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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争艳，绿树幽幽，排排民房点缀其
间，初识马连沟，宛若踏进一处被惬意包裹
的世外桃源。

初秋时节，“乡村答卷——决战决胜·
百名记者蹲点体验奋斗的喜悦”大型全媒
体报道组来到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走
进“养殖专业合作社”，感受孵化技术给村
民增收致富带来的喜悦。

有名气没实力的尴尬

马连沟是一个传统养殖村，养殖业起
步早，技术底子好。2012年，马连沟便成立
了由村集体牵头、其他经济形式参与的经
济合作社。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初具规
模的合作社并未能使村容村貌及村民生活
得以显著改观。五年后，后知后觉的马连
沟人遍寻良方，悟透症结，再次踏上“创业”
征程。

“2017年，村里最穷的时候，账上一分
存款没有，还欠外债40多万元。”村会计刘建
涛记忆犹新，村里路灯、水库、道路等基本设
施的维护费用都无法解决。村民也是怨气
满腹：村集体上有养殖场，但村民却没能得
到切身的实惠。为克服资金短缺带来的困
难，村两委达成一致意见：“放弃工资，个人
垫资”，但这同时也引发了两委成员的深思：

“我们也曾是远近有名的先进村，为啥面临
有名气没实力的尴尬处境？”

集体企业“回村”

“困则思变”。为破解困境，村支部书
记王秉政带领两委成员挨家入户走访了解
民情，寻找出路。

集体企业“回”集体。在前期走访的基
础上，村两委作出决定——“二次创业”。
解除原来的合作社外包合同，收回养殖合
作社，让企业“回村”。

2018年，复兴养殖合作社与马连沟养
殖专业合作社成功回归马连沟村集体。

集体企业的“回村”，使得马连沟人再
一次有了发展的底气。

“创品牌增效益”。接过集体企业发展
的接力棒，马连沟人发展思路清晰。自
2018年上半年开始，先后派出多名供销人
员到周边的潍坊、临沂和日照等县市考察
市场、推销鸡苗，并与当地的兽药饲料经销
商建立合作关系，发动新上肉食鸡养殖场
12处。同时，多次主动邀请莱州成达等多
家大型肉鸡屠宰加工厂的负责人到场洽谈
合作方式，为产业链条延伸打基础。

“目前孵化车间每两天即可出一次雏
鸡，每次约7万只，全年能出雏鸡1300万只

……”刘明强是土生土长的马连沟人，负责
养殖场的技术管理工作，从选蛋到出雏鸡，
每一道程序他都熟记于心。刘明强说，自
养殖场回到村集体后，村民劲儿往一处使，
虽然设备保持了24小时运行，但鸡苗仍然
供不应求。“今年五月份又新上了一批孵化
能力达5万只雏鸡的全自动设备，九月份投
入运行。”他说，自从新设备投入运行，不但
能满足目前市场的需求，还能接受客户的

“订单孵化”，对外提供个性化服务。

“村里生活没压力”

事实证明，马连沟人的决定是正确的。
“合作社‘回村’后的当年村里不仅还

了欠债还有了盈余。”刘建涛说，2019年，村
集体投资400多万元，新安装更换路灯120
多盏，粉刷党建文化墙80多米，硬化村内道
路和大小街巷16条，栽种紫薇、红枫、玉兰
等各类苗木1600多株。

集体壮大了，村民乐了。“除了可享受
退休工资，年底还可以领到分红……”今年

66岁的宋洪尚是一名退伍老兵，对于村里
的变化，他看在眼里乐在心中。“在村里生
活没压力。”他说，不但自来水、饮用纯净水
能24小时供应，费用由村集体承担，而且每
个季度还统一配送燃气及米面油。“两个人
生活，这些必需品足够用了。”

除了生活所用必需品，马连沟人还制
定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使村民
的权利、义务及分配方案更加明晰。

“根据村民的不同情况，村里制定了从
小孩出生到高龄老人不同年龄段的补助标
准，并在村务墙上予以公示，使村民能够看
得见看得懂。”王秉政说，由于社保缴纳比
较早，目前村里60岁以上的村民已均能享
受退休待遇。另外，除了年度分红外，逢小
孩出生、学生上学、村民就医等实际情况，
村里还予以额外补助。

