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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诞生记
朱少伟

初 1 月产量的 208.9%， 创造了抗战胜利以来
月产量的最高纪录。 民族资本纺织企业生态的
迅速改观，使许多资本家消除顾虑，通过各种
渠道从国外或港澳地区调回物资和资金。 据统
计，在这段时间里，上海有 22 家民族资本纺织
企业共调回港币 148 万元、美金 9 万元、英镑
3.8 万镑、棉花近 1100 万磅。

70 年 前 ，大 批 民 主 人 士 响 应 中 共 中 央 “五 一 口 号 ”由 沪 北
上参加筹 备新 政 协， 上 海市 各界 代 表会 议掀 开申 城 政协 历史
第 一 页 ，松 江 县 （ 今松江区 ）拉 开 全 国 基 层 政 治 协 商 序 幕 ，从 而
使这座勇于创新的城市在人民政协发展进程中留下闪光足
迹。 目前所见的新上海第一件民主人士提案，更是对此作了生
动诠释。

“松江经验”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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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我们是共同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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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对劳动人民有利”。 进城之初，他就拨冗
拜访宋庆龄、沈尹默、张澜、张元济、颜惠庆、
任鸿隽等，又分别参加民主党派地方组织、总
工会、妇联、工商界和科技界的集会，广泛与
各界人士交谈。
6 月 2 日，陈毅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今
中山东一路 23 号）邀请盛丕华、胡厥文、荣
毅仁、刘靖基、蒉延芳等 90 多位本市工商界
人士座谈，第一句话就是“工商界的朋友们”，
使大家倍感温暖；接着，他又在讲话中阐述
“发展生产、 繁荣经济”， 并开诚布公地说，
“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
利”，“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
去开工生产”。 陈毅的话让大家消除疑虑。 刘
靖基很激动， 即兴发言表示要与政府合作；
荣毅仁回到家后，向正焦急等待的各厂厂长
大声宣布：“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
6 月 5 日， 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在八仙
桥青年会大楼（今西藏南路 123 号）举行会
议，与 162 位本市文化界人士见面，他分析
形势，谈上海解放的伟大意义，希望大家团
结协作，共同建设新上海。 周谷城听后，兴奋
地站起来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
解放了……” 陈毅立即表示：“不要说解放，
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
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
6 月下旬至 7 月底， 上海出现解放后第
一次物价大波动。 投机势力囤积和抢购大
米、棉布、煤炭(俗称“二白一黑”)等生活必需
品，掀起涨价风。 市政府在中央支持下，从全
国各地调运粮、棉、煤，对工人、公教人员、学
生实行平价配售；同时，加强市场管理，严惩
不法分子，很快平息风波。
陈毅持续开展大量统战工作、全力关心
群众生活，调动了各界人士为社会主义事业
服务的积极性。 于是，申城刚解放两个多月，
在 8 月 3 日至 5 日， 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
（后改称上海市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简称市一届一次各代会）于逸园饭店
(今复兴中路 597 号)顺利召开，陈毅作《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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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六、 七两月的工
作报告》，宣布接管任务胜利完成，市政府工
作将转入管理和局部改造的阶段；会议号召
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为粉碎敌人封锁、建设新
上海而奋斗。 出席代表由市军管会和市政府
商定邀请，各界代表共 656 人，其中工人、工
商界、文教界的代表比较多，分别为 115 人、
145 人、126 人，占代表总数的 58.8%。 市各代
会是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也为上
海政协工作之发端。 在会上，刘靖基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带头递交了提案。

刘靖基：“危机当前，不得
不作迫切之建议”

解放初期，上海作为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发
源地， 民族资本纺织业拥有纱锭 139 万枚，占
全国总锭数的 27%， 占上海总锭数的 60%，可
谓举足轻重。
刘靖基为了让民营棉纺织业摆脱困境，尽
快恢复生产经营， 发起并联络同行开展调研，
摸清问题，抓住症结，探索办法，很快形成了有
分量的提案。
刘靖基领衔的 《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
案·关于生产问题之一》，内含两份提案：“提案
（一）”联名者有刘靖基、王子建、荣毅人（荣毅
仁）、韩志明、郭棣活，“案由”是“为提议组织上
海公营私营纱厂国棉联合采购机构，以及时加
紧收购原料，而维纺织生产”；“提案（二）”联名
者增加周志俊，“案由”是“为建议设置上海棉
纺织业生产辅导委员会，以加强联系，集中力
量，克服当前困难”。 两者均标注“棉纺织业”，
属姐妹篇。
在提案人中，除了刘靖基，荣毅仁（后曾任
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副主席等职）也是民
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 另外几位联名者，多
为棉纺织业翘楚：韩志明，荣丰纱厂总经理；郭

