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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丘市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制定的首部地方性法规，
《商丘古城保护条例》于2016年7月29日经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6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

▲2016年9月26日，王战营同志所作市五次党代会工作报告
中指出，建成高铁商贸中心区、商丘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和商
务中心区“金三角”，打造核心增长极。建设商丘古城文化旅游
产业园区，加大开发保护力度，把古城深厚的文化呈现出来，争
创全国5A级旅游景区。

▲2016年12月1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在市委城市工作会议上
指出，找准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中的战略定位，
树立“文化强市”意识，打响“华商之源·通达商丘”文化品牌，擦亮

“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名片。突出抓好“三位一体、全国唯一”
商丘古城的保护和利用，延续历史文脉。认真贯彻执行《商丘古
城保护条例》，全力做好商丘古城保护性修复与展示工作。

▲2016年12月4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市长张建慧带领市规
划、城管及睢阳区负责同志相继考察凤凰古城保护建设与展示、

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市政协主席曾昭宝、副市长王仲田参加考
察。12月14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市长张建慧率市规划、旅游
及睢阳区负责人赴山西省晋中市、太原市考察平遥古城和太原古
城的保护规划建设、文化资源挖掘展示、产业开发、营销策划
等，市政协主席曾昭宝、副市长王仲田参加考察。12月20日，市长
张建慧带领市规划局、市发投公司及睢阳区负责同志考察北京密
云古北水镇景区建设、运营、管理等，市政协主席曾昭宝、副市长王

仲田陪同考察。
▲2016年12月24日，市委书记王战营主持召开会议，专题

听取古城规划进展情况汇报，研究古城保护、展现、修复、利用
工作。市长张建慧，市领导苏长青、曾昭宝、王全周、刘沛、岳
爱云、王仲田、朱明伦出席会议。就做好商丘古城保护利用工
作，王战营指出：推进古城保护修复，要围绕打造商丘古都城景
区，充分展现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要通过打造商丘古都

城景区，让国内外游客从历史遗存、记载和传说中，感受和体验
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打响“游商丘古都城、读
中华五千年史”的文化旅游品牌。

▲2017年2月3日，市委书记王战营在全市重点工作表彰会
上讲话指出，叫响“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文化旅游品
牌，推进以文化为核心的全域旅游跨越发展，打造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商丘高地。

“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的提炼推出
见闻 整理

这是一座当今十分罕见的古城池——城墙、城郭、城湖三位一体、内
方外圆的组合，还有93条街道棋盘格状的布局，历经500年风云变幻、地
覆天翻，明清时期的风貌格局至今保存完整。有专家说，这是在全国保存
完好的独一无二的明代古城池；航拍俯瞰，有媒体报道这是“漂浮在水上
的绝版古城”！

这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古都城——你看得见的是古城500岁风华绝
代的今生，看不见的是古城 5000年不断脉的往世。考古发现，这座古城
下还沉睡着至少6座古都城，分别是商汤在迁亳之前的古都城、周朝宋国
古都城、西汉梁国睢阳城、隋唐宋州治所古宋城、北宋陪都和南宋建都的
应天府南京城、元朝归德城。因洪水泛滥、战乱频仍、更朝换代，商丘古
城多次被淹埋、摧毁了再重建，因此形成了“城摞城”的奇特历史景观。

很久很久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对古城充满敬畏，敬畏它历史的深
邃厚重，敬畏它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提到商丘，外地人并不是很多的知道
有这样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古都城。

“龙非池中物，乘雷欲上天”。伴随着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时代春雷，伴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商丘古都
城这条巨龙醒了！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商丘古都城厚积薄发，决策者
提出：叫响“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的文化旅游品牌，带动全域
文化旅游业的跨越发展，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商丘高地！

来吧，让我们带着敬畏之心，重新认识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来吧，
请跟着我们探访聚焦的节奏，来一场“一城饱览五千年”的时空穿越，一
同分享商丘古都城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盛宴。

