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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前委决定，进入市区作战不能使用火炮和炸药

最后的市区攻坚战：“为了人民的上海”

■本报记者 徐蓓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彩琴

1949年 5月 23日夜， 总攻上海市
区的战役打响了。

担负进攻市区任务的主攻部队中，

有聂凤智军长指挥的三野第 27 军。第
27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重要
战役中，多次承担主攻作战任务，养成
了良好的战斗作风。用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政治学院副政委王济生的话来说，

“陈毅司令挑 27军打上海市区，是因为
27军纪律严明， 他们执行命令很坚决，

这一点是有传统的”。

“总前委决定，进入上海市区作战
尽可能不使用火炮和炸药。陈毅同志还
提出‘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

打不中敌人不打、 有人民群众不打’。”

上海战役时任三野第 27 军 79 师 235

团 3营 7连指导员的迟浩田，在回忆文
章《为了人民的上海》中这样写道。

受 阻
一开始， 市区作战十分顺利。 至 5

月 25日上午 8 时许，27 军一鼓作气打
到了苏州河边，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
全部解放。

然而，就在苏州河边，解放军遭遇
到了未曾料想的巨大难题。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 宽约 30

米， 河上有十几座桥梁。27 军下属有
79、80和 81三个师。 部队一字排开，分
头前进，却都在苏州河桥边受阻于敌军

强大的火力封锁。

最先到达外滩外白渡桥的是 79师
235团 1营。打头阵的 3连 7班 14名战
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紧接
着，第二个班冲了上去，也全部牺牲。在
与敌人激烈对峙达两个小时后，1 营接
到转移命令，先打四川路桥。

攻打四川路桥也同样受阻。敌军占
据了桥边的邮政总局大楼作为据点，居
高临下构成凶猛的火力网，解放军突击
的勇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包括最先突破
长江天堑的赫赫有名的 “渡江第一船”

———第 27 军 79 师 235 团 1 营 3 连 2

班的 12 名战士。“苏州河的水全是红
的。”时任 27军侦察营排长的徐法全老
人这样回忆。

指战员们被激怒了。 有人抱怨说：

“哪有陆军作战不让用大炮的？ 这好比
拳击，只让用右手不让用左手，这意味
着我们的战士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有
部队把山炮营拉上来，瞄准了“百老汇
大厦”（今上海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面对这一情况，处在第一线的部队
指挥员心情十分沉重。从当时的实际情
况看，要不使用炮火夺下桥头，的确十
分困难；但一旦批准开炮，上海的建筑
群很可能顷刻化为灰烬。

怎么办？部队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
议，统一思想。

有同志尖锐地说：“我倒要问问首
长， 是我们无产阶级战士的生命重要，

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部队
领导告诉大家，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最
优先考虑的必须是人民群众的安危。而
且，我们把这些大楼从敌人手里夺回来
以后，它们就是人民的大楼。

经过反复讨论，部队进一步统一了
思想：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用我们的鲜
血和牺牲换取上海的完整、 人民的安
全，是值得的！

突 袭
27军很快改变了战术。

一部分部队在苏州河正面佯攻，另

一部分主力拉到侧翼， 天黑后涉过河
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袭击，抄敌
人的后路。

在西藏路桥北岸，是当年淞沪抗战
八百壮士孤军奋守的四行仓库。5月 25

日夜里，迟浩田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
员张瑞林， 在四行仓库里上演了一场
“四两拨千斤”的好戏。

迟浩田将军后来这样回忆：“部队
被拦堵在南岸，真是心急如焚。我焦躁
地在地上转圈苦苦思索，无意中踩到一
个下水道盖， 我从前没有见过这东西，

问房东这是干什么用的？房东说是下水
井，雨水、涮锅洗碗的水都从这里流下
去， 顺着排到苏州河和黄浦江。 我想：

‘能不能从这里钻到苏州河？’”

他和两名战友跳入下水道，“里面
一团漆黑， 污水熏得人简直要昏过去。

十几分钟后，我们高兴地从排水道口钻
出来一看，是苏州河”。他们三个人偷偷
渡过河去，抓了一个哨兵，并让哨兵把
他们带到了四行仓库里的国民党青年
军第 204师师部。 他们不费一枪一弹，

抓获了敌军副师长，迫使其师部及三个
营 1000多个敌人放下了武器。

当时 20岁的迟浩田， 后来被评为
甲等战斗模范和华东三级人民英雄。

策 反
历史的变局， 常常是出于偶然事

件。

5月 25日上午 8时许，27军 81师
一路打到苏州河的造币厂桥（今江宁路
桥）， 同样被北岸敌军的火力网封锁在
南岸，无法前进。时任 81师政委的罗维
道把师指挥部安在了桥南的第二劳工
医院。

