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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坐落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中州办事处双八村委会，105国道东侧，距商
丘古城约20公里。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8 年 8月 8日，毛主席在省地县负责人的陪同
下，视察了原商丘县道口乡黄楼村。毛主席详细询问
了当地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并走进田间地头查看红
薯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与正在打机井的群众亲切交
谈。为了纪念毛主席对商丘人民的亲切关怀，后来改
道口乡为双八人民公社，1968年建立了毛主席视察黄
楼纪念馆。

纪念馆院内立着高大的毛主席塑像，两侧生长着
茂盛的花草树木。该馆共有主房 28 间，南北长 125
米，东西长 95米，占地面积 10500平方米。纪念馆分
为大厅和东西四个展厅，展示有毛主席视察黄楼时群
众夹道欢迎的图片和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珍贵活动照片，以丰富的内容、翔实的史料，展示了

毛主席各个年代的革命活动。纪念馆南侧，
有毛主席视察过的水井和村委会的办公室，
同时这里也是群众经常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

毛主席视察黄楼纪念馆

制图：苏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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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商丘历史的重重迷雾，聆听古城身
世的叠加传奇，皓首穷经，追根求源，梳理
着 5000年华夏文明史的清晰脉络，一路走
来，商丘古都城的辉煌篇章愈来愈显示出厚
重华丽的色彩。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的宽
阔大道，古都商丘的红色篇章骤然响起……

从 20世纪初期红色火种在华夏大地上
的点燃，到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商丘古城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征程
一步步走来，浴火重生。尤其是在举世闻名
的淮海战役中，商丘古城更显示出其军事重
镇的历史地位。古城内外现存的淮海战役总
前敌委员会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淮海
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
扩大会议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
书处旧址等红色纪念地，记忆留存着商丘古
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黎明大决战中承担的
重任，传颂着人民解放军将帅们留下的英雄
故事。

淮海战役前线走来总前委

渡江作战谋划就在张菜园

从商丘古城出发，往东入105国道，从
连霍高速公路涵洞下穿过，进入睢阳区闫集
镇境内，再往南约 5 公里，路西有一个村
庄，名为张菜园。进村往西不远，有一处坐
北朝南的小院，院墙上的标牌清晰地刻印着

“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中原野战军司令
部旧址”两行大字。

说起这块牌子，其来历非同寻常。淮海
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
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连
云港、西至商丘、北起枣庄、南达淮河的广
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战役于 1948年 11月 6日开始，到 1949年 1
月 10日结束，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役中取
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役打响后的第十天，
即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
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统筹华
东、中原地区的战时事宜，邓小平为总前委
书记。1948年 11月 23日，为便于指挥围歼
黄维兵团的作战，淮海战役总前委移驻安徽
宿县临涣镇以东、浍河北岸的小李家村。根
据战场形势的需要，12月 30日，邓小平率
淮海战役总前委从小李家村出发，来到朱集
（商丘）火车站。邓小平先住进朱集军营，
不久，又转移到商丘古城东南 12公里处的
张菜园村。

淮海战役总前委司令部就设在张菜园
村，在之后的 83 天时间里，邓小平、陈
毅、刘伯承等人在张菜园村指挥了淮海战役
第三阶段的战斗。总前委司令部政治部设在
东边的洪庄村，刘伯承、邓小平住周楼村，
其他机关和部队分散驻在邻近村庄。淮海战
役结束后，中原野战军、淮海战役总前委改
为渡江作战总前委，仍由刘伯承任野战军司
令员，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兼野战军政委。
1949年 2月 9日召开了由刘伯承、陈毅、邓
小平、粟裕、谭震林及中原局、华东局负责
人参加的渡江作战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具体讨论和决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
江作战的各项工作，并形成了《关于渡江作
战方案和准备工作意见》，上报中央军委。
因此，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中原野战军
司令部旧址又被称为渡江作战总前委旧址。
2月28日，邓小平、陈毅离开商丘，赴西柏
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月24日，刘伯
承率领总前委及第二野战军指挥部离开张菜
园南下，开赴安徽省六安、合肥一带，指挥
渡江作战。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记者在睢阳区委
宣传部及闫集镇党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再次
来到了这座占地 30亩、有 20多间房屋的小
院。院里杏花、桃花次第绽放，人们纷纷在
此拍照留念。在这里做了 20 多年看护工
作、现年 76岁的张宜平老人向我们介绍了
各个展厅的情况。展厅内的大量资料图片展
示了淮海战役总前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
英雄气概和伟大智慧，表明了这个普通的院
落在淮海战役中所承担的举足轻重的分量。
正堂原来是总前委机关办公室兼会议室，东
西厢房分别为警卫室、机要室。一幅幅珍贵
的黑白图片再现了淮海战役三大阶段的进行

