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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凯旋路向北走，美丽的包河南
岸，就是梁园区足以能安置十多万民众
的高铁新城，眼下，新城崛起，群众正
在陆陆续续搬新家。

在安置区建设过程中，梁园区的做
法是马不停蹄日夜推进，建成一幢交一
幢，让群众早日住新家。采访得知，
目前，已完成高铁新城D区康城花园、
C区7、8、9号地块约1.2万套150万平
方米交付工作，已入住群众3万人，道
路、学校、医院、公交等基础配套设施
齐全，群众生活便利，双气已通，小区
内竹影婆娑、青松苍翠、碧水红荷，景
色优美，宜居、宜业、宜养。

短短三五年，百年旧城成记忆，一
座新城站起来，其间的酸辣苦甜，梁园
人民看得真真切切，这里面，有多少故
事鲜为人知。

随着郑徐高铁的开通，“梁园
高铁时代”如约而至，给这片神

奇、升腾的热土带来新的机遇、新的
希望。

沸腾的道北正在彰显她的神奇魅
力，一幅高铁新城的壮美画卷展开了！

高铁新城安置区位于梁园区北部包河
以南、黄河路以北，平原路以东、凯旋路

以西区域，总占地面积 4.2平方公
里，分为 A、B、C、D 四个区
域，其中 A、C、D 三个区域

17 个地块为安置区域，规
划建设安置房约 4.2 万套、

650 万平方米；其中 A、
C、D为安置区，B区为
城市配套功能区，D区
康城花园和C区主要高

铁安置区域，A区主要为棚户区改造安置
区域。规划入住人口12万至15万人。本着
低密度、大空间、绿色建筑、海绵城市、
智慧城市等设计理念，统筹考虑道路、学
校、医院、公园绿地、体育场馆、文化、
养老、环卫、车站、水电气暖等配套设
施，合理布局社区商业和服务设施，打造
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小区。

据介绍，几年来，梁园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安置区建设，成立了安置区建设
联席办公室，从政法、纪检、房管、住
建、电力等部门抽调精兵强将 30多人，日
夜坚守，驻地督导，盯速度、盯质量、盯
问题，有力推动了安置区建设。在建设过
程中，区委书记、区长每周现场办公不少
于两次，明确区委副书记牵头，一名人大
副主任、一名政府副区长驻地组织调度，

一天一碰头，着力解决建设推进中存在的
问题，要求解决问题不过夜。

眼下，高铁新城 A 区和 C 区约 500 万
平方米 3万套安置房已全面开工，其中A
区 分 为 A4、 A5、 A7、 A8、 A10 和 A1、
A2、A3A、A9、A11十个地块，C区分为
C2、C4、C5、C6四个地块，共计 14个地
块，各项目部抢工期、赶工期，掀起了春
季施工的高潮。

在这里安家居住，空气清新可以深呼
吸，温馨无限；在这里乘高铁近水楼台；
在这里经商创业，商机无限；在这里健身
娱乐，体育场、体育馆、文化艺术中心应
有尽有；在这里购物，高铁商城、中州世
贸等大型商场，业态丰富，琳琅满目；在
这里休闲散步，公园、绿地、河畔、湖边
尽情徜徉。在这里，孩子上学就近，老人

看病、养老就近；在这里出行，16条主次
干道，纵横交错，方便快捷。

新城起来了，10多万道北居民彻底告
别了穿风漏雨的小屋，告别了坑坑洼洼的
小路，告别了昏暗破旧的老街，告别了没
有暖气、燃气的日子。幸福指数大大提
升，生活质量实现质的飞跃，一个幸福梁
园渐行渐近。

我们憧憬，不久的将来，商丘城市南北
发展并驾齐驱：南有历史古城，北有高铁新
城；南有日月湖，北有梁园湖；南有音乐喷
泉，北有动画光幕，还有包河之滨“十里长廊”
带状公园、有蔚为壮观的高铁核心区叠城。

