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谱写新篇章”展区则通过向社会主义过
渡、在探索中前行、在困境中奋进三个章节，展
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火热进程。

一张群众登记领取土地证的照片和十余张
盖着大红戳的地契、房契，将历史拉回 1949年
11 月至 1950 年 2 月通县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的
时期。讲解人员介绍，通县在新解放的 392个
村开展土地改革，全县 16 万贫雇农分得土地
39.1万亩，消灭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对内谋发展，对外勇支援。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刚刚从

战争创伤中恢复起来的通县人民增产节约，鼎
力支持抗美援朝，并捐献了飞机一架，命名“通
县号”。“通县号”展翅在朝鲜半岛上空时，通县
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也高扬着。

当时，通县先后有万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孙
明书便是其中一位。

“兄向家中去信奉告双亲，兄在外一切皆好
勿念。另外兄也想起对父母面前的惭愧，现在
父母是如此的挂念在外的兄，兄感觉真是心中
不安，提起几乎落下泪来。”烈士孙明书生于
1929年，1948年4月入伍，生前职务为排长。一
处展柜里，整齐摆放着他牺牲前在1950年10月
16日写给妹妹孙琦的最后一封家书和1983年7
月 1日民政部颁发给他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读
来令人动容。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让
亿万同胞有更好的新生活。在让烈士魂牵梦绕
的家园故土，振奋的建设场景比比皆是。

人民城市人民建。如今的新华大街是通州
区的重要街道，其实几十年前，这里就曾经历过
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兴建盛况。

长木搭在桥的两侧，有人搬砖有人运土，男
人们几乎都赤裸着上身奔忙……展览中，一张

“群众参加新华大街改造现场”的照片，清晰再
现了1952年新华大街修建工程的现场。

早年的新华大街所在地可谓通州的“龙须
沟”，其前身是通惠河支流的万寿宫，是清道光
年间运粮所用，因年久失修成了危害人民健康
的臭水沟。

1952年 6月，通县启动通惠河支流万寿宫
段改建工程。在施工条件差、劳动力严重不足
的情况下，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幼倾力参与，人
人参加义务劳动，热火朝天的情景震撼人心。
经过5个月的奋战，终于完成臭沟清淤，通州城
内的一条主干街道——新华大街东段建成。后
期建成的新华大街也成为第一条城市主干路，
一直延续至今。

如今的城市副中心，正以昂扬姿态奋力掀
起建设新热潮，各领域均呈现生机勃发的态势，
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新城建设的样板。但其实，
早在几十年前，通州这片土地就已经产生了“全
国经验”。

解放初期，通县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
《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收
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泽东为
此题写了按语：“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执行
勤俭办社这个原则的具体办法之一，一切合作
社都可以仿行。”

簸箕、犁、手推车、铡刀、扁担……展览现场
还可以看到很多从各村史馆征集来的农具实物，
都是当时进行农业大生产时的工具。

而说到农业，通州区于家务乡的小海子村，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拥有过十分响亮的名
号，被誉为“北京大寨”，更有“远学大寨，近学小
海子”一说。

展品中，小海子大队麦收的照片，洋溢着
当时丰收的喜悦。1977 年，通县被评为北京
市郊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小海子大队更是
当时的模范典型。村史记载，当时为了治理
村里七零八落的盐碱沙洼地，全村老少齐上
阵，把盐碱地改造成平整的高产田，从缺粮队
变成余粮队，粮食总产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 10 倍，在粮食生产方面成为当时全国农业
机械化的一面旗帜。

“财务包干”经验得到毛主席肯定

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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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涛大运河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迈入新时代，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
家大事。大运河畔，一座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
范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正
在崛起。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发展和
未来是什么样的？展览中，一条 2014
年至今的城市副中心建设时间轴和北
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示意图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
一条通道式的沉浸式参观空间也成了

“打卡地”。
体验空间以科技蓝为设计主色调，

闪耀的灯光、动感十足的反射镜面、具
备感知功能的融合投影，多种效果叠
加，观众仿佛进入了一个未来空间。

蓝天白云成常态，青山绿水绘风
景。以投影效果制作的未来通州新城
展示墙上，一座座通州的标志性建筑，
流淌的运河、穿梭的车辆、飞过的航
班，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城市美景映
出今朝通州美丽繁荣新篇章。

“您看这儿，藏着三个红外感应
点。观众想深入了解通州建设和未来
规划的话，可以靠近不同的感应点，融
合投影便会自动启动播放不同视频短
片。”负责展览技术的项目策划总监赵
利民建议大家停下脚步花几分钟看看