这时， 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员会
委员田云樵同志骑着自行车也来到第二
劳工医院。 他同时是沪西护厂大队的大
队长，护厂大队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接上头以后， 他们一起商量如何避
免巨大伤亡，尽快打过苏州河去。当听说
对面的国民党守军是 51军时，田云樵马

上想到一个联系人王中民， 他当时在伪
海关工作，曾任国民党少将部员，已被上
海地下党争取过来， 几年前曾指派他策
反过当时 51军的军长王秉钺，可惜未成
功。田云樵提出了策反国民党 51军的方
案，罗维道立即向聂凤智军长作了请示，

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送王中民过桥。

田云樵的儿子田海涛告诉记者：

“据我父亲回忆， 王中民当时是有很大
顾虑的，我父亲极力说服他，希望他戴
罪立功。最后王中民对我父亲说，万一
他有个三长两短，请我父亲照顾他的老
婆和 3 个孩子。我父亲答应了，他这才
同意过河去。”

当时，双方仍在激烈交火。王中民
敲开了桥墩下的一家烟纸店，买了纸和
笔，写了大大的“和平使者”四个字，举
过头顶，小心翼翼地上了桥。对面看我
军先停了火，也就停止开枪，王中民很
快顺利过了河。

王中民被送到国民党军部， 见到的
是接替王秉钺的 51军军长刘昌义，原来
王秉钺已被解放军俘虏。当时，汤恩伯等
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上海市区，刘
昌义成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
官，时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 51军军长。

王中民说明来意后，面对解放军强
大的攻势和劝说，刘昌义答应过河到 81

师指挥部谈判。其后，双方再到西郊虹
桥镇解放军第 27 军军部商谈投诚事
宜。次日，刘昌义投诚起义。其所部 4万
余人在江湾、大场地区集结待命。

解放军大踏步地过了苏州河，顺着
四川北路向北， 直捣汤恩伯的大本营。

罗维道的女儿罗愤说起当年的情景很
兴奋：“当我父亲冲进汤恩伯的办公室
时，整个办公室一片狼藉，外套、手杖、

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我父亲缴获
了汤恩伯的望远镜，作为战利品一直带
在身边。”

虽然过程坎坷，但上海解放的历史
潮流终究势不可挡。5 月 27 日下午，解
放军第 27军在杨树浦受降最后一批国
民党军残部，上海全部解放。

庆祝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展览今天开幕，集结上千幅照片和创意展项

细节中再现城市荣光上海传奇
■本报记者 彭薇

70年前，上海的解放为夺取全国胜
利创造了条件，开启了上海历史的新篇
章。为庆祝上海解放 70周年，由市委宣
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警备区政
治工作局、市档案局等共同主办的“城
市荣光———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主
题展览，今天起在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
开幕。 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策展人，讲
述本次展览的亮点和看点。

“解放军露宿街头”

市委宣传部策展组徐国梁介绍，展
览分为 “解放大上海”“建设新上海”“敢
为天下先”“逐梦新时代”四部分，通过上
千幅照片，多个创意展项，再现 70年来
上海的历史荣耀、时代风采和传奇发展。

展览中， 不少历史资料首次向市民
公开。 说起上海解放的老照片，“解放军
露宿街头” 许多人印象颇深，“这次展览

披露了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徐国梁
说， 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玉生
随摄影队南下，分配到第三野战军第 27

军作为随军记者，5月 25日凌晨， 他目
睹露宿街头的一排排解放军官兵时深有
感触，拍摄了震撼世界的一段录像。展览
中完整呈现了这段录像背后的故事，这
张照片就是摄影师录像里的截图。

江苏丹阳曾是解放上海接管准备工
作的集训基地，1949年 5月初， 解放军
总前委和华东局主要领导来到丹阳，对
在这里集训的第三野战军干部强调了接
管上海的政策和纪律。 展览中有一些丹
阳集训的照片首次展出， 观展者可从历
史图片和故事中感受上海解放前的运筹
帷幄。

十几个人物讲述“上海传奇”

本次展览内容充分考虑“90后”“00

后”等重要新媒体受众观展感受，在图
文、制景等基础上，运用多种新媒体和

多媒体手段通过讲故事来展示人物，通
过讲细节来展示精神，展现上海解放 70

年来的发展，增强了可看性和感染力。

徐国梁介绍，展览精心制作呈现了
十几个视频，通过人物故事讲述上海传
奇。比如陈中伟院士创造断手再植的奇
迹，视频中通过外国人的视角展现上海
创新发展；“上海地铁之父”刘建航当年
如何在“豆腐渣里打洞”造地铁的故事
也浓缩在几分钟的视频中。

