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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

郑州二七纪念塔让我们铭记——

京汉铁路工运风起云涌 下

□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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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与军阀一起镇压京汉铁路工
人大罢工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在苏
州被捕。”唐金培说，“赵继贤被判处死刑并在
江岸车站被执行枪决。”

“新中国成立后，汪胜友、司文德被人民政
府追认为二七烈士，当时的长春路更名为二七
路。1951 年，郑州市在整修道路时，将长春桥
旧址扩建为二七广场，在广场上建了一座15米
高的木制纪念塔。”朱建新说。

1951年，郑州在当年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的旧址“普乐园”兴建了二七纪念堂。

1952年2月，郑州各界代表、铁路工
人与市民约 3 万人，在郑州二七广场举
行公审大会，审判破坏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的张世荣，并公祭司文德、汪胜友两
位烈士。随后，郑州机务南段建立了二七
纪念浮雕墙。

庞倩华介绍说：“从 1923 年出版的《京
汉工人流血记》到近期出版的《我与二七塔
的故事》，每个历史时期，社会各界人士都以
书籍、图画等形式表达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
工的纪念。”

1923 年 2
月 6 日晚，军警突
然抓走长辛店分工
会委员长史文彬等 11
名工会负责人，7 日清
晨，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
树贵率领数百名工人冲上
伪警察局所在地火神庙，怒
吼“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
由”，敌人开枪射击，打伤工人数
十名，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

在江岸，2月 7日下午 4时，军
警三面包围总工会办事处，妄图把
总工会领袖赶尽杀绝，工人纠察队
副队长曾玉良等 37 人壮烈牺牲，数
百名工人受伤，林祥谦等 60 多人被
捕。

敌人用大刀威逼林祥谦下令复工
被拒绝。他被敌人连砍数刀后仍怒斥
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最后被杀
害在江岸车站，时年31岁。

在郑州，反动军警将高斌等 5 名
工会领导人逮捕。高斌，1893年出生
在天津郊区一个贫苦家庭，1920 年
到郑州机务大厂当镶配工，后被推
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于
1923 年 2 月 5 日被捕后始终坚贞
不屈，不久壮烈牺牲，年仅 30
岁。

在这次大屠杀中，京汉
铁路工人有 52 位同志牺
牲、300 多人受伤，1000
多人被开除而流离失
所。这就是中国工
运史上著名的二
七惨案。

二七惨案1

遭遇低潮2

“1971年，二七广场上的木制纪念塔因
根部腐朽而倒塌。时任中共郑州市委第一
书记的王辉提出建设二七纪念塔。”庞倩
华说，但省会郑州当时的设计力量比较薄
弱，有人告诉王辉，我国著名建筑师林乐
义当时下放在河南，建议让他参与创
作。王辉立即把林乐义请到郑州，让他
主持二七纪念塔的设计工作。

“二七纪念塔于1971年7月1日开
工建设，10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庞
倩华说，“1973 年 10 月，周恩来总理
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郑州参观，
途经二七纪念塔时听到塔顶传来的
东方红乐曲，便询问河南省的官员
这是什么建筑。听完介绍后，周恩
来总理说，这么好的建筑，应该好
好宣传一下。”

1974 年，《解放军画报》率先
刊登了二七纪念塔的大幅彩色
照片。从此，二七纪念塔的靓
影开始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大媒
体，并向海内外广泛传播。

二七纪念塔自 20 世纪 70
年代建成开始，就成了郑州
的地标性建筑，是一个无言
“形象大使”。

二七纪念塔自落成对
外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游
客，搭建起郑州对外交流
的桥梁，并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二七纪念馆第四展厅介绍的是工
人运动的恢复和再遭摧残。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
暂时转入低潮。但是京汉铁路工人在
党的领导下又开始了新的斗争。1924
年 2 月 7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宣告成
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逐渐从秘密状
态走向公开。

1925年 2月 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
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与此同
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宣布恢复。

唐金培说：“1926 年，吴佩孚再次
占领郑州，派人对京汉铁路总工会进
行破坏，捕杀工会领导人，使刚刚恢复
不久的工会组织再遭摧残。”

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恢复后，汪
胜友被推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

文德被推选为工务处工人总
代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下，他们于 1926 年 7 月组织秘
密战斗小组，经常在夜间卸掉
铁轨上的夹板、烧掉桥梁、中断
运输，在铁路沿线配合北伐军打
击封建军阀。

1926年10月，汪胜友、司文德
被逮捕。15日，二人被杀害在郑州
的长春桥（今郑州二七广场）。敌
人将二人的头颅割下，用铁丝串在
一起，挂在电线杆上达7天之久。

“从 1922 年 1 月到 1923 年 2 月，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第一次工
人运动高潮中，全国罢工斗争达 100
多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其中的
高潮。”唐金培激动地说。

成为地标4

表达纪念3

地址：中原区桐柏路与西十里铺
路交叉口往北 100 米路西 111
号3号楼1、2层。面积：约500
平方米。用途：商业办公、教育
培训、美容保健等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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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县公安局新站派出所

李国卿，警号：174450，警官证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刘毅，警官证(警号 073819)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金易诚投资有限公司

公章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鹿邑县邱集乡前尹王行政村村

务监督委员会印章丢失，声明作废。

●2015 年 4 月 18 日出生的厉

智杰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174566，声明作废。

●河南陀地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章丢

失，编码4110020041695声明作废。

●邓州市厨之宝橱柜经销店（统

一信用代码：92411381MA4403

620M）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缴款人王振，于2018年12月

10日缴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

费4371元，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开具票号为0883249

的《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

收据联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2020年12月10日出生的崔泽

程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U410675872，声明作废。

●嵩县波辉中药材销售店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0325MA45XNYX8F,声明作废。

●河南鹏阳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法人章（张朝龙印）丢失，编码

4128030108075，声明作废。

●河南亿达路桥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罗元方(已故)位于潢川伞陂寺

乡罗新楼村干井沿组集体土地

使用证丢失，地号:0310-21，面

积:60㎡，声明作废。

●2014年3月13日出生的王诗

雅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0735111，声明作废。

●郸城县虎岗乡郝文明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第297896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虎岗乡邢建华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第085221号，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单芳灵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第211938号，声明作废。

●鹤壁市山城区泗滨街楷博便

利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60360807063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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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区巴乡红火锅城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4600688948，声明作废。
●虞城县李老家乡幸福时光幼儿园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证号：
JY34114250020872，声明作废。
●安阳晟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0592050001999，声明作废。
●2014年11月19日出生的陈天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411501666，声明作废。
●张军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411528602010258，声明作废。
●2015年4月28日出生的李易
萱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P410697325，声明作废。
●2009 年10月23日出生的邱
林鹏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199552，声明作废。
●郸城县国勇绒毛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号：
411625000013299，声明作废。

●郸城县东风乡单芳连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证书遗失，证号：豫

（2017）郸城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第211888号，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陆庙车辆信息中

介服务有限公司（4115030000033

59）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平桥区春雷农村改革发展综

合试验核心区土地信用专业合作社陆

庙分社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声明作废。

●信阳市稼禾优质农特产品农民

专业合作社陆庙植保分社营业执

照正本、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开封市正前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宜阳华然光伏技术有限公司（注册
号410327000004886）经股东会研
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新旺面业有限公司（注册号
411729100000247）经股东会研究
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汝南县华阳五金电料批发门市部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市平桥区陆庙车辆信息中
介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郸城县国勇绒毛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润昶源汽车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驻马店分公司已注销。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河南龙腾纺织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金由

1000万元减至100万元，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