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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炮车由骡马作牵引

1951年，北京供电局电工胡
其俊22岁。这一年的9月30日，他
接到一个让他彻夜未眠的通知：
从明天起，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将
由他来升起。

胡其俊生前曾如此回忆他
第一次升旗的经历：从天安门管
理委员会领回国旗，心里开始七
上八下，高兴、害怕，都涌在心
头。一整个晚上脑子里一遍遍地
过升旗的程序，“当时家里没有
表，估摸着差不多了就爬起来，
扛着旗子到了天安门广场。”他
翻过一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把
配电箱的箱盖打开，踩着箱盖爬
上两米高的旗杆台，把旗子绑在
旗杆的钢丝上，绑好后从台子上
跳下来。这时天才蒙蒙亮，胡其
俊就蹲在基座下面。等着东方泛
出些微红，胡其俊按下按钮。旗
子缓缓地升上去了。他还不放
心，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看
是否升到顶了，仍不放心的他又
爬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确认。就这
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升起

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
在之后的26年里，胡其俊时

常凌晨时候就踩着他那辆天津
产的“飞鸽”牌自行车，从右安门
的家里，经过菜市口、宣武门、前
门，一直到天安门。车后座上绑着
一个看似雨伞的红棉套，里面放
的就是国旗。每天上班前把旗升
上，下班时把旗降下，风雨无阻。

对于意义重大的国旗来说，
胡其俊只是一个普通的旗手，甚
至于他所从事的升旗工作，他在
很长时间里对家人始终只字不
提。一直到去世，老人的儿子胡
克军说：“在1993年之前，我也不
知道我爸以前在天安门升过旗。
他过去当电工主要是为中央机
关服务，保密要求非常严格，在

家里的时候他从来不提工作的
事儿。我小的时候经常夜里醒来
的时候，他还没回或者是才刚回
来。遇到北京有重大会议，时常
几天不回来。比如八大、九大和
历届人大，他们技术人员都需要
驻会。第一次听说他在天安门升
过国旗，我感到很惊讶，想不到
这么一个事情曾经是自己身边
的亲人在做。”

赵新风(1981年成立的天安
门 3人国旗班最后一任班长，
1991年成立的天安门36人国旗
班第一任班长)：我1989年入伍，
在国旗班升旗时就听说过当年
是供电局的人在升旗，但具体什
么情况谁也说不清楚。后来我写
了了一一本本关关于于国国旗旗班班的的书书，，我我就就想想

到到去去找找这这些些人人。。我我先先是是查查天天管管委委
((天天安安门门管管理理委委员员会会))，，再再查查供供电电
局局，，一一点点儿儿一一点点儿儿倒倒根根儿儿，，当当时时
找找到到的的还还不不是是胡胡其其俊俊老老先先生生，，找找
着着另另外外一一个个老老同同志志。。当当时时他他已已经经
退退休休了了返返聘聘，，我我打打电电话话时时，，他他还还
在在人人民民大大会会堂堂检检修修线线路路。。他他说说胡胡
其其俊俊升升旗旗时时间间更更长长，，于于是是我我就就给给
胡胡老老打打电电话话，，就就是是这这样样子子慢慢慢慢才才
知知道道，，胡胡老老在在天天安安门门升升过过这这么么长长
时时间间的的旗旗。。

据据《《北北京京纪纪实实··纪纪实实文文摘摘》》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
形式曾几经变化。

1950 年 ─1959 年

举行庆典并阅兵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每年
的国庆都举行大型庆典活动，
同时举行阅兵。

1960 年-1970 年

盛大集会但不阅兵

1960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决
定改革国庆制度。此后，自 1960
年至 1970 年，每年的国庆均在
天安门前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群
众游行活动，但未举行阅兵。

1971 年-1983 年

游园联欢

1971 年至 1983 年，每年的
10 月 1 日，北京都以大型的游
园联欢活动等其他形式庆祝国
庆，未进行群众游行。

新中国成立至今

国庆阅兵共 14 次

1999 年 10 月 1 日，国庆
50 周年，举行了盛大国庆阅兵
和群众庆祝游行。这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 20 世纪举行的最
后一次盛大国庆庆典。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庆
庆典上共进行过 14 次阅兵。分
别是 1949 年至 1959 年间的 11
次和 1 9 8 4 年国庆 3 5 周年、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2009 年
国庆 60 周年的三次。

据新华网

国庆庆典演变历史

1949年10月1日，历史定格在
天安门城楼。下午3时整，中央人
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
国成立大典开始。毛泽东主席操
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军乐队随即奏响了庄严激
越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炮轰
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电
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升国旗鸣放礼炮之后，毛泽
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公告》，决定北平改为北
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面对30万群众汇成的欢腾海洋，
面对凤凰涅盘的神州大地，毛泽
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
方针”……

下午4时，秘书长林伯渠宣
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

料军服的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
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
总指挥聂荣臻的同车陪同下，检
阅陆海空三军1 . 64万名受阅官
兵，检阅后，朱德发布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他要求全
军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
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
的国土。随后，盛大的分列式和
群众游行拉开了序幕。