奋斗不止，美好无限。
“目前村里集体产业还是相对单一，下

一步计划建设两个存栏量达到1200头的母
猪养殖场，到时候村民的分红能更上一个
台阶。”王秉政拿出已经设计完毕的平面规
划图，盘算着马连沟的幸福“创业路”……

“老先进”踏上新征程
——招远市辛庄镇马连沟村传统养殖业焕发新生机

YMG全媒体记者 郭明新 通讯员 尹晓文 张丽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亓健生 摄影报道）10月23日上午，
在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烟
台大学举行了“重阳——不一样的九九”
金婚庆典活动。伴随着现场屏幕播放的

从相识、相知到相伴的一幕幕美好瞬间，
烟台大学56对已相伴走过50年的金婚老
教师佩戴红花、相互依偎着走过红地毯，
脸上洋溢着笑容，眼里满是幸福。

据悉，该庆典是烟台大学离退休党委

策划举办的重阳节尊老敬老特色活动，旨
在通过温情、感动、怀旧的活动安排，传承
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优秀传统，弘扬
和睦有爱、相敬相亲的家庭风尚，进一步
丰富重阳节敬老孝亲的节日内涵。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中，全歼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是个奇
迹。这个美军陆战七师的31团，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入侵俄国西伯利亚因战功显赫曾
获殊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
史的美军王牌部队，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
战役的长津湖畔，被志愿军第27军“包了饺
子”!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今年93岁的
抗美援朝《胜利报》战地记者、原烟台日报
社副总编辑孙佑杰作为见证人，讲述了这
段壮烈历史。

经历两次灭绝人性的大轰炸

1950年11月7日，做为战地记者的孙
佑杰跟随第27军直属队乘闷罐车厢来到
了安东市（今丹东市），美帝在我军27军出
国前后接连进行了两次灭绝人性的残暴大
轰炸。

第一次是军直属队进驻安东的第二
天，孙佑杰来到未曾见过的鸭绿江边，原
来朝鲜的新义州市就在对岸，同我国安东
市只一江之隔，一切清晰可见，街上行人
川流不息，车水马龙……突然，远处高空传
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孙佑杰看清约有100

多架美国轰炸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从高空
俯冲下来，仅10几分钟后，整个新义州市
就变成汪洋火海，只见那些扶老携幼的幸
存者从火海中跑出来，直奔鸭绿江大铁桥
欲来我国安东市求生，但因铁桥容纳不
下，不少人掉落江中淹死，惨不忍睹……

第二次是11月 12日，孙佑杰跟随27
军第一梯队79师237团3营7连来到朝鲜
东北部的中江镇，美军又对中江镇进行了
灭绝人性的大轰炸，全镇变成了一片火
海。一颗炸弹在孙佑杰的位置落下来，他
立即打了三个滚儿躲开。随后，一声巨
响，孙佑杰被炸弹爆起的沙土活埋。他挣
扎着从沙土堆中拱了出来，幸免于难。不
幸的是孙佑杰所在的3营，在屋内开会的
营连领导干部等20多人，除教导员被抢救
出来且已是身受重伤以外，其余全部在燃
烧弹袭击下壮烈牺牲，面目全非……

我军满怀仇恨惨烈厮杀

夜幕渐渐降临，同志们掩埋了烈士的
遗体，擦干了悲痛的眼泪，怀着与美帝决一
死战的仇恨，又开始了夜行晓宿的大进军。

对敌怒火燃烧的我军各部队，硬是克
服种种艰难困苦，两周后就来到了长津湖
畔，与兄弟部队26军、20军分工协作，打
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二次战役，立即同美军
展开了分割、包围和反分割、包围的惨烈
厮杀，并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战斗的第三天，当孙佑杰来到长津湖
畔80师坚守的冰雪山林阵地，我军这时弹
快尽、粮已绝，已无力向敌人发起攻击，只
好等待后续援兵的到来。孙佑杰来到1班，
发现大家正在讨论吃苦的价值。班长说：