短片，了解如今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
之城”是如何打造的。比如围绕未来
没有“城市病”的目标，城市副中心将
抓好交通运行管理，构建绿色交通系统
和舒适便捷的小街区、密路网，同时依
托组团中心和家园中心提供一站式综
合服务，逐步改善城市环境。短片中的
有趣内容将为大家一一解读这座绿色
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
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的建设密码。

展览结尾还有一处面向党旗庄严
宣誓的区域设置。

“看过通州的百年红色历程，面向
党旗宣誓让我们再次感受到身为新时
代党员的责任和担当，进一步牢固树立
了对党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
心和使命，为高水平、高质量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不懈奋斗。”在展览参观中
参加党日活动的党员们纷纷表示。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
雨兼程。昔日之通州，因地利之便，享
运河福祉，万舟骈集、市肆繁华；今日
之副中心，谋千年大计，展宏伟蓝图，
高楼崛起、日新月异。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红星照耀的大运河
畔，副中心党员将为推动城
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凝聚强
大力量，向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奋勇向前。

通州党史上的几个“第一”开辟新天地

日出潞园、团结抗日、迎接黎
明，走进展览的第一篇章“开辟新
天地”，通州共产党人反抗剥削压
迫、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历史如
在眼前。

您知道通州的第一位党员是
谁吗？在今年的热播剧《觉醒年
代》中，青年时代的邓中夏让人印
象深刻。展览中，一张 1920年 4月
邓中夏领导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
演团在通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照
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据了解，当
时听讲人总数达 500多人，普通民
众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

而这些人中，有一位便是通县
的第一名共产党员魏颂尧。

1923年，邓中夏派人来到通县
师范附属小学开展工作，发展任教
教师魏颂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一批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下
走上了革命道路。根据斗争形势
的需要，后期魏颂尧一直从事党的
地下工作。

除了通县的第一名党员，第一
个党支部同样值得铭记。

“1927 年，党在潞河中学建立
了通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
——中国共产党潞河中学支部，周
文彬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也翻
开了通县革命历史的崭新一页，这
些是康景新、张学渊等党支部主要
成员的照片。”循着讲解人员的介
绍，参观者走到了一处“时空交汇
处”。走廊右侧按潞河中学当时的
建筑，使用具有历史感的墙砖还原
当年校园实景，并结合多媒体技
术，将老校门以背投方式投射再
现。灰墙、白柱，加上循环播放的
潞河中学红楼旧影、谢氏楼、文氏
楼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潞河中学传
播、潞河中学党支部积极救助伤员
和难民等珍贵影像，时间似乎一下
回到了1927年。

断墙残壁、路障战壕、炮火烽
烟，在“伟大的抗战精神”展区，多
媒体音像效果中，连天战火此起彼
伏，八路军战士勇往无前、视死如
归……观众仿佛被拉回到那段战

火纷飞的岁月，感受在党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百

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谨作
以下宣誓：1、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3、遵
守党的纪律；4、严守党的秘密；5、
坚决执行党的决议；6、积极为党工
作；7、作群众的模范；8、不屈不挠
永不叛党。”1944年入伍，1947年入
党，展览中，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野战军李进秀的入党志愿表
原件吸引了诸多参观者驻足。大
家低头仔细辨认着橱窗里斑驳纸
张上的模糊字迹，逐字逐句读着这
位青年入党时的至诚宣言。

“他在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
党一栏写的是：‘让群众有饭吃，有
衣用，为革命奋斗到底’，我看完之
后真是觉得心头一颤，太朴实、无
我的心愿，这应该就是老一辈共产
党人的赤子之心吧！”一位观展的
年轻党员感慨。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包括入党
志愿表和八路军军服、革命军人伤
残证、勋章等在内的大量革命实
物。沿着展览时序一路前行，一路
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燃遍通州大地
的如火般革命热情，终于，迎来了
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
投降的消息在通县地区传开，人们
穿上节日服装，整整欢庆了一天一
夜。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县人民在
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
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获得新生。

通县解放时，平津战役已经打
响，通县也成了北平解放战斗的桥
头堡。1949年1月11日至12日，解
放军平津战役前线指挥部由蓟县孟
家楼移驻通县北部的宋庄，北平谈
判也在通县的五里桥村举行。经过
中共中央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
傅作义于1月22日在《关于和平解
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平津
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平津战役前线
指挥部奉命撤离宋庄。