展览中的每个部分都精心策划设
置了亮点展项。比如“战上海”运用真人
表演的方式呈现上海战役，“上海牌”橱
窗承载了几代人的上海回忆，“浦东故
事”深度讲述浦东崛起。市委宣传部策
展组傅强介绍，“营商一条街” 很有看
点， 通过 15个鲜活的案例展示上海打
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决心和成果。比
如，4分钟视频全面解读了上海的“一网
通办”；上海缩短通关时间，新西兰鲜奶
72小时直达上海等。

“闪亮的名字”H5展同步推出
为了进一步扩大“庆祝上海解放 70

周年”主题展览的社会影响，今天起同
步推出“闪亮的名字———庆祝新中国成
立暨上海解放 70周年群英展”， 以 H5

网络展的方式，集中展示上海解放以来
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 70名英雄模范和
先进典型。

据介绍，H5 展览以浩瀚星空为主
视觉，寓意 70年历史长河，一颗星球对
应一个英雄人物，呼应主题“闪亮的名
字”。 线上展运用三维视频和人工智能
技术，以“漫游星空”和“一镜到底”两种
线路模式进行展示， 并通过 AI问答的
形式，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

本次主题展览时间为5月27日至6月
22日的9时至16时，节假日不休。展览地
址：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一楼展厅（延安
中路1000号），预约电话：直线62471419；

分机22162216-61101、61121。

昨天的南京路上，“庆祝上海解放”横幅飞扬，好八连官兵背起背包和步枪

雨中“快闪” 《歌唱祖国》歌声回响
■本报记者 张熠

昨天 11时，雨势稍减，人潮涌向南
京路步行街旁的世纪广场。“庆祝上海
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两条横幅在雨
中飞扬。这时候，《歌唱祖国》的歌声响
起来了，不同的音色如涓涓细流汇成长
河，回响在雨中的南京路上。当日，上海
市文联和黄浦区委宣传部携手举办“再
现上海解放前夜———上海文艺界庆祝
上海解放 70周年”主题“快闪”活动。

这场“快闪”的灵感来自一张老照
片：清晨细雨绵绵的街旁，解放军战士
排着队露宿街头，横向侧卧、头戴军帽、

衣不解带，齐刷刷地躺在阴冷潮湿的水
泥地上。拍摄这张照片时，苏州河以北
交战的枪声仍清晰可闻。

70年后的 5月 26日， 依旧是一个
雨天。 由上海文艺界组成的 “快闪”队
伍，冒着风雨汇聚在南京路上。现场，伴
随着老电影《战上海》主题曲和解放军
战士“向着大上海，前进”的壮烈口号，

“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队官兵，穿着
整齐的军装，背着背包和步枪，就地侧
卧、蹲坐，重现了 70年前的动人一幕。

70年前，1949年 5月 26日， 是作
曲家、《红旗颂》作者吕其明 19岁生日。

那一天， 身为华东军区文工团的一员，

他随大部队进入上海，当晚露宿在老北
站候车大厅的条凳上。

“快闪”结束后，南京路世纪广场一

侧唱起了生日歌，大家共同庆贺吕其明
的生日。“上海解放那天，华东军区文工
团全体团员，每个人都是背包、皮带、绑
腿、布鞋，非常整齐地走在上海的街道
上，意气风发。”不过，与其他人不同，吕
其明和身边 6位战友的背包中，还夹着
一个小提琴盒子，他还记得当时道路两
旁市民投来的惊奇目光。

“70年前，同时进城的还有曹鹏、朱
践耳。今天重现这段历史，意义非凡。”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尤存介绍。此次活
动得到上海文艺界的积极响应。百余位
老中青艺术家纷纷加入，与市民共同合
唱《歌唱祖国》。

舞蹈家黄豆豆，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的主演朱洁静、王佳俊，杂技剧
《战上海》主创王怀甫、张洪元、沈思思、

刘莎莎，沪剧《一号机密》主演朱俭等，

也一同出现在歌唱的人群中。

“上海很热，‘热’ 的是流淌在这座
城市市民身上的红色基因和血液。”朱
洁静说。

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上海市残
联兼职副理事长、2008北京奥运火炬手
金晶等也来到现场。

“快闪”重现 70年前解放军接管上海时，市民上街欢迎的场景。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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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5月 27日，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
市终于走出黑暗，迎来了解放与新生。从 5月 12

