的秘密通
道，事关全军生死存亡。这时，红二十五军先
遣队遇到前往青山赶集的货郎陈廷贤。

“记得我小时候，爷爷常和我讲他为红军
带路突出重围的事。他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
队伍。他就冒着危险，带领红军攀岩涉水、穿
越丛林，用四天三夜时间从一条秘密小道跳
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陈廷贤的孙子陈晶说。

分别时，军领导握住陈廷贤的手说：
“你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我们是不会忘记
你的。”并拿出重金酬谢，陈廷贤坚辞不
受。军长程子华告诉他：“你已是党的人
了”。从此，陈廷贤就以红军为榜样勉励自

己，以共产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陈廷贤一直在卢氏县

副食品公司工作。他踏实工作，对群众服
务周到，曾被评为县、市、省级劳模。

由于信息不通畅，多年来陈廷贤讲的
事情一直不被人们认可。直至 1984 年去
世，他都没有完成加入党组织的心愿，他的
遗愿就是把自己埋在卢氏县委党校旁，他
说：“即使我死了，也要天天听党课。”

198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
战史》出版，书中用300余字篇幅记录了陈
廷贤为红军引路的事迹，他成为彪炳史册
的“军史布衣第一人”。③5

货郎陈廷贤：“军史布衣第一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鸭河口灌区：

万顷澄碧育粮仓
★永恒的印记 ——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爱民模范欧阳海

□本报记者 归欣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因为一条宽阔蜿蜒的白河，南阳成了不少外来者艳

羡的“北方水城”。如果说这条河是穿过南阳盆地的“玉
带”，那么坐落在河流上游、供给全城饮水的鸭河口水库
无疑就是一颗“珍珠”。碧波荡漾的水库，再加上日夜繁
忙的鸭河口水电站、连接四方的灌溉干渠等 6万多座水
利建筑，构成了我国十大灌区之一——鸭河口灌区。

地处豫西南南阳盆地腹心，北靠伏牛山、南接湖北省
的鸭河口灌区，位于唐河、白河之间，南北长约100公里，
总面积约2400平方公里。宛城区、新野县、唐河县、方城
县、社旗县等传统产粮大县的 34个乡镇（街道办），都在
这万顷澄碧的“抚育”范围之内，日夜受其滋润。

1958年，鸭河口水库在位于南召县境内的汉江支流
白河上游动工兴建，1959年实现大坝合龙，1960年开始
拦洪蓄水，总库容 13.2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 3030平
方公里，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工业及城市用水，
结合发电、养殖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水库
建成后，水电站、鸭灌渠等水利设施陆续开始建设，逐渐
形成了鸭河口灌区。

这些简单的数字背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69年，我省制定了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纲要，要求在3年
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建设稳产高产田5000万亩，完成十大
灌溉工程和7万眼机电井配套任务。1972年8月、1973年
7月，国务院两次召开北方抗旱会议，周恩来总理提出“四
五”“五五”的粮食产量目标，分配给河南的任务是到1980
年粮食产量达到250亿公斤。

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四五”期间，河南大规
模地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运动。1971年至1975年，全省
最高上工人数达 1600万人，有效灌溉面积从 1970年的
3768万亩增至 1975年的 5374万亩。这期间，鸭河口灌
区、引丹灌区相继建成，涝时化惊涛为安澜，旱时放甘霖保
丰产，为改善南阳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条件作出了贡献。中
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专家徐海亮认为，鸭河口灌区等
水利设施的建成使用，为河南上世纪70年代主要农作物
的产量、工农业产值增长作出了贡献。

如今，鸭河口灌区已经成为南阳盆地风调雨顺的“稳
压器”。灌区拥有白桐、鸭东2条总长93.6公里的总干渠，
8条总长210.5公里的分干渠，118条总长628.5公里的支
渠，覆盖范围越来越大。“工程建设时的设计灌溉面积是
238.1万亩，1998年确认有效灌溉面积132.6万亩，经过近
几年的持续提升和节水改造，目前灌溉面积已经接近170
万亩，仍在为南阳乃至河南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8
月6日，南阳市鸭河口灌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③8

据新华社长沙8月7日电（记者 谭畅）欧阳海，1940
年生，湖南桂阳县人。1959 年 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60年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前，在农村任记
工员、会计，他热心助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干
活，并用自己的粮食救济本村困难户。

入伍后，欧阳海在广州部队某部一营三连七班任战士、
班长。工作积极，训练刻苦，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
哪里冲，人称“小老虎”。他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次参加
灭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年11月18日清晨，欧阳海所在部队野营训练沿
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
288次列车迎面疾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
窜上铁道，横立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
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
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
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涌现
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4年，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
委员会追授他“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同年1月22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并号
召全军指战员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88年，他生前所在部队修建了欧阳海纪念馆。