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外加墙
上的指挥图，平津战役指挥所场景
还原实景，并放置投影。播放影像
时，大家可以借助电影蒙太奇的手
法“穿越”回那个枪林弹雨的年代，
沉浸式体验指挥官在研究作战计
划时的紧张情景。

来到展厅二楼，观众眼前豁然开
朗。区党史办党史科史圣洁介绍，这
部分展示了通州在改革开放后，按照
中央和市委统一部署，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推动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向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目标迈进，走上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通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传统农业
大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
党中央和北京市出台的一系列农业政
策的指引下，通州农业改革率先起步，
全县乡镇企业开始冲破旧体制的束
缚，突飞猛进，蓬勃发展。

现场的一张老照片上，展示了当
时西集九洲揽月床垫厂生产车间的劳
动场景。这可是老通州人都知道的本
地名牌儿，该品牌一直开办至今。

1983年，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
批复，制定《通州卫星城总体规划方
案》。现场一组图片展示了通县当时
科技、教育、卫生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景象。这一时期，通州城市建设快速
发展，乡镇建设稳步推进。老照片上
能看到 1986年至 1988年，玉带河河道
经疏挖、清淤，建成玉带河大街。宋庄
疃里新村的村民实现上楼生活。

1997 年对于通州来说，是跨越发
展的一年。这一年的 4 月 29 日，国务
院批准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随后，
通州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城乡面貌一

年一个样。1997年至 2002年间，通州
区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不断完善，新华
大街改造完成，京通快速路建成通
车。各项市政配套设施相继建成，不
断加强绿化和园林建设，先后对新华
大街进行多次绿化改造，对西海子公
园进行整修和改建，修建运河文化广
场，筹建奥体公园，人民生活条件以及
生活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运河文化广场成为纪念京杭大
运河的地标性建筑，开阔的场地、亲
水的氛围也为各种大型活动、赛事提
供了空间。西海子公园，这个承载无
数通州人民记忆的老地方，在进行整
修和改建后重新焕发生机，成为通州
百姓茶余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照片上，是当年西海子公园的冬景，
银装素裹，别样美丽。千年大运河贯
穿通州南北。从 1998 年起，通州区
先后实施多项重大工程，高标准治理
河道水系，使水面更加宽阔，水质更
加清澈。

2002 年后，通州区委带领全区广
大干部群众全力以赴推进新城建设，
逐步确定了“北京发展新磁极、首都功
能新载体”的发展定位。2003年，地铁
八通线建成通车，使通州与市区连接
更加便捷，促进通州南部地区发展。
随着长安街延长线的发展建设，通州
东部新城逐渐崛起。

绘就新蓝图 改革开放推动通州发展

奋进新时代 科技展示解码“千年之城”

百年征程，岁月峥嵘；百年历史，波澜壮阔；百年初心，
历久弥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持续
推进通州区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关键阶段，“红星照耀
大运河——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州区历史主题展览”在城
市副中心正式开幕。

位于运河商务区新光大中心的安·美术馆内，1000余平
方米、共两层的特展空间里共展出图片、照片和实物展品约
458组件。“这次展览广泛征集珍贵文物资料，最大程度还原
历史真相、重现历史现场，让参观者近距离了解通州红色历
史。”主题展负责人西雪莲说。这些承载着鲜活红色记忆的
藏品，平时都被通州区光荣院、区党史办、区档案馆及各村
史馆珍藏，所有展品均首次在大型展览中展出。

展览以党和新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为链条，分为“开辟
新天地、谱写新篇章、绘就新蓝图、奋进新时代”四个部分，
串连起通州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恢宏历史篇章。沿着
1921到 2021以年为刻度的时光隧道，一幅幅历史照片、一
件件文献实物、一段段详实解说，波澜壮阔、满是红色记忆
的通州历史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置身其中，百年光阴仿
佛在身边静静流淌。

为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通州的变迁和发展，展览还巧
妙应用全息投影、场景模拟、感应互动系统等数字化方式，
以“无实物、场景化、重交互”的科技化手段，让观众全景式
沉浸体验。

该展览向市民群众免费开放，将持续至 8月中旬。截
至目前，共有市区级机关干部、学生、教师、部队官兵、企事
业单位、市民群众约18300人次参观。接下来，展览还计划
推出线上展馆，与线下展览“接力”。

照红星 耀

截至目前，
共有市区级机
关干部、教师、
官兵、市民等约
18300 人次参观
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