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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北京饭店
门前，整齐地站立着接受检阅
的士兵。几个月前，因战争而封
闭的饭店重新开张，迎来了第
一批客人，他们是从各地汇聚
到北京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
议的爱国民主人士。当时的北
京饭店与中南海相距不远，成
为新政权建立所需办公和接待
场所的首选。周恩来在这里主
持着大大小小的会议，解决建
国前所要处理的各种问题。而
开国大典结束后的几个小时，
开国第一宴也将在北京饭店举

行。这是北京饭店历史上第一
次承担这么重大的宴会任务。

《解放日报》刊文说，考虑
到出席这次国宴的宾客来自五
湖四海，周恩来同志决定选用
兼容南北菜系之长、适合大众
口味的淮扬菜招待客人。但当
时的北京饭店缺乏中餐的制作
经验，于是，经周恩来亲定，北
京饭店专门从京城有名的淮扬
饭庄———“玉华台”调来淮扬菜
名厨朱殿荣、孙久富、王杜昆等9
名厨师，为“开国第一宴”掌勺。
当时，玉华台的9位厨师烹制了

60桌淮扬风味菜，供中外600余
位嘉宾享用。

晚上6点，宴会开始。而那个
值得载入历史的菜谱是：

冷菜四种：五香鱼，油淋
鸡，炝黄瓜，肴肉。

头道菜：燕菜汤。
热菜八种：红烧鱼翅、烧四

宝、干焅大虾、烧鸡块、鲜蘑菜
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
子头。

第二道和第三道热菜之间
上四种点心，咸点有：菜肉烧
麦、春卷。甜点有：豆沙包、千层

油糕。点心、冷菜可以先做好，
但热菜却必须现做现上桌，因
此，朱殿荣的“压轴戏”上场了。

厨房里，朱殿荣抄起了一口
硕大的炒菜锅，开始展示绝技

“大锅炒菜”。先把主料投入大
锅，火光闪动、炒勺飞舞，接着
下配料、辅料，迅速果断，都是
一次即毕，决不拖泥带水。还不
等人们看清，只觉香气四溢，朱
殿荣手下生花，几百人的菜，一
锅就烧出来了。随着这场成功的
大宴开启，新中国也开始了它新
的一页。 据《人民政协报》

开国大典为何选在下午3点举行

“开国第一宴”压轴的是大锅菜

1934年春，剧作家田汉决
定创作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
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可惜
他刚完成故事梗概和主题歌的
歌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
入狱。这时，好友夏衍接手将故
事梗概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
更主动要求为主题歌《义勇军
进行曲》谱曲。

关于歌词最初写在哪，田
汉自己也记不清楚。民间有一
种说法是写在香烟纸盒上，但
夏衍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明确否
认过该说法。夏衍说，田汉的

《入狱》一诗才是写在一包香烟
锡纸的衬纸上。入狱前，田汉就
已经把剧本梗概交给剧组，所
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是写在

《风云儿女》剧本梗概原稿的最
后一页。

拿到歌词的聂耳以惊人的
速度完成曲谱初稿。后又在躲避
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
完成了定稿。这首凝聚着中华儿
女“不做亡国奴”怒吼的革命战
歌就这样诞生了。但却是聂耳短
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
立即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

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
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
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
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
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
其中。

1949 年 9 月 25 日，毛泽东、
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
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
协商座谈会。马叙伦等主张暂用

《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
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
成。郭沫若等建议修改歌词“中
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
史性的词句。但是，张奚若、梁思
成认为该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
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做
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
例。毛泽东和周恩来赞成。

1949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一致通过了决议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
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
国歌第一次面向全国演奏出
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聂耳在颠沛流离中完成国歌创作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
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亲
手升起了象征新中国诞生的
国旗，人们心潮澎湃，但对于
这第一面五星红旗诞生的波
折却不甚了解。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
议筹备会在北京成立，首要任
务就是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制定国旗。7月，筹备会在《人
民日报》等报纸上发布征集国
旗图案的启事。消息一出，立
刻引起强烈反响，短短一个多
月，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
图案2992幅。朱德总司令、历史
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
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负责制定新中国国旗的
是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组
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
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它成
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
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
地评选，最后从近 3000 幅应征
国旗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 38
幅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
资料》提交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讨论。