聂荣臻率领海、陆、空三军
受阅部队自东向西通过天安门
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

阅。首先正步通过天安门广场的
是第一次亮相的由155人组成的
人民海军方队。在共和国13次大
阅兵的历史上，有12次是陆军走
在最前列，唯开国阅兵是海军打
头阵。其后是由8000余名指战员
组成的多兵种步兵部队，包括冲
锋枪营、轻机枪营、重机枪营、步
兵团、通信营、战防枪营等40个方
队，声势浩大地通过天安门。紧
跟着步兵方阵的是由美式大卡
车牵引的炮兵师和摩托化步兵、
装甲步兵及坦克组成的战车师。

受阅部队的装备，大多数是
在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从敌
人手中缴获的，它们记载着人民
军队的赫赫战功。在这一方阵
中，还刻意安排了一些由骡马作
牵引的炮车，以示炮兵部队由骡
马拉炮发展壮大起来的。紧跟后
面的是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
师部队。骑兵师由3个骑兵团组
成，后面还有一个挽拽野炮的炮
兵营，共有1920匹军马，编成6个
纵队，以6马并行的队列通过，并
按马的颜色分别组成“红马连”、

“白马连”、“黑马连”。这是天安
门广场第一次通过骑兵。骑兵们
跨着战马，握钢枪，举马刀，个个
雄姿英发。

尽管当时我军武器装备还
很落后，但全体受阅将士以昂扬
精神状态、威武雄壮阵容出现在
国人面前，并向世界发出了宣
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信心、有
能力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因
为如此，开国大阅兵具有极为重
要的历史意义。

据《解放军画报》

梁启超的小儿子、中国导
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梁思礼
院士，1941年赴美求学,因为“二
战”,17岁的他与家庭断了联系,
失去了经济来源,只好去餐馆洗
盘子 ,去食品厂装豌豆罐头。经
过8年勤工俭学、刻苦攻读,主修
无线电专业,后来又读自动控制,
先后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

1949年,当他得知中华人民
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没有考

虑留在美国的
各 种 优 越 条
件及优惠待
遇 ,也不顾虑
是“保皇党”
后 代 的 家 庭
出身 ,就凭着
一颗纯洁而又

单 纯 的
爱 国 之
心 , 毅 然

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
设。这位知识分子的行动 ,印证
了雨果的两句诗 :“人们不能没
有面包而生活,人们也不能没有
祖国而生活。”

他在乘船归国的途中,天天
听无线电收音机,终于听到了新
中国成立的广播。10月1日,毛泽
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以浓重的
湖南口音 ,向全世界庄严宣布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
府,今天成立了!”广播里只说天
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是“五星
红旗”,梁思礼与同他一起回国
的同胞 ,想象不出是怎样一个

“五星”,于是找出一块红布来,把
大五角星贴在红布的中央,四个
小星贴在红布的四角,他们就是
在这样一面想象中的“五星红
旗”下,在轮船的甲板上,开了一
个欢声笑语的庆祝会。

据《百姓生活》

梁思礼：不能没有祖国而生活 华罗庚：梁园虽好，不如故国

心向祖国

1950年3月，来自美国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航抵香
港，略作停留，进行补给。在此
期间，船上的一个留美归国的
学者写了两封信发出。一封是
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
奥本海默，信中说：“请您和数学
系的同仁放心，我已安全抵达香
港。我预备在这里停留十天然后
直接去北京。中国发展迅速，我
们可以直接坐火车回去……”另
一封名为《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
的公开信》则通过新华社向全世
界播发，这位学者在信中呼吁：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
地。归去来兮！为了抉择真
理……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
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
建设和发展而奋斗！”这位学者
就是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是1946年9月赴美
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访

问，被院内誉为“最杰出的数学
家之一”，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研
究所的档案中对他的评语是：

“华教授在高等数学的研究领
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一
个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资深数
学老师，华罗庚在我们的团队
中体现了巨大的价值”。

1948年8月，华罗庚受聘于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成为
数学系终身教授，拥有优厚的
生活待遇和优越的研究条件。
然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牵
动着华罗庚的心，致力于祖国
的数学教育一直是他的夙愿，
因此他毅然决定携家眷回国。
他在香港借用的那句“梁园虽
好，非久居之地”，正是他心迹
的写照，也感染了其他留美学
生，一时广为传颂。

1950 年 3 月 16 日，华罗庚和
家人抵达首都北京。 据《生活》

26年国旗手：胡其俊
老胡，胡其俊，一名普通的电工。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951

到1976年间，他是天安门广场上唯一的升旗手。由于升旗系统要
由电力控制，老胡意外地承担了这项重要而特殊的工作。

11994499 年年开开国国大大典典受受阅阅的的炮炮兵兵方方队队

梁梁思思礼礼

升升国国旗旗（（资资料料图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 ,
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
代中共领导人非常清
楚地看到，知识分子不
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中，更重要的是在
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
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
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
位。虽然，引进海外华
人人才归国工作面临
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台
湾当局的阻挠，但大批
的海外学子、爱国志士
怀着科学救国抱负，冲
破艰难险阻，回到了祖
国怀抱。他们为祖国的
经济、教科文和国防建
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们的爱国之心和
报国之志，至今令人不
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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