情况和重要决策部署过程，展示的内容包括
总前委的成立、战前态势、战役场面、战役进
程和重大影响等，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图片
还展示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淮海战
役的指示精神电文、电稿和总前委回复中央
军委毛主席的电文影印件。漫步旧址，观看
图片，淮海战役的炮火硝烟仿佛犹在眼前。

1963 年 11 月，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
会、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第一批河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后勤机关旧址三座小楼仍安好

沧桑百年医院几代难忘圣保罗

从商丘古城出发，沿着主干道凯旋路向
北一公里，路西是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这
是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医院，院内的几座小
洋楼见证了它的沧桑变化，也记录着这里作
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的不平凡岁
月。

还没走进医院大门，就能够看到几座被
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三层西式建筑，红色的
号牌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医院的东大门，只
见道路的右侧柏树青青，鲜花盛开，整洁干
净的路旁竖着一个带箭头的指示牌，上面用
隶书标示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史
馆”，竖牌的前方有一块带着底座的四方石
牌，正面镌刻着“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
旧址。河南省人民政府，1963 年 11 月公
布”等字样。石牌的背面刻着：“1949年 1
月7日，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宿县转移到商丘
县，后勤机关设在这里。3月 4日撤离。保
护范围：以西洋式建筑外墙为基点，各向外
20米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四周向外
各扩展30米为环境风貌协调区。”在院史馆
管理员刘女士的陪同下，记者走进精心布置
的各个展厅，详细了解了这座医院的百年历
史。在一块名为“新中国前的风雨历程”版
面前，记者看到的文字记录为：“1948年11
月6日商丘解放，淮海战役开始。商丘军事
管制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派员征用医院房
屋、地域军用，支持淮海战役。要求医院作
好准备，随时接受伤员。圣保罗医院门诊
楼、病房楼和加籍人员所住三幢小楼为淮海
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1963年列为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中的“加籍人员”
揭秘了这座医院的身世。原来这是一座由加
拿大人创办的教会医院。1912年，加拿大
籍牧师威廉·怀特借医传教，先在开封创办
圣保罗医院，后来一路东行来到商丘。1917
年，在商丘县城北马楼买地 48亩，建平房
四座，正式挂牌为商丘圣保罗医院。1923
年，医院门诊楼、病房楼等医疗用房全部建
成，当时年门诊量2万余人。到了上世纪的
30年代，圣保罗医院门前修了一条路，后
来，就是在这条最早的砖渣路基之上，商丘
人修建了最早的一条连接朱集车站与归德古

城的凯旋路。1948年商丘解放后，医院虽
名属教会，实则由人民政府扶持。

淮海战役时期，商丘是战役支前总兵
站。1948年 12月 30日，邓小平率淮海战役
总前委来到朱集（商丘）火车站时，见到的景
象颇为壮观，车站的站台上、仓库里到处是各
种各样的支前物资，商丘火车站已经变成一
座座的弹药山、粮食山、布匹山、服装山。
看着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支前物资，邓小平脸
上绽开了笑容。他清楚地知道，正是由于后
方同志们千方百计地筹集物资，保障前线的
所需所用，才有了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啊！
而圣保罗医院作为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
的所在地，人民解放军与商丘的老百姓一起
联手在此组织了大批战时急需物品，有力地
支援了战役前线，为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取
得决定性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战后总结扩大会议定大计

猛追穷寇各路英雄聚古城

商丘古城的南门称拱阳门，高耸的城门
楼把周围的建筑衬托得有些低矮。拱阳门西
北200米中山大街西侧，有两排带廊檐的平
房，前排明五暗七，后排明三暗五，青砖灰
瓦，属于典型的硬山式建筑风格。对着前排
房的大门有一块石牌，上书“河南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书
处旧址。河南省人民政府，1986年 11月公
布”。睢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张
学勇告诉记者，这里被称为古城娄隅首西一
街。这个旧址原是豫东剿共总司令张岚峰的
公馆，也是解放初期中共商丘地委的所在
地，而最值得纪念的是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共
中央中原局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