游燧皇陵帝喾陵潘庙降隆堌堆遗址仓颉墓
读三皇五帝时期奠定华夏根基的商丘奇迹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说起中华民族历史文明，伟大
领袖毛主席这句话妇孺皆知。500岁的明清归德古城虽然保存完好独一无
二，但毕竟年轻，暂且不表。让我们沿着古城外围走起，穿越五千年前甚
至一万年前的远古时代，探访三皇五帝在这里留下的不朽传奇。

紧挨商丘古城南城湖西南角，平原路西侧的一处著名景点，就是燧皇
陵景区。里面有造型不同的燧人氏雕像和高大的燧人氏墓冢，是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曾在这里采集“华夏文明之火”。燧人
氏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首领，因发明人工取火，使人类告别了茹毛饮
血的蛮荒时代，被称为“三皇”之首的“燧皇”，成就了商丘作为“中国火文化
之乡”的美名。其实，“三皇”另外“两皇”伏羲氏“戏皇”、炎帝神农氏

“农皇”留下的传说遗迹距离商丘古城也很近，都是几十公里的距离，一
个在周口淮阳县有伏羲太昊陵、一个在柘城大仵乡有炎帝朱襄氏陵。

驱车商丘古城南 25公里，至高辛镇，远望苍松翠柏间一座陵丘，就
是帝喾陵。帝喾又称高辛氏，高辛镇由此得名。帝喾陵始建于公元前2345
年，曾于西汉时维修，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下诏大修帝喾陵寝并为之树
碑。而离帝喾陵不远处的潘庙有“帝喾赏花宫”景点设置，传说是帝喾都
亳的后花园。

帝喾是“五帝”之一，他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了华夏基根。史
载，帝喾高辛氏“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这里的“亳”就
在商丘。其实，这还不是商丘古都城的最早开端。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都
证明，在少皞帝统领的众多氏族中的玄鸟氏西迁至商丘时，就建了第一座
城──商。帝喾不仅是一代圣贤明君，他的四个儿子也都是令人振聋发聩
的人物，后稷是周朝始祖，契成为商的始祖，挚继承父亲帝喾帝位，放勋
接受兄弟禅让成为“五帝”之一的尧帝。

位处商丘古城西南20余公里处，娄店乡境内，有降隆堌堆遗址，如今庙
会兴隆，传说这里曾是尧帝的封地，有很多尧舜禅让时期的传说故事。

另外，“五帝”除帝喾、帝尧之外的其他“三帝”都与商丘有很深的
关系。黄帝在西迁东回中曾留居商丘，其史官仓颉曾在商丘造字，被称为

“中华文字祖”，在商丘示范区堌堆坡村现有仓颉墓；帝颛顼“始自穷桑，
而徙邑商丘”；舜帝的儿子商均被封在商丘，现在虞城县利民镇杨庄村有
商均墓风景区。

三皇五帝五千年前汇聚商丘古都城及其周边，大量的史料典籍记载和
代代传承的民间传说，无不闪耀着历久弥新的华夏远古文明的光芒。

游禹王锁蛟井阏伯台商祖祠汤王台枣冢庙
读夏商时期玄鸟生商华商之源的商丘演绎

逝者如斯，时间在如水流逝。让我们走出史前，迈入夏商。
商丘古城南城湖南侧，有一处优雅的景点八关斋，八关斋景区内有一

处景致叫禹王锁蛟井。八角古井犹在，传说大禹治水时制服作怪蛟龙并将
其禁锢在这口井中。

众所周知，大禹治水有功接受舜帝禅让，通过涂山大会，铸九鼎，开
启华夏。禹的儿子启改变禅让制继承大位建立夏朝，从而开创中国近4000
年王位世袭的先河。

让我们回到出发的地方。与燧皇陵景区一路之隔，是颇为壮观的商祖
祠——华商文化广场景区。景区的最北边是一处古老的高台，叫阏伯台。
台上有庙，祭祀的就是中华火神阏伯。阏伯台庙会几千年传承至今，香火
旺盛。

阏伯就是契，“三皇五帝”之一帝喾的儿子。“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说帝喾次妃简荻外出洗澡，一只玄鸟飞来，落下一枚鸟卵，简荻取

