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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1月1日起，天安门
广场升国旗仪式，由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和军乐团接替武警天安
门国旗护卫队执行。武警部队从
1982年12月28日正式担负天安门
广场升降国旗和国旗哨位守卫
任务，这段长达35年的光荣与辉
煌,已经变成历史。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
第一面五星红旗。1950 年的 10
月1日，国庆升旗的按钮由北京
供电局的电工师傅程红年按动。
1951年10月1日起，年仅22岁的北
京供电局青年电工胡其俊担任
了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任务，此
后一直到1976年。

1976年11月26日，北京卫戍

区部队担负起升旗任务。从此国
旗每天升旗，不再是节假日才有
的特例，但升旗时间依然只凭战
士肉眼观察天色，也没有隆重的
仪式，只是由两名战士扛着国旗
并肩而行，通过长安街时，还需
要给自行车让道。等太阳快落山
的时候，再把国旗降下，扛回来
后放在驻地房檐下。

198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人
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
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
武警部队。武警部队很快就组建
了国旗班，开始使用规范庄严的
升旗仪式：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
士，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
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
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国旗

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
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
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
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
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
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
间吻合。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
了近8年时间。

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颁
布，要求升国旗时必须奏国歌，
让升旗仪式更加庄严隆重。原来
的国旗杆周围都是封闭的，升降
国旗时，战士需要跳进跳出，既
不方便又不雅观。经有关部门批
准，国旗基座于1991年2月23日开
始改建。改建后，国旗杆升高至30
米，国旗也改为长5米、宽3 . 3米的

特号旗，是全国升降的国旗中最
大的。

1991年4月，国旗班扩编为国
旗护卫队，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
新的升旗仪式。升旗方队由36名
武警官兵组成，其中擎旗手一名，
左右是怀抱冲锋枪的两名护旗
兵，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刀的带
队警官，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半
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每月的1
号，有60名军乐队队员在升旗现
场演奏国歌，平时播放国歌录音。

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后，每天
到广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都
有几万人，重大节日甚至达到一
二十万人，升旗仪式很快成为首
都北京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综合《党史文苑》《晚晴》

1928年7月25日，国民革命军
以第九军第三、第十四、第五十
四3个师以及第九军教导团缩编
为第二师，师部于安徽蚌埠成
立，辖三旅六团，师长由第九军
军长顾祝同降任。第九军各师的
团长多为黄埔一期生；副团长、
营长、连排长多来自黄埔第一至
五期。因此外人也把这支部队看
成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样的
蒋介石嫡系部队。

第二师在蚌埠整训时，蒋介
石发现黄国梁、涂思宗两个旅长
不是黄埔学生，有意要把黄埔第
一期学生提升起来当旅长，又碍

于黄国梁、涂思宗两人在这支部
队里时间很长且作战有功，一直
没想出把他们换下来的理由。
1929年1月，蒋介石命第二师在
蚌 埠 附 近 举 行 一 次 战 斗 演
习———“旅对抗”：第四旅由临淮
关向蚌埠攻击，第五旅防御蚌
埠，裁判官由蒋介石亲自担任。

演习于凌晨开始，当天大
雾弥漫，两支部队快接触时双
方忽然发生了实弹射击。蒋介
石在蚌埠南边高地上观看，恰
巧有实弹从他附近飞过，幸未
伤人。他马上下令停止演习，集
合连长以上军官训话，要查出

放实弹的官兵，否则先把两个
旅长扣留查办。

大家看到这么严重，谁也不
敢承认自己放了枪。结果，过了
几天，黄、涂两个旅长同时免职，
送去陆军大学受训；楼景越、黄
杰同时升任了旅长。

涂思宗离开部队时对人
说：“这是总司令不要我同黄国
梁干，演习出事故只是一个借
口。不把我们撵走，楼景越、黄
杰怎么能升旅长呢？师长（指顾
祝同）是知道的，他只要能保持
他的职位比我们多一个时期就
很好了。” 据《人民政协报》

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
带着家人登上“克利夫兰总统
号”邮轮，由美国旧金山启程前
往香港，踏上归国之路。

回国的路上一共“漂”了 21
天，途经美国、日本、菲律宾，停
了好几站。别的乘客都趁机下
船走动走动，钱学森全家只在
夏威夷下过船，其余时间都没
离开船舱。因钱学森收到了一
封父亲钱均夫发来的电报，内
容很短，关照我们“沿岸切勿下
船”。为了安全起见，钱学森夫
妇照做了。有意思的是，等钱学
森的夫人蒋英来到上海，向钱

均夫询问这封电报的时候，他
却回答：我没发过。

这个秘密直到钱学森回国
50年之后才有了答案。那时，钱
学森图书馆还在筹建之中，正逢
外交部解密了部分档案，在档案
馆里找到了这封电报的底稿。电
报上先是写了中文，下面是英文
翻译，措辞跟钱学森在船上收到
的一字不差。

原来，当时外交部惦念我父
亲的安全，害怕他归国路上发生
意外，特意以祖父之名叮嘱他留
在船上，不要上岸。

据《老年生活报》

1935年1月底，方志敏不幸被
俘，不久被国民党军警从上饶押
往南昌。一个偶然的契机，让他
产生了越狱抗敌的想法。

一天，一个看守在闲谈中告
诉他：“处里呈了一封公文上去，
说你们没有投降之意，拟定要枪
毙；但上面批了下来，却是‘缓办’
两字。看来，你们的案子，一时解
决不了了。”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
方志敏的注意，并立即产生了利
用这一契机冲出牢笼的想法。