如今，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道
南道北均衡发展”的理念，道北的风景越
来越美，道北的楼房越来越高，大美梁园
已经阔步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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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前，梁
园区高铁新城康城花

园绿地，几名刚刚住进
新家的市民正在和煦的

阳光下聊天，一名物业人员
走到他们跟前，微笑着问：

“大娘，你们住进来这么长时间了，
对我们物业有什么意见和好的建议，

及时提出来，我们好改进。”“你们服务很
周到，很细心，把院子都建成小花园了，
环境很美，我们很满意呀！”一位50多岁的
居民笑着回答。

这简单的对话里，蕴含着很多温暖的
故事，康城花园里，人居环境令人满意，
管理人员恪尽职守，生活秩序井然。

清明节前后，又一批涉迁群众乔迁
新家，梁园区高铁新城康城花园热

闹了，几个新邻居围坐在凉亭下
聊天，你一言，我一语，朴实的话
语谈论着朴实的故事。

72岁的刘秀芬不知从谁
的话语里得到了启发，一阵
大笑过后，故意压低声音
说：“俺那老别筋这回服软
了，一直夸我有眼光哩！”

打圈几个人的目光不
约而同集中到刘秀芬幸福
的面颊上，凝结成一个大
大的问号。

刘秀芬不紧不慢，道
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9 年冬天，她 12 岁
那年跟随父母逃荒要饭，

从山东单县来到商丘，那时的商
丘是个小集镇，简单得只有一个

车站，一条路，一个商店，几家小
货铺。在儿时的记忆里，没有电影院，
没有歌舞厅，唯一的兴趣是看火车鸣着
长笛进站、冒着白烟启程。

父亲当年身体健壮，就在货场找了份
卸货的工作，从火车上往下扛麻包，一天
挣一块二毛钱，就那样，家里的生活就有
了保障。1967年，那年刚满 20岁，她就在
父母的包办中同当地一家打烧饼的儿子结
了婚。丈夫叫田世伟，因为脾气从小就别，
邻居们就喊他“老别筋”。结婚生子后，他们
在道北光复街西侧安了家，那时候能盖上房
子就觉得很光鲜了，毕竟有了自己的家。随
后几年，道北逐渐旺盛起来，有光复街、市场
街、夹道街，住户不断增多。那时也没有个
统一规划，就形成了很多弯弯曲曲的小胡
同，她家就在胡同的尽头。

“先盖的房屋地势低，过了几年，俺家就
成了最低洼的积水池，一到阴天下雨全家人
就担心害怕，不是堵水就是排水，这样的生
活一过就是几十年。”刘秀芬回忆说。

5年前修高铁，政府要征收这片地，丈
夫老别筋死活不愿意，坚决不跟办事处签
协议，不但他自己不同意，还动员她和孩
子一起抵抗拆迁。

后来，她变了法，经常带着老伴去道
南表妹家走亲戚，表妹家住在一个高档小
区，电梯上下，三室两厅，窗明几亮，站
在阳台看远方，很美很漂亮。从那时起，
老别筋开始向往住高楼了，但还有一个顾
虑，怕政府的承诺不落实。

2014年春天，他俩一起找到办事处工
作人员，签了约，交了房，搬进了政府临
时安置周转的西城花园。在西城花园居住
的3年里，老别筋天天埋怨她，说她女人家
没见识，好忽悠。

2017年夏天的一天，老别筋正在发脾
气，一个电话打进来，老别筋接电话就说
一个字：“好！好！好！”放下电话，他高
兴地说：“办事处通知咱领钥匙搬新家哩，
咱要住电梯楼房了！”

新家是装修好的，那一天吃晚饭时，
她听老别筋第一次说了一句很顺心的话：

“老婆，还是你有眼光，我服了！”
您两口子这故事可以编成一曲戏，在

咱康城花园唱三天，保准让老别筋“别”
名远扬！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荡漾开去。