“我们今天在这里吃苦，为的是祖国的安宁
和人民的幸福，值得！”于是大家就把话题转
到将来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会如何如何的
好。有的说，到那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
面包、喝牛奶、天天像过年一样……

饥寒交迫中全歼“北极熊团”

孙佑杰回忆，正当大家在进行美好憧
憬时，突然，寂静的战场上枪炮声大作。

原来是美军被我九兵团三个军的分
割、包围吓破了胆，挣脱志愿军各部队的
分割包围，向南逃窜。得知敌人要逃窜，
我军第27军一声令下，饥寒交迫的部队立
即分头向驻守美军第七师31团的新兴里
发起猛攻。最终 27 军大获全胜，全歼了

“北极熊团”全部。美军“北极熊团”的团
旗，也被27军 239团 3营通讯班长张积庆
打扫战场时获得，现已成为国家一级保护
文物。

鉴于东线我军第九兵团有力地配合了
西线的作战，毛泽东主席和志愿军司令部
都给第九兵团发了嘉奖令。毛主席在嘉奖
令中说：“你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
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战士为战争胜利壮烈牺牲

美军“北极熊团”是怎样被27军全歼
的呢？孙佑杰称，他不想全面介绍各部队
英勇顽强靠夜战、近战、步枪、手榴弹与敌
人拼杀的众多单位和个人，只想讲讲使他
最受感动、永生难忘的为战争胜利情愿自
我牺牲的烈士孔庆三的故事。

在新兴里围歼“北极熊团”的时候，村
头有个独立家屋是敌人的火力点，我步兵
要冲进新兴里，受其所阻伤亡严重，80师炮
兵团九二步炮连五班长、共产党员孔庆三，
奉命准备架炮射击。但丘陵雪地凹凸不
平，天寒地冻不能做工事，一条炮架尾落了
地，另一条炮架尾却悬空着，无法开炮。孔
庆三只好用自己的躯体做炮架，他严肃而
坚定地对全班下令：“开炮！”同志们很清
楚，这炮的后坐力巨大，这样开炮就意味着
孔庆三的死亡，孔庆三当然知道这样做的
后果，为了战争的胜利，哪里还顾得上生
死，他再次坚决命令炮手说：“打！打！别
管我，完成任务要紧，快！”随着步兵炮一声
巨响，30多名敌人倒在血泊中，我突击部队
迅速冲上去，7名敌人被俘，其余全部被打
死。孔庆三则为这个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战后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孙佑杰受英雄精神的感动，战后冒着
敌机数次空袭，在野外防空洞口外，完成了
《人民英雄孔庆三在战斗中》的木刻作品。

孙佑杰讲述我军士兵为战争胜利情愿自我牺牲的壮烈故事

我军是怎样全歼美军“北极熊团”的？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张志强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唐寿锐 通讯员 栾秀玲
张国杰)日前，烟台山医院东
院神经外科为一位92岁高
龄的小脑出血患者完成了方
体定向微创脑内血肿穿刺手
术，使其恢复健康。据悉，该
手术具有创伤小、风险低、治
疗效果好等诸多优势。

前段时间，这位患者突
然出现神志恍惚，并伴有呕
吐，紧急送往烟台山医院东
院区。当时她的血压高达
230/120mmHg，颅脑CT提
示左侧小脑出血，出血量约
20ml。患者病情危重，随时

都有呼吸心跳停止的可能。
东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崔

新国、医师吕新亭分析患者
颅后窝出血量大，已出现意
识障碍，手术指征明确。但
她已92岁，身体状况差，建
议接受微创脑内血肿钻孔引
流术。

崔新国、吕新亭共同为
这位患者手术。在局麻下，手
术很快顺利完成。术后在东
院神经外科医护人员的精心
呵护下，患者在第二天就恢复
了意识，术后1周恢复至发病
前生活状态，无手术并发症发
生，术后2周顺利出院。

92岁小脑出血患者
烟台山医院东院成功手术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郭超）10月 24日，由烟
台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烟
台市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天
境昆嵛·中国院子承办的“烟
台人游烟台——鲜美装满后
备箱·自驾游采摘季”活动正
式启动。