虽然方志敏知道越狱的希

望极其渺茫，但他仍然坚持发动
在押的狱友们“要越狱一齐出
去，生死存亡在一起”。为了更加
了解敌人的情况，方志敏开始对

“看守兵和卫兵们，则不放弃一
点时机，向他们做宣传工作，极
力去争取他们，去取得他们的同
情和帮助”。

富于革命经验的方志敏深
知成功越狱的关键在于外援，没
有外援，越狱则毫无希望，因此，
他千方百计地与地下党取得联
系。1935年6月，方志敏终于托人

将《给党中央的信》交给了上海
的地下党。在该信中，方志敏首
先汇报了自己越狱的计划：“我
们认为越狱是有极大可能，若得
外援，可望成功。但四个月来，都
找不到一人来，而中央也不能知
道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最感苦
闷的事情。”

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第五次
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正准备
战略转移，无法为狱中的同志们
提供援助，越狱最终没有成功。

据《人民政协报》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
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力挽
蒋介石的“面子”，陪送蒋飞回
南京，此举铸成其终生大错。蒋
到南京后即将张学良扣押软
禁，并要提交军事法庭审判。可
却遇到了麻烦：按军事法庭的
庭审程序规定，对将级军官的
审判，应由一名比被审者的军
衔高一级的将官担任审判长，
另加两名普通将官任审判员共
同组成审判庭，方能开审。由此
难题就出来了——— 张学良的军
衔为一级上将，据此推审判他
的审判长必须为特级上将，可
国民党军队中的特级上将仅有
蒋介石一人，空前绝后。

此案是断不能由蒋介石亲
自出马审理的，拟定的审判长
为德高望重的李烈钧，可李的
军衔却为二级上将。让二级上
将来审一级上将，既不合程序
法又将成笑柄，这可如何是好？

无奈之时不能变法只能变
通。蒋介石即通过国民政府为
李烈钧临时造假加“星”，升至

“特级上将”。开庭的那一天，由
法庭的书记官率先向“罪犯”张
学良宣读了国民政府对审判长
李烈钧晋升“特级上将”的决定
书，这等于由法官先向罪犯对
自己“验明正身”，然后才进入
正式的审判程序。

审判结束后，李烈钧立马
就被“星”复原位，让人跌破
眼镜。

据《文史博览》

天安门升国旗仪式的变迁

蒋介石借“实弹射击”清除异己

周恩来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处
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2周年

纪念日。周恩来生前留下嘱咐：
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
骨灰撒向祖国的山山水水。

第一把骨灰撒北京

1918年夏天，留学日本的周
恩来回国过暑假，在北京与父亲
一起生活。这是北京给他留下的
最早印象。一年之后的五四运
动，周恩来数度在京津之间往
返，和同学一起在北京请愿。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
党和国家领导人20多年，与首都
人民朝夕相处。把他的骨灰撒在
北京，就是让他和首都人民永远
在一起。

第二把骨灰撒密云

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

市。周恩来先后主持有关方面
修建了官厅水库、十三陵水库、
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因为密
云水库的规模比较大，周恩来
花费的精力也更多。周恩来曾
告诫工程指挥人员：“既要保证
进度，更要保证质量，决不能把
一个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
或者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
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
民负责的头等大事。”

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

1913年，因四伯父周贻赓从
沈阳调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
科科员，周恩来也随之到天津，
并于那年暑后考入私立的南开
学校。周恩来在天津先后读书5
年多，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
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

团体“觉悟社”；他还曾在天津因
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逮捕坐
牢半年之久。

天津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
也是他多次涉险的地方，还是他
与另一半邓颖超同志相识、相
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对天津
就多了一份热爱。

第四把骨灰撒滨州

周恩来期望死后将骨灰撒
进“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
的母亲；同时，他回归了母亲河，
也就回归了大地，回报了祖国。

此外，周恩来生前最后召见
的罗青长说，骨灰撒到黄河入海
口，还有一层含义：他是想通过
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祈盼
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据《红岩春秋》

庭审张学良
主审官临时“加星”

方志敏被捕后曾谋划越狱

胡适帮助梅兰芳
赴美国唱戏

1930年1月，梅兰芳的美
国之行，称得上是履行了文
化使者的使命，极大地提高
了中国戏剧在国际上的地位
和梅兰芳本人的声誉；同时，
由于胡适的襄助，也加深了
二人之间的友谊。

1930年1月，已大红大紫
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应“华美
协进社”（系由胡适、张伯苓、
梅贻琦、杜威等中美知名学
者组成的民间组织）邀请赴
美演出，由此开中国戏剧出
演于西洋之先河。

1930 年 1 月 18 日，梅兰
芳一行 21 人离沪乘船经日本
赴美，送行者可谓冠盖云集，
众多重量级的头面人物到场，
胡适也在此送行的行列之中。
途经日本时，梅还专门致信胡
适，对胡在上海所给予的帮助
和亲自送行，表示感谢。

为梅兰芳赴美演出，胡
适以英文写了一篇《梅兰芳
和中国戏剧》，刊登在旧金山
编印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
演出》英文专集中。文称梅

“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
底训练的艺术家”，具有“非
凡的艺术才能”，“是个勤奋
好学的学生”……充溢着赞
美颂扬之词。此文系胡适出
于友情的自发之作，事先梅
兰芳恐未必知晓。

自1930年2月16日梅兰芳
于纽约首演，至最后一站洛
杉矶，长达五个月，共演出整
整100场。梅兰芳此行还获得
了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州大学
分别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
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7 月 18 日，梅氏一行载
誉返国，仍于上海登岸，受到
申城各界的热烈欢迎；次日
上海各界又于大华饭店举行
欢迎会，胡适均到场。7 月 25
日，梅兰芳又专程赴胡适寓
所登门拜谢。据《天津日报》

梅梅兰兰芳芳11993300年年美美国国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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