而吞之，后怀孕生下契。经考证，契之前的确有东夷族以鸟名命官的玄鸟
族一支，迁徙商地定居，以地名取代族名。因此，《诗经》中对契出生的
神话诗意表达有事实渊源。《宋史》记载，阏伯为帝喾“火正”。契长大后
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始有商国，被认为是商的始祖。因阏
伯祀火星而主火政，阏伯台又被称作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之一。

顺着阏伯台往南，有高大的华商始祖王亥雕像，雕像前是不同字体商
字组成的万商广场。这里已经举办过六届国际华商节，成为天下华商寻根
祭祖的圣地。史料记载，王亥是商始祖契的六世孙，他在相土发明马车的
基础上，服牛发明能载重远行的牛车，开启以物易物商业贸易的先河，被
称为华商始祖。

沿着先商的足迹，离开商祖祠，驱车向南 25公里许来到坞墙镇南亳
村，举目北望，一座复古建筑赫然入目，此为汤王台，是为纪念成汤都亳
而建。成汤，阏伯第十四世孙。夏朝末年，夏桀残暴无道，汤 11次出
征，灭夏，再回商丘（都亳），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
史称“商汤革命”。而同属睢阳区管辖的勒马乡有一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景点枣冢庙，祭祀的竟是帮助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西周的大将黄飞
虎。方寸之地，500年的穿越，让人嘘唏不已。

回望商国、商朝的千年历史，“前八后五”的十多次大迁徙，走走回
回，商丘之亳始终是商族人留恋不舍的家园。商丘被誉为“华商之源”，
当之无愧。

游宋国故城遗址微子祠三陵台文雅台望母台
读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古宋国圣人文化圈现象

历史对商丘多的是钟情，是偏爱。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商丘古城不止
是古都城，更是圣人之城，是中国五千年不断脉的古城的唯一。

说到这儿，我们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我们再回到燧皇陵所在的火文
化广场，就在燧皇陵大门东侧，会看到一块醒目的石碑，上写“宋国故
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石碑，在八关斋西墙外，也有一
块。这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考古学博士张光直与他发起的中美联合考古
队，在商丘大地上8年间震惊世界考古界的巨大发现。据考证，宋国故城
面积相当于现存明清古城的10倍多。

让我们追寻宋国的源头。出古城往西南行十几公里，路河乡青岗寺村
有一处幽静古朴的院落，这就是始建于唐朝后经过多次毁坏重修的微子
祠，里面有微子墓。武王伐纣灭亡了商朝。微子启是商纣王的哥哥，德高
望重。周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国号为宋。于
是，微子作为宋国开国之君，被称为天下宋氏始祖。另外，距宋国故城不
到 10公里的王楼乡境内，有古柏环绕的三陵台景区，里面三峰对立，传
说是宋国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的陵寝，这里也因此成为戴氏宗亲的寻
根圣地。

因传承殷商文化，宋国被看作是古代礼制的典范而受到诸侯的尊
重。现存睢县城湖景区的望母台、民权县林七乡境内的葵丘会盟台和柘
城县远襄镇北侧的泓水之战旧址，讲述的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宋襄公大
忠大孝、至诚至信、至仁至义的故事。

微子祠石碑记载，宋国自微子启于公元前 1040年开国到公元前 286
年被齐魏楚联合灭亡，传 26世 34君历 754年。古宋文化与商文化一脉相
承，后来研究者常并称商宋文化。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诞生了以商丘为“轴心”的中华圣人文化

圈现象。老子、庄子、墨子、惠子诞生于此。孔子是殷商后裔，长期在宋
国居住、讲学，留下很多遗迹，如古城东南角的文雅台。商丘古城作为中
华圣人文化思想体系产生的核心之城、轴心之城，继燧人氏创始火文明之
后，再一次向人类贡献了东方圣人的思想智慧。

游清凉台平台千年银杏树芒砀山汉墓群
读秦汉时期梁国都城大汉雄风梁园盛景

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秦帝国。秦王朝只有
15年的瞬间辉煌，当时属砀郡的睢阳城曾在楚汉战争中起过不小的作用，
暂且不提。