在活动间隙，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开展
了“大问需”“大惠民”活动，现
场发放调查问卷向大家征求
文旅需求。现场同时进行了
文明旅游宣传，为市民、村民、
游客免费办理市民休闲护照。

此外，烟台市文化和旅
游局于10月24日10:00通
过“山东文化和旅游惠民消
费季云平台”发放 20万元

“烟台苹果采摘季文旅惠民
通用消费券”，可用于购买烟
台150余家文旅企业的景区
门票、旅游线路、特色旅游商
品、艺术培训、图书、演艺产
品、非遗等文旅产品，助力

“烟台人游烟台——鲜美装
满后备箱·自驾游采摘季”活
动举行，为市民游客献上文
旅消费盛宴。

首届中国山东国际苹果
节将于 10 月 27 在烟台举
办。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特
别策划推出了本次“烟台人
游烟台——鲜美装满后备
箱·自驾游采摘季”活动，带
领广大市民游客走进美丽乡
村，摘苹果、品鲜美，洗温泉、
逛田园，康养休闲。

“鲜美装满后备箱·
自驾游采摘季”活动启幕

近日，莱州市委开展“三大攻坚战”专项巡察，深入田间
地头，实地察看摸清真实情况，从群众的问题诉求中发现线
索，找准问题症结，回应群众关切，诊出顽疾根源。

图为市委第五巡察组在柞村镇中朱旺村与果农现场交
流，了解有关情况。 通讯员 莱纪轩 摄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任雪娜 通讯员 衣建新
南祯)金秋十月，蓬莱区南王
街道徐沟村的80多亩山岭
沙地上，迎来了富硒地瓜的
大丰收。凭借着天然健康、
肉质细腻、粉甜软糯等特点，
成了徐沟村村民致富增收的

“摇钱薯”。
“山岭薄地栽红薯，红薯

最喜高地沙”，记者了解到，
徐沟村有适宜地瓜种植的疏
松、透气、排水性良好的沙壤
土，这样的条件可不能浪费，
从去年村里党支部领办的汇
蓬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后，
徐沟村就着手种植了20多
亩大约8万棵地瓜苗，到了

年底收益不错，今年，徐沟村
扩大了地瓜种植面积，在日
常管理、施肥上要求也更严
格，产量质量实现了双提
升。南王街道徐沟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徐明告诉
记者：“我们合作社社员都在
山上收获，现在收获了30多
亩，能收获十来万斤，整体产
量要比去年要提高。”

今年，徐沟村的地瓜再
次拿到了权威的检测，硒含
量比去年还有所提升，地瓜
成了“金疙瘩”。最高兴的还
属徐明，这几天，徐明正和几
位远道而来的客商洽谈，拓
展地瓜的销售渠道，还打算在
延伸红薯产业链上做做文章。

蓬莱南王街道徐沟村
富硒地瓜丰产又丰收

烟大56对金婚老师
携手再走红毯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
者 侯召溪）近日，由省属驻
烟单位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院承担实施的中国地质
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甲玛铜
多金属矿床3000米科学深
钻工程”竣工仪式在西藏自治
区墨竹工卡县举行。本次施
工终孔孔深3003.33米，工区
位于海拔5000多米，一举刷
新了由该单位保持了8年的
世界屋脊第一深钻记录。

2012 年 10 月，这支队
伍首开高原科学钻探先河，
完成了“深部探测技术与实
验研究专项”罗布莎科学钻
探2号孔，终孔孔深1853.79
米，工区位于海拔4500米，
创造了当时世界屋脊钻探

孔深纪录。
本次竣工的项目是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勘
查开采”专项重点工作之一，
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寒
地区开展的3000米深地科
学钻探项目，也是青藏高原
第一个针对固体矿产和斑
岩-矽卡岩矿床研究的科学
深钻项目，具有重要的深部
找矿和理论研究价值。

竣工仪式结束后，中国
地质科学院组织对该项目进
行竣工验收，专家组在听取
汇报、审阅资料后，一致认为
本次深钻符合设计要求，施
工质量优质，管理落实到
位，原始资料齐全，给予通过
评审。

3003.33米！

山东地矿三院再度刷新
世界屋脊第一深钻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