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处工作人员在这里
办公，那么开会的地点在哪里呢？

面对提问，张学勇带着记者又把车子开
到古城中山大街，曲里拐弯地过了几个街口，
在一座基督教堂前停了下来。

这是一个坐南朝北的西方教堂式建筑，
原名为圣公会礼拜堂。整个建筑南北长 25
米，东西宽 13 米，中间起脊，两边下坡，
从外表看，像一座大筒子房。红色的两扇大
门上分别贴着“爱”和“福”字，由于遮蔽
严实，从窗户往里也看不清什么，只是感到
这里距离古城的西城墙非常近。

据记载，1949年 1月 29日至 31日，中
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这是一次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聚集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各路英豪。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大部
分地区被解放，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
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总结淮海战役
的成果，为渡江作战做好准备，中共中央中
原局在商丘古城的圣公会礼拜堂召开了扩大
会议。

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
平主持，总前委及中原军区负责人刘伯承、

陈毅、李先念、邓子恢、张际春、宋任穷、
李达等出席会议。野战军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第六、第九纵队的司令员和政
委，豫皖苏中央分局负责人和中原局所属单
位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学习毛泽东写的新年
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传达1月8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淮海战役
的胜利经验，研究了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了

“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口号，为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做好前期
的准备工作。

会议共开了3天，于1月31日结束。当
晚，开封豫剧团、华东野战军总政文工团等
为大会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议期间，
除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住在淮海战役总前
委的驻地张菜园、周楼、洪庄以外，其余领
导人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等与会人员均
住在古城内。

1986年 11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
议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天主教堂里满是爱的语言

工业遗产园再现时代印记

笔直的古城中山大街，将拱阳门与拱辰
门连在一起。从拱阳门入城，走不几步，就
会在路东看到一座红顶的西洋式教堂，高耸
的尖顶特别引入注目。教堂大门两侧有一副
对联，耐人寻味：“到此休为门外客，劝君
须作个中人”。走进大门，右侧有一块带花
边的石牌，上面有“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商丘市天主教南堂、商丘市人民政府
立、2002年7月”等，大门北侧的墙上有两
块铜牌，一块是由河南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局颁发的“规范化宗教活动场所”，另一块
是由商丘市民族宗教局颁发的“重点宗教活
动场所”，显示了这座教堂的规范化程度。

据神父李威介绍，这座天主教堂由西班
牙传教士于 1924 年创建，抗日战争时期，
教堂的房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传教士躲
到了上海。抗战胜利后，传教士又募集资金
重修了房顶。据古城的老人们讲述，1948
年 11月商丘县解放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
军商丘军分区就设置在这里，建国初期，教
堂内驻扎着几个连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这里都是武装部的驻地。后来，党的宗
教政策逐步落实，教堂里的教友信徒也逐步
增多。

教堂大院里的宣传栏里，张贴着许多教
义，其主题为“发现爱”“相信爱”“渴望
爱”。记者见到了几位来自商丘周边地区的
教友，他们说，天主教讲究“仁爱”“和
平”，爱别人要像爱自己一样，其和善友爱
的信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

出天主教堂左转，古城南城墙下有一条
新修建的东西大道，古色古香的门面房里展
销着各种艺术品。在红花绿树一侧，有一座
高大的牌坊，上面写着五个繁体字——“工业
遗产园”，两侧有一幅十分醒目的大红对联，
选用的毛泽东手书的诗词“四海翻腾云水
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再往前走，高大的
厂房上书写着“工业学大庆”的巨幅标语。
从南往北，一排排建筑上面都有“商丘古城
保护建筑”的标牌和编号，清晰地写着“工
业遗产园厂房简介”。从这些“简介”中得
知：1—3号厂房为原商丘针织内衣厂，始
建于1968年5月，上下两层，砖混结构，一
楼原为织布车间，二楼为成衣车间；4—6
号厂房为原商丘县毛纺厂三个生产车间，始
建于 1970年。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标语口
号和有着将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工业建筑，显
现出古城曾经的辉煌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为经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些被
保留下来的建筑，必将唤起人们对古城的美
好记忆。

华夏文明史有多悠久，商丘古都城的文
脉就有多长。长期以来，人们广泛宣传的是
商丘厚重的文化底蕴和 5000年绵延不绝的
文明史，而忽略了现代史上辉煌的红色基
因，作为旅游资源，这些红色景点必将随着
古城的开发成为人们追捧的热点，商丘古都
城的红色记忆也将越来越清晰。

解放战争中军事重镇的红色记忆
——“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大型探访解析之现代篇

撰文/本报记者 袁正建 摄影/本报记者 崔 坤 文化顾问/ 刘秀森 王良田 张学勇

本文作者与文化顾问王良田、张学勇在一起交谈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工业遗产园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旧址淮海战役总前敌委员会、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旧址

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