让我们继续在古城外围游走。还是在距古城不到 10公里的梁园区王
楼乡，千年古刹清凉寺蔚为壮观。清凉寺坐落在清凉台上。清凉台历史久
远，是西汉梁国梁孝王之行宫，是梁国“方三百里”梁苑的一景。比清凉
台历史更为悠久的还有商丘古城东侧的平台，始为春秋时期宋平公所建的
高台，梁孝王兴之所至将其发扬光大，在其上建行宫，自古皆为梁苑一
景。如今，平台昔日盛景虽然难寻，但古平台旧址有一棵被称为“历史活
化石”的 2000年银杏树遮天蔽日，依然健在，矗立在示范区沈楼村头，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西汉时期梁国的盛景繁华。

刘邦兴师芒砀，于公元前 202年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再一次实现大一
统，同时也开启了商丘的新一轮历史辉煌。西汉梁国从汉文帝少子刘揖为
梁王时，始都睢阳。后来，贾谊向文帝推荐，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刘武
时期，梁国成为西汉最为强大的诸侯国。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刘武依
睢阳城力挫七国之众，成为西汉中央朝廷的东方屏障，保证了西汉政权不
被颠覆。

西汉时期作为梁国都城的睢阳城，在梁孝王治下空前辉煌。“筑东
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梁国聚集了一大批文坛
名流，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写辞作赋蔚然成风，成为汉赋的兴起之
地。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客居梁园数年，留下“子虚乌有”等著名典
故，并留下“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等经典感慨。

汉兴之地的永城芒砀山以汉墓群而著名，如今已是 5A级旅游景区，
那里也是梁孝王刘武归宿地。西汉时期诸夏人民的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
型，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而作为西汉梁国国都的商丘，汉梁文化成为后
人探讨传承的热门选题。

享国210年的西汉政权因王莽篡汉而灭亡，梁孝王刘武的八世孙刘永
曾在睢阳称帝。之后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历经195年。其间，王莽赶刘
秀的故事多有流传，古城西南的勒马乡就是取之刘秀“勒马回头望张弓”
的传说而得名。东汉后期群雄并起，三国鼎力结束了大一统的东汉，从此
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

游大运河南关码头遗址八关斋张巡祠
读隋唐时期睢阳城的富庶繁华和悲壮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伴天
下，主客多欢娱”。当年杜甫与李白、高适结伴来商丘古城，凭吊三百里
梁园，写下这首《遣怀》诗。《遣怀》在追忆梁王和他的三百里梁园失落
中，也为我们呈现了大唐时期的商丘作为大运河上一个重镇大邑千年不落
的富庶繁华。

出秦汉，进隋唐，驱车商丘古城南 2.5公里古宋办事处叶园村，远望
在废墟中挺起的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南关码头遗址，依然静默如谜，似等待
历史更深处的发掘与发现。2014年第 38届世界遗产大会，大运河与丝绸
之路作为世界奇迹申遗成功。商丘段南关码头遗址，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
段考古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码头遗址，大量出土的隋唐时期钧
瓷、汝瓷、哥瓷等多个窑口的瓷器，为科学研究大运河隋唐文化提供了
重要资料。

历史在隋唐时期，之于商丘古城是温情的，也是惨烈的。我们驱车商
丘古城南500米，到张巡祠与八关斋，目睹一座城灭人亡的惨烈，呼吸阵
阵来自大唐的忠义之气。张巡祠在八关斋北面，红墙黛瓦的院落，大门面
南，为纪念“安史之乱”中保卫睢阳而殉难的张巡、许远等英雄所建。八
关斋院内一座造型优美的八角亭，内有八棱石幢，上面有颜真卿晚年撰书
的《八关斋会报德记》。两处景点，皆与“安史之乱”有关。

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叛将尹子奇率 13万叛军攻打睢阳城，张
巡、许远等将领率6800名将士坚守10个多月，历大小战斗400余次。张巡
督战，每战大呼，往往眼眶破裂，牙齿咬碎。睢阳城陷，张巡、许远、南
霁云及雷万春等被俘，英勇殉国。今天，南迁的客家人及东南亚华人、港
澳台同胞和侨胞敬仰祖国忠良，代代祀奉张巡、许远、南霁云及雷万春。
睢阳之战虽败犹荣，成功遏制叛军南下，为大唐反攻赢得喘息时间。