听了老别筋的故事，66岁的杜玉玲仿
佛想起了什么，略加沉思，她开始向大家
讲述一件稀罕事。

2018年 8月 8日，是杜玉玲 66岁生日，
这天，女儿带着外甥女早早地来到康城花
园为老人做寿，同时带来的还有女儿精心
为母亲新买的一条金项链。杜玉玲十分
高兴，顺手把项链放在了餐桌上，慌忙走
进厨房张罗饭菜。

一番祝福，觥筹交错，酒足饭饱，客
人散去。杜玉玲和老伴开始收拾餐桌上
的剩饭，老伴手快，用卫生纸一股脑地抹进
垃圾斗里，殊不知，女儿刚买的新项链也裹
在了垃圾里，被一并扔在了楼下垃圾箱内。

找不到了金项链，老两口急出了一身
汗，问遍了所有前来做寿的大人和孩子，
均表示不知道。左思右想，杜玉玲恍然大
悟，一定在垃圾箱里！二人飞奔下楼，可
垃圾箱已被物业环卫人员拉走。他们急忙
来到附近的垃圾收集点，眼前的一幕让杜玉
玲夫妇傻了眼，8个垃圾箱一模一样，哪一个
是自家楼下的呢！物业负责人闻知此时，一
边安慰老两口，一边召唤物业环卫人员，每
人一个垃圾箱，倒出垃圾寻找项链。

垃圾箱里残渣剩饭气味熏人，环卫人
员一个塑料袋一个塑料袋查寻，最终，在
第7个垃圾箱里找到了金项链，此时，垃圾
清运车正好赶来。杜玉玲说，这些垃圾要
是装上了清运车，这条金项链就被永远埋
在了垃圾里。

说到这里，杜玉玲伸长脖子炫耀起
来：“看看，就是这条项链！”

人群里一个大嗓门妇女说：“咱小区物
业就是好，俺娘老年痴呆，前几天走失
了，物业办发动所有人员帮俺寻找，临近

傍晚，在凯旋路包河桥上找到！”
魏翠兰是去年冬天领到新房子钥匙

的，安置前是梁园区八八街道办事处居
民，就住在高铁站房脚下的市场街。

搬进新家，已是寒冷时节，儿子怕父
母受寒，给新家安装了一台空调，殊不知
这台空调给老人家带来了麻烦，一开机就
跳闸，新空调成了摆设。

是空调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呢？老
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这让他们想起了几年
前的事情：早在市场街居住的时候，由于电
路老化，加之年久失修，家里不是着火就是
烧电器。2011年，由于电线短路，家里失了
一场火，烧了几床被子和一辆电动车。从那
之后，就不能听说电线短路的事，听说就害
怕，特别是看见线路打火，听见家用电器声
音不正常，老两口就吓得直往外跑。

这次是咋回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
理，魏翠兰来到物业办，物业办领导很爽
快地安排电工立即入户检查。过了五六分
钟，电工就带着工具来到家里，经一番检
查，确定是空调功率大，自动开关功率
小，小闸刀扛不住大负荷。查明原因后，
电工对魏翠兰说：“阿姨别急，空调没毛
病，是闸刀的问题，我现在去五金交电买
个大的给您换上！”话音未落，小伙子就走
出了房门，工具一样也没带走。

夜幕降临，寒气渐浓。约半个小时，
电工回来了，用手机照明换上了新开关。
推上开关，灯光明亮，空调开始散发出丝
丝暖气。

“这要在老城里，你找个电工都难，你
看看咱现在的电工，腰里别着钳子，天天
是楼上楼下查线路，在这住有安全感哩!”接
话的还是那位大嗓门妇女，话没说完，自己
就先笑了起来，引得一圈人跟着笑。

几个妇女一台戏，七嘴八舌夸物业，
初春的阳光下，幸福的笑声在康城花园弥
漫开去，传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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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城崛起 十万民众点赞
—梁园区强力推进安置区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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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园 高 铁
新城英姿初现

▶ 雄伟壮观
的高铁商城“双
子座”拔地而起

▼ 不 间 断
巡逻确保居民生
活安居

▲ 高铁新城内已经
启用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