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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人有着深厚的铁路情结。老
商丘人提起往事，总会说，商丘市前
身是小朱集，是火车拉来的城市，足
见铁路对近代商丘有着怎样非凡的意
义。1921 年 12 月，陇海铁路朱集车站
成立商丘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从此伟
大的党披荆斩棘、薪火相传，带领商
丘人民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幸福新
生，一百多年前“火车拉来的”商丘
小城，如今正在成为国家级综合交通
枢纽和物流商贸枢纽。

商丘位于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特
殊的区位优势和地理位置，因为铁路的
带动形成巨大的人流、物流，书写了商
丘曾经的繁华与辉煌。上世纪 90 年
代，随着大京九铁路建设，陇海铁路与
京九铁路在商丘交会，商丘成为全国铁
路网中重要的黄金十字枢纽。2016
年，郑徐高铁开通运营，商丘进入高铁
时代，再次提高了商丘的交通枢纽地
位。近年来，交通枢纽持续发力，陇海
铁路、郑徐高铁、商合杭高铁“三站合
一”，京九铁路纵贯南北，京雄商高铁
批复开工，商丘“米”字型交通枢纽悄
悄长成，同时加快了物流商贸大枢纽的
形成。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
力机车，商丘搭上铁路的便车，一路驰
骋，进入新时代。商丘迎来新的战略机
遇，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是商丘打造国
家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一笔，百年风华
再出发，商丘一定会书写新的辉煌。

（李艾凌）

铁路情结

百年风华

记者感言

很多老商丘人的记忆，无不与商丘铁路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3年 3月陇海铁路汴徐段开始建造，
1916 年 1 月商丘火车站前身朱集站投入运
营，1921年 12月车站建立商丘第一个党组
织，从此，商丘百年历史便与百年铁路史息
息相关。一百年来，商丘铁路迎来送往无数
旅客和物资，也见证着商丘这座城市的沧桑
巨变。

商丘市的前身是小朱集。如今，道北不
少老人对小朱集时代的印象还记忆犹新。梁
园区老干部刘学军是道北的老住户，家就在
光复街北头，听他说起老道北的变化，仿佛
一幅古老的画卷展现眼前：“记忆中，火车
站门口不远处，有一家邮政局，几家小饭
馆。最繁华的街道是光复街，那时的光复街
是豫鲁苏皖四省接合部最大的农贸市场，每
天天不亮，街上就挤满了人，从早晨到傍
晚，叫卖声不绝入耳。最难忘的景象是火车
停靠站台的几分钟，不少列车员跑下火车，
到光复街买些物品，提溜着大包小包慌慌忙
忙跑上火车。”

我市著名国画大师孙民也是老道北人，
70多岁的他和刘学军是老街坊，在他的记

忆里，道北人民路是当时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因为警察局在

这 条 路 上 ，

这条街还叫“警察街”，几家像样的饭店就
在这条路上，有友谊饭店、胜利饭店、建国
饭店、供销社饭店等，还有照相馆、放映
厅，有着很鲜明的时代印记。

孙民告诉记者，商丘火车站还是早期共
产党地下工作者的联络站，是鲁西南和豫东
地区地下党的主要活动场所。

孙民的外祖父梁海楼就是在这里从事我
党地下工作活动，他和山东菏泽的刘运来等
人以经商为掩护，为早期活动在豫东地区的
党组织办了不少事。为支持革命工作，梁海
楼还变卖了自家的土地支援了部队。孙民
说，商丘地下联络站活动区域很大，辐射当
时的开封、周口、济南、徐州等地。

据《商丘党史》记载，1921 年 12 月，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见证下，
商丘车站党组织的建立，成为商丘第一个党
组织。同月，商丘铁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程
圣贤、王连陛、姚鼎三在罗章龙的推荐下，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商丘车站党组织的建立
是商丘社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有着重大意
义，可以说，从这里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商
丘活动历史的新起点。

商丘车站党组织的旧址就在老商丘车
站。翻开中共商丘市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
国共产党商丘历史（第一卷）》，商丘车站
的旧照映入眼帘，一张张斑驳的老照片向读
者展示着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早期共产党

人不怕流血牺牲，救民族于

危难，救人民于水火的英雄革命故事。
回首百年，商丘因铁路而兴盛；如

今，商丘紧抓高铁机遇，已经成为国务院
确定的“八纵八横”高铁网络中重要的节
点城市，也是全国 66个区域级流通节点城
市之一。

铁路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不仅标志着国
家的发展速度和文明程度，也直接影响着老
百姓的日常生活。商丘人民，尤其是道北人
民的生活也随着高铁的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为了让拆迁群众尽早入住，让群众住得
安心、住得放心、住得舒心，梁园区突出高
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
率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学施工，
强力推进。目前，高铁新城86栋楼1.2万套
安置房交付使用，3万名群众幸福入住。同
时，157栋已封顶，剩余13栋楼按照节点有
序施工。与此同时，12条道路、4座桥梁全
部建成通车，4所学校、5所幼儿园、3所医
院已投入使用，15 分钟生活圈、商业圈、
休闲圈已初步形成，把民生工程建成了民心
工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了群众的
口碑。