商丘古城自古有“江淮屏障”、“兵家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的美
誉。尤其隋唐时期，大运河弃古汴水改走睢水（通济渠），大大促进了商
丘商业活动，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商业大都市。然而，安史之乱中的睢阳
保卫战后，商丘古城付出十室九空的惨痛代价，重创下的商丘古都城沉寂
下来。

游应天书院归德府文庙古皂角树包公庙
读宋元时期龙潜之地开国都城文化高峰

应天，应天而动。商丘在宋元时期被称为“应天府”，一词足以藏海。
现在，我们从商丘古城“江淮屏障”之门东行，不足1公里，见一处

白墙黛瓦的院落，即今天的应天书院。应天书院作为北宋“四大书院之
首”，始建于五代时后晋。公元1005年，宋真宗将太祖发迹地宋州（今商
丘）改称应天府，始称应天书院。大中祥符七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应
天书院又被称为“南京书院”，升“南京国子监”。应天书院伴随了北宋 168
年的历史，至明清屡毁屡建，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地位难以超越。

范仲淹，北宋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他在应天书院的历史上是最为浓
墨重彩的一章。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求学五年。后守母丧，受晏殊之托，执
教应天书院两年。其间常宿学中，承戚同文“天下同文”之志，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为北宋培养大批国之重臣，如梅尧臣、赵鰖、张方平
等，由此推动北宋书院发展。两宋时期的商丘古城，开创了中国华夏文化
继春秋“百家争鸣”圣人文化后的又一座文化高峰。开山领袖正是被毛泽
东称为历史上一大贤人的范仲淹。

作为朝代建制，商丘古城既是北宋的龙潜之地，又是南宋的开国都
城。宋太祖赵匡胤做后周归德节度使，陈桥兵变后称帝于开封定都，念及
在宋州发迹，定国号为宋。古城内归德府文庙的东北角有一棵树干中空却
依然枝繁叶茂的古皂角树，传说是赵匡胤拴马树。还有，距古城南 40余
公里的包公庙镇，有包公庙一景，反映的就是北宋清官包拯在此为民除害
惩处“南霸天”的故事。北宋灭亡后，金兵南下，南宋第一任皇帝赵构于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在应天府南京（今商丘）定都即位，46天后南
下杭州。赵构之所以在商丘登基建立南宋，正是因为商丘是宋朝的祥瑞之
地。赵构南迁后，商丘的火神成了南宋的灵魂，每逢有难就祈祷火神保
佑。金朝后期，金哀宗以商丘为都城，以求重复昨日的辉煌。元朝后期的
刘福通、朱元璋起义，商丘古城又成了义军与官军作战的重要战场。

游壮悔堂文庙陈家大院穆氏四合院闹龙街
读明清时期归德古城八大家七大户的兴衰

“数途必向睢阳去，太傅大尹皆英豪”，我们不妨吟咏着北宋大诗人梅
尧臣盛赞商丘古城的诗句，从两宋朗朗的书声中，一路驱车，返回出发
地，古城北门口。“百世兴亡地，乘时已建都”，再次瞻仰这座古城庄严肃
穆的亘古风采，心间不免风云翻涌。领受 5000年的往世，我们震撼。触
摸500年的今生，我们又将怎样感慨？

好吧，我们再次出发，掸去满身风尘，以步代车，迈入古城，走一走
93条街道，踩一踩明清的青石板，摸一摸饱经沧桑的青砖黛瓦。

商丘古城又称归德府城，建于明正德六年（1511年），历时 8年，城
墙、城郭、城湖保存完好，外圆内方，建筑十分独特。城墙周长 3.6公
里，内城面积1.13平方公里。有东西南北四门，东西城门相错一条街。城
内古建筑多为四合院，仍保持明清风貌。明嘉靖以后至清初，古城内出过
两位大学士（宰相）、五位尚书以及十多位侍郎、巡抚、御史、总兵等。
建筑上被誉为“典范之城”，人文上涌现中国历史上众多的重臣、忠臣和
廉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饮誉海内外，实是众望所归。