日战役正式打响，到上海完全解放，只用了短短
的 16天时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人民解放军进入市区后严格执行“不使用火
炮等重兵器射击”的规定，打了一场“瓷器店里捉
老鼠”的战斗。5月 27日下午，困守在杨树浦地区
的最后一部残敌，在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下放下武
器。至此，上海市区以及浦西、浦东地区全部占
领， 上海全面解放。7613名解放军指战员，72名
随军支前干部、 民工，100名上海地方革命志士，

共计 7785名中国革命的优秀儿女牺牲在上海。

当年，入城部队宁愿露宿街头也决不进入民
宅，以“持军整齐，秋毫无犯”的爱民行动，赢得了
上海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人民解放军开进市区
时，成千成万的市民簇拥着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
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而且是国际和平民
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上海战役结束后的第
二天，新华社发表社论《祝上海解放》。

这篇社论由毛泽东亲笔
修改审定，这是他为上海战役
画下的一个完美的句号。社论
着重指出“上海的解放当然要
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
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
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
比一天光明”。

（记者 周扬清 崔丰 整理）

致 读 者

为纪念《解放日报》在上海创
刊 70周年， 中国邮政将于 5月 28

日面向全国发行《〈解放日报〉在上
海创刊 70周年》 纪念邮资信封一
套一枚，编号 JF130。

为感谢广大读者多年来对本
报的厚爱与支持，本报将向读者赠
送该纪念邮资信封，欢迎广大读者
前来领取。免费领取方法如下：

领取时间：2019 年 5 月 28 日
13:00-18:00

领取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威海
路 755 号上海报业大厦一楼大堂
申活馆

领取方式：凭任意一年《解放
日报》 订报单存根， 或上观悦读
卡，或印有本“致读者”的《解放
日报》 一份和本人身份证领取，

每人限领一枚。 数量有限， 领完
为止。

解放日报社
2019年 5月 26日

还原一座城市的新生 彩色历史影像首次披露

《上海解放一年间》今播出
■本报记者 李君娜

为庆祝上海解放 70周年，由上
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制作的纪
录片《上海解放一年间》今晚将在东
方卫视和纪实频道播出。 纪录片以
寻访的方式挖掘历史细节，从政治、

经济、 社会三个方面重温上海解放
一年间的历史， 用一个个生动的故
事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上海站
稳脚跟并赢得民心。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解放初期的彩色历史影像在纪
录片中首次公开披露。

这批影像如何觅得？ 几年前，

上海音像资料馆在俄罗斯影像与
照片档案馆发现了一批 1949—

1950年间的新中国彩色历史影像。

上海音像资料馆特别为纪录片《上
海解放一年间》的制作采购了其中
与上海有关的影像。

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
主任汪珉介绍， 这些彩色影像是
1949 年来华的苏联摄影队和中方
摄影队合作拍摄纪录片的素材。

“最有意思的一段资料拍的是游园
会，画面里陈毅市长以及身边市民
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欢快的笑容。我

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大家对新生活
的向往与憧憬。”

主创团队共访问了近 20位上
海解放的亲历者。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是现年 103 岁的上海市总工会
原副主席李家齐。纪录片中，中央
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作为上海战
役亲历者讲述了当年解放军攻打
苏州河北岸的战斗。解放后上海首
任市长陈毅之子陈昊苏、中央财经
委员会首任主任陈云之子陈元，旧
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之
子赵国通等则在片中倾情讲述了
父辈经历的上海解放故事。纪录片
还邀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
主任章百家，上海党史研究室主任
徐建刚，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
授、《战上海》作者刘统等为观众梳
理上海解放第一年对这座城市、对
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

《上海解放一年间》 片头的创
意来源于《解放日报》。纪录片视觉
指导王锋介绍：“1949 年 5 月 28

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我们
把《解放日报》创刊号作为整个设
计的基础， 在其中插入彩色影像，

营造出了一种新闻照片的感觉。”

“大上海解放了”在这里发出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址铭牌揭幕

本报讯（记者 李君娜）昨天上
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原大西路
7号附近 （现延安西路 129号华侨
大厦）设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原址
铭牌，以此激励广播人更好地铭记
历史、开创未来。

1949年 5月 25日凌晨， 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市苏州河以
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派邹凡扬（后
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进入位
于大西路 7号的国民党政府电台，

通过电波发出“大上海解放了”的消
息，并播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及《约法八章》。1949年 5月 27日，

随着上海的全面解放，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接管，并
定名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今年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成
立 70周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决定
在原址设立铭牌，不忘初心。

9时 30分， 随着幕布揭开，一
个形似巨大话筒源源不断发出声
波的铭牌挂于华侨大厦墙上，上面
铭刻着：1949年 5月 25日，第一声
“大上海解放了”在这里（原大西路
7号），通过无线电波发出。1949年
5月 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这
里诞生。

上海解放知多少
扫码做 H5问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