走进高铁新城康北社区，高楼林立，鸟
语花香，正在小区中心广场闲聊的居民围了
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家门口的变化。居
民郝霞一家三代都是铁路职工，为了支持商
丘建设高铁，他们家第一个带头签了拆迁协

议，第一个搬进康城花园，住进了126平方
米的三室两厅，说起生活环境的变化，郝霞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看我们小区，
有树有花有桥有水，像不像个大花园。以后
我哪都不去，就在康城花园养老啦！我们小
区还有自己的模特队、舞蹈队，现在我们都
是唱着过、跳着过！”

康北社区8号楼的居民望忠民已经在这
里住了 5年，他感叹道：“我们现在住的条
件和原来在站前路比，是一个天上，一个地
下，有电梯、有双气，出门就是宽敞平坦的
马路，周围有学校、医院，这日子过得比蜜
还甜，真心感谢社区、感谢共产党。”望忠
民现在是小区的志愿者，一起为和谐美丽社
区做贡献，他还向社区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努力向党组织靠拢。

当前，迈进“高铁时代”的商丘，精心
谋划城市建设，奋力推进道南道北均衡发
展，百年老城重焕新生，路成网，河水畅，
高架飞跃连南北，环城高速通四方，一座现
代化的城市正阔步迈进新时
代。

百年铁路见证商丘沧桑巨变
商丘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艾凌 李 岩 单保良

◀2008年的火车站与2020年的高铁站。

▼1996 年贯穿商丘南北的地下道与

2020年贯穿商丘南北的高架桥。

本报记者 崔申义 摄

本报讯（张佳璐）为贯彻
落实全区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
署大会精神，3月 30日下午，
梁园区妇联举办“学党史 颂
党恩 强党性”分享会。梁园
区妇联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会
议。

分享会上，大家在鲜红的
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铭记
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接着妇联
相关负责人传达学习了全区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大会精
神，并带头分享了自己的学习
体会和读书心得。会议指出，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为号召党员干部“学党
史 颂党恩 强党性”，致敬建
党百年光辉历程，按照党史学
习教育“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的要求，区妇
联将通过每个党员干部分享心
得感悟的形式，掀起学党史热
潮，进一步增强对党的感情，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凝聚起建功

“十四五”、奋斗新征程的强大
巾帼力量。 通过开展学党史
分享交流，大家纷纷表示要继
承和弘扬革命传统，在工作和
生活中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勤勉务实不忘初
心、履职尽责砥砺前行。

梁
园
区
妇
联

举
办
﹃
学
党
史

颂
党
恩

强
党
性
﹄
分
享
会

本报讯（记者 单保良） 3月30日，梁园区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集中聆听了中央宣讲团成员、国防大学原战略
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的学党史宣讲报告。连日来，金
教授报告在梁园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引发共鸣。

金一南的宣讲紧紧围绕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以
“初心、使命、信仰”为题，通过详实的史料、生动的例
证、独到的解析，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
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贡献，生动再现了共产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的壮丽画卷。

全程聆听了金教授的报告后，梁园区委书记薛凤林
说：“金教授的报告让我们回到了血雨腥风的烽火岁月，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国，用血肉之躯
铺平革命道路，老虎凳、辣椒水、铁锁链，百般酷刑锁
不住伟大信仰，枪林弹雨中炼就了钢铁意志，是他们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不忘历
史，方知去向，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我们一定牢记
历史，学好党史，通过学史教育，形成思想上的高度统
一，行动上的高度一致，真正做到‘两个维护’。把为群
众办实事作为落脚点，把梁园发展好。”

金一南教授的生动宣讲，让白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书记袁维坤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说：“我们就在基层，
就在群众中，我们将把金教授的宣讲融会贯通，转化为
实干担当的动力，结合实际做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坚定
的政治信仰、全新的精神风貌、过硬的工作作风，贯彻
落实好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
实事做好事，真正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白云街道开花结
果。

“知党，才能更好地爱党；知国，才能更好地报国。
聆听了金教授的报告，我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度感到
骄傲和自豪。虽然，现在我退休了，但我的信念没有
退，我的心永远向着党，我要发挥余热，只要有一口
气，也要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哪怕是搬上一块
砖，栽上一棵树，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上一段革命故
事。”这是退休老党员刘忠印发自肺腑的一席话。

两天时间，金一南教授宣讲报告在梁园区传到农村，
传到社区，传到企业，传到校园，传到军营，在梁园大地
凝聚成了“学党史、悟思想”的强大动力，经久不衰。

春风化雨 激荡人心

金一南教授党史宣讲报告在梁园区引发共鸣

4月4日，市民在人民公园游玩。当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二
天，气温回暖，春光明媚，不少市民来到人民公园和绿地春
游踏青，享受悠闲的假期生活。

本报记者 崔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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