步行至刘隅首东一街路南，这座古朴庄严的大宅门，就是《桃花扇》
主人公、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壮悔堂。院内西楼为翡翠楼。历史被掩
埋、歪曲，但侯李之间的爱情，依然为后人津津乐道。出壮悔堂北门，一
路之隔，是侯方域父亲、东林党中坚侯恂的尚书府。侯家一门忠烈，“三
侯”侯执蒲、侯恂、侯恪，既是明末朝廷力克魏忠贤的忠臣，又是饮誉朝
廷的著名文人。

出壮悔堂往东，进入当年侯家后花园，即今天看到的陈家大院。陈家大
院一世陈宗石，为侯方域女婿。原陈家大院为侯家陪嫁，保存完好。现经政
府重修，占地1.5万平方米，房屋196间，古建53间，新建143间。陈家历
史上亦是朝廷重臣、忠臣和著名文人。“一门四翰林”成为古城佳话。

出陈家大院西门，即是归德府文庙，我们在此瞻仰孔子，回望文庙的
辉煌记忆。归德府文庙，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也是全国唯一一座学堂建
在大殿右侧的文庙。明清两代在此尊孔祭孔，100多名归德府籍进士在此
通过院试第一关。

出文庙，向南，古城中山东二街，眼前为穆氏四合院。古城明清有“八大
家”“七大户”的盛誉。穆氏四合院为“七大户”之一穆炳坛家，保存比较完
整，最具有代表性，为研究明清时期的中国建筑提供一个良好的范本。

明清商丘古城多大院，还将复建宋家大院、沈家大院等古建筑群落。宋
家大院，“三宋”宋纁、宋权、宋荦，在政坛上也均是举足轻重的朝臣和文人。
宋荦为官清廉，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现故宫博物院文物，
多有他的鉴定和收藏。沈家大院沈鲤世称“沈阁老”、“归德公”，死后万历帝
赞他“乾坤正气，伊洛真儒”。古城北门里向西第一道街道被称为“闹龙街”，
讲的就是明朝万历小皇帝看望他的老师沈鲤的故事。

“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归德四尚书”。明清商丘古城多历史文化名人，
多重臣、忠臣和廉吏，多官府、商宅。另外多名人墓葬，沈鲤墓、宋荦墓、李香
君墓、吕坤墓、杨东明墓等。多胜景，如西陂六景、梁园八景等。

游圣保罗医院旧址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读现代商丘古都城演绎的革命红色之城

一座古城，犹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古书，文明深藏其中，正气氤氲而
出。现在，我们走出古城，合上古城古代篇，翻看阅读它的现代篇。

从圣保罗医院、天主教堂，到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再辗转
到中共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耳边犹闻中原大战的隆隆炮火，眼前好似浮
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摧枯拉朽般的战争画卷。一座古城步入现代，从民
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军事重镇，商丘古城又成
为了中国历史上一座革命之城、红色之城……

“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今天的商丘古都城，在时间的长河
里，俨然已成为一种物语，一种永存。那些大大小小的名典胜迹，犹如一
条条幸存的光阴密码，引导后人以至后人的后人，追寻着，破解着。

作为我们的探访文化顾问，痴迷研究商丘古城历史 40 多年的中国
民间文艺家联合会名誉主席、著名民间文学作家、年过七旬的刘秀森
老师满怀深情地说，商丘古城五千年不断脉，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
见证，商丘古城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军事重镇、兵
家必争之地的商丘古城在历史上地位显赫，以商丘古城为核心历史上
形成的几次文化高峰为丰富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宝库作出了卓越贡
献，源于商丘古都城及商丘域内的成语典故有 300多个，源于商丘古都
城和与之有关的姓氏有上千个，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商丘古城，
中华之瑰宝！

承载着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商丘古都城实在太厚太重，我们的探访权作
走马观花。此为概览篇，后续会有较为详细的展开。让历史告诉未来，谨
以此，向博大精深的商丘古都城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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