经过反复推敲，第六小组
向政协代表推荐的国旗图案
是，图册中的复字第 3 号和复
字第 4 号图案。基本特征都是
红底、黄星加一条黄条；红色象
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
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黄
河。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并非只
有黄河一条而已，于是衍生出
另外两个草案：二黄条代表黄
河、长江，三黄条代表黄河、长
江、珠江。但张治中向毛泽东
表示，黄条分割红地，如同国
家被分裂，应另选作品。

最后筹备会一致选定经
过修改的复字第32号图案，而
原稿设计者曾联松竟只是一
名普通的财务员，甚至连画家
都没有做过。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
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
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
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
为：五星红旗。

10 月 1 日，新中国第一面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开国大典
上高高飘扬。

据央视百家

五星红旗原作者只是普通财务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
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
假不能来，托我来对大
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
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
1日定为国庆日。

毛泽东说 :应作一
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
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
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
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
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
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
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
庆的节日。

淮海战役结束

1 月 10 日，三大战役中历
时最长、规模最大、歼敌数量最
多的淮海战役，以全部歼灭杜
聿明集团结束第三阶段。在淮
海战役中，敌人投入总兵力达
80 万人，我军投入总兵力为 60
万人，是三大战役中我军参战
总兵力唯一少于敌军的一次。
至此，蒋介石军队的主力精锐
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
出长江，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
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
以及汉口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
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结束

1 月 31 日，东北野战军开入
北平城内，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
和平解放。在解放军的重兵威慑
和政治争取下，在北平地下党和
爱国民主人士的有力促进下，华
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于 1 月
下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历时
64 天的平津战役宣告结束。

七届二中全会

3 月 5 日至 13 日，中国共
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
会。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
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
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
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
即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会议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
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
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
析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
党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二中
全会号召在胜利面前，全党务
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
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

10 月 1 日，首都北京 30 万
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
行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
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
洋。下午 3 时，毛泽东宣读中央
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据人民网

1949 年大事记

1994499年年1100月月11日日，，这这是是一一个个永永
远远为为中中国国人人民民所所纪纪念念的的日日子子。。这这
一一天天，，北北京京3300万万军军民民聚聚集集在在天天安安
门门广广场场上上举举行行了了开开国国大大典典。。毛毛泽泽
东东主主席席向向全全世世界界庄庄严严宣宣告告：：““中中
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中中央央人人民民政政府府今今
天天成成立立了了!!””

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
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
直到典礼开始前5小时，才由当
时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
界发出公告。

“新华广播电台，下面播送
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典礼仪式，将于今日下
午三点，在北京（注：9月27日政
协会议宣布将北平改为北京）天
安门广场举行……”

194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在
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
馆空荡荡的房间里，回荡着收音
机里传来的这条新闻。突然，刺
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电话是从台湾打过来的，
打电话的人是国民党空军司令
周至柔。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

急促：“校长，您听到广播了吗？
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
达了。”

这已经是蒋介石这天早上
接到的第四个电话了，在之前的
每一次，他都回答：“再等等”。

在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蒋
介石究竟在等什么呢？他的谋划
是：空袭北京，轰炸天安门！

与此同时，北京天安门广
场，在东观礼台下方的阅兵指挥

所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也是
刚放下听筒。他接到的电话，是
从徐州云龙山的鹤亭古寺打来
的。电话内容为：各观察哨点报
告情况正常，敌人没有异常举
动。

各个观察哨点，指的是设在
海州、响水口、睢宁、徐州和商丘
的五个防空站。往南对上海、江
苏，往北对济南、青岛，通过云龙
山上的通讯站，汇总观察消息集

中北传。这样的报告，每十分钟
发来一次。

开国大典选择在10月1日的
下午3点举行，正是聂荣臻最先
向中央军委提出的建议。

下午举行，为的就是要防备
蒋介石孤注一掷：空袭开国大
典。至于3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
缜密计算的结果。国民党用于轰
炸的飞机是美制B-24轰炸机。这
种飞机的时速是488公里，最大
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起飞
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
距1230公里。如果上午从这里起
飞，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
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
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
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
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B-24，可就
别想飞回去了。

据《三湘都市报》

B－24 轰炸机

开开国国大大典典上上，，毛毛泽泽东东宣宣布布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成成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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