欧阳海用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
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
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图为位于卢氏县官坡镇兰草村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目前是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聂金峰 摄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州市国土资源
局郑东新区分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郑东新区龙子湖区域郑政东出
〔2019〕8号（网）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并与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联合发布公告。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
规划指标要求（见后表）

此次网上出让地块为储备土地。
建设相关指标详见《土地出让前置条
件意见书》，拟建项目要严格按照城乡
规划和相关规定执行，并节约集约利
用土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之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网

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
可以联合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网上挂牌
方式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
竞得人（具体要求详见挂牌文件）。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公告时间为:2019 年 8 月 8 日
至 2019年 8月 27日。申请人需办理
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详见郑州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官 网 http://
www.zzsggzy.com/“办事指南”窗
口），登录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
易系统（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
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公告并
下载挂牌出让文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2019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年 9月 11日 9时。缴纳竞买保证

金 截 止 时 间 为 2019 年 9 月 9 日 17
时。网上交易活动结束后 2个工作日
内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和其他相
关资料（详见挂牌出让文件）到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7021 房间进行查
验，通过后签订《竞得结果》。竞得人
取得《竞得结果》后需携带相关审核资
料于 2个工作日内到郑州市郑东新区
管理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 室进行
后置审核，审核通过后签订《成交确认
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郑政东出〔2019〕8号（网）宗

地土地出让金缴款期限为《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二）郑政东出〔2019〕8号（网）宗
地为新型工业用地，产业准入条件以

郑东新区智慧岛大数据试验区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郑东新区云湖智慧城建
设项目用地产业准入条件》为准，参与
竞买的单位或个人在挂牌期内须取得
郑东新区智慧岛大数据试验区管理委
员会出具的审核准入意见，联系电话：
0371-58570065，芮漪。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
关于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
序，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四）竞买人应全面了解《郑州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交
易管理办法》（郑政办〔2015〕8号）和
《挂牌出让须知》。

七、联系方式
1.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东龙大厦）1008室
联系电话：0371-67179410
联系人：温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

路郑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系人：赵先生
3.CA办理、交易系统问题咨询
联系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郑 州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东新区分局
郑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2019年8月8日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65号

编号

郑政东出

〔2019〕8号（网）

土地
位置

育翔路北、夏庄街

西

使用权
面积
（㎡）

16239.94

土地
用途

地上：工业用地

（新型工业用地）

地下：交通服务场

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2.5

＜3.0

建筑密度
(％)

＜50

建筑高度
(米)

＜80

绿地率
(％)

＞15

投资总额
(万元)

≥21716.47

起始价
（万元）

365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650

增价
幅度

（万元）

500

出让
年限
(年)

50

开发
程度

三通一

平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聂金锋

盛夏时节，我们行走在卢氏大地，探访
这片革命老区的红色印记和新中国成立以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路上，汽车沿着红二十五军当年的行
军路线前进，沿途每隔不远，就有公路护坡
上绘的巨幅红军长征图映入眼帘，再现当年
红军夜宿河东村、群众惜别红军、小货郎带
领红军冲出重围的一个个鲜活场景。

在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我们偶遇一
支身穿“红军服”的队伍，正有序参观学习。

“这是县委党校组织的青年干部培训
班重走长征路教育实践活动。今年以来，
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已经接待来自全省各
地的干部群众 1.3万人。”随行的官坡镇副
镇长袁文帧介绍，“我们目前正在加快打造

集红色教育、文艺演出、特色饮食、农家乐、
休闲观光于一体的链式发展模式，通过红
色文化带动全镇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如今，传承发扬红军精神让卢氏县处
处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卢氏县积极探
索金融扶贫新模式，推动金融扶贫与产业
发展相融共生。截至 7月 20日，卢氏累计
发放扶贫小额贷款 14366户 6.98亿元，合
作社贷款169家 4.04亿元，企业贷款32家
4.2亿元，有力推动了全县产业发展并为老
区群众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解决群众住房安全和长远发展问
题，卢氏县投入危房改造财政资金 1.1 亿
元，实施危房改造 8302户，今年 6月底全
面完成了“危房清零”任务，实现了“危房不
住人，住人不危房”的目标。

在易地扶贫搬迁上，卢氏县于2018年

9月底，提前一年全面完成了占全省总量
1/8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9300余户 3.38
万人喜迁新居。

在产业发展方面，仅去年卢氏县就新
增核桃种植20万亩，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
100万亩；新增连翘种植 10万亩，总种植
面积达87万亩。

全国金融扶贫现场观摩会、全国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相继在卢氏县召
开，全省金融扶贫工作现场会、全省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等也先后在卢氏县
召开。

金融“贷”动、危房清零、易地扶贫搬
迁、产业造血……多管齐下，共同发力，
2018年年底，卢氏县贫困人口发生率下降
至 3.41%。今年卢氏县拟退出贫困县，将
稳步迈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征程。③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