棣活，永安纺织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后曾任
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周志俊，拥
有信和纱厂等多家企业（后曾任山东省政协副
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一）”开门见山地
说：“上海各纱厂存棉均极稀薄，除公营中纺各
厂外，各私营纱厂存棉平均不足三周之用”；对
于如何解决，提出 3 个“办法”：一是公营私营
纱厂 “共同组织采购国棉之联合机构”， 二是
“联合机构在主要棉产集散地如西安、郑州、汉
口、宜昌、沙市、济南等处设立分支办事处”，三
是“由人民银行，对收购资金，予以调度之便
利”。 “提案（二）”则直截了当地说：“本市棉纺
业现已面临减产停工之危机， 公营私营各厂，
情况均同。 就原料言，尤其私营各厂，已趋枯
竭， 减工减产， 已仅及平时生产力百分之五
十。 ”同时，提出解决“办法”：“由政府倡导，联
合公营私营纱厂，设置上海棉纺织业生产辅导
委员会， 经常研究有关棉纺织业各项问题，提
供政府实施，督促同业推行，以解救困难，维护
生产。 ”在“附录”中，有一份题为《上海民营棉
纺织工业当前之困难与解救建议》 的调研报
告，其中说明“危机当前，不得不作迫切之建
议”，并呼吁“团结一致，以求克服当前困难”；
还有《每万锭纱厂开工日数多少影响成本比较
表》和《一年来二十支棉纱折合食米表》两份调
查统计，列出确切数据。 它们对存在问题的反
映中肯，对解决方法的陈述细致。
因而，它们在市一届一次各代会中引起热
烈反响，也受到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重
视。 陈毅很关心棉纺织业的困难，他曾走访刘
靖基等，并指示银行给予低息贷款；他还千方
百计帮助郭棣活将永安纱厂搁置于香港地区
和日本的一批棉花和许多纺机运回申城。 由于
刘靖基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助力，市政府更充满
信心地及时采取多种措施，帮助民族资本纺织
企业克服原料匮乏、资金枯竭、销售呆滞、开工
不足、亏损严重等困难，通过紧急调配原料，组
织收购成品，以及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
使之逐步恢复元气。 到 1950 年 12 月，申城民
族资本纺织企业棉纱月产量达 1.15 万吨，为年

70 年前，刘靖基领衔的聚焦“生产问题”的
提案，如今不仅是珍贵档案，也是当年申城由
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的历史见证。 更重要的
是，其引出的故事也昭示：党的执政初心就是
一切为民， 党最大的优势就是密切联系群众，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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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了老百姓的吃、用问题以后，刘
少奇又关心起他们的住房来。 这几天他已
经了解到，不少民房被挪作公用，社员之间
这样的食堂要散
也互相交叉挤占，造成很大矛盾，群众居住
极为不便。
刘少奇把担任过大队书记的农民朋
一天， 刘少奇路过双凫铺公社黑塘仑
友王升平找来，问他：“你说说看，食堂到
生产队，下车进村察看。他听到路旁屋子里
底好不好？”
传出哭泣声，便快步进去，只见一位妇女正
“咯到底是讲得还是讲不得呢？”王
哭得伤心。原来，这位妇女叫颜桂英，丈夫
升平已经因为“右倾”被撤了职，心有余
病死了。由于刮“共产风”，两年前生产队把
悸。
她家在土改中分得的住房拆除， 盖了队里
黄峥 著
“怎么讲不得呢？” 刘少奇鼓励他，
的养猪场。她失去了固定住处，先后搬了8
“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心里话。实事求是
次家，现在住的仍是别人的房子。这两天原
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房主急需用房，催她赶快搬走。颜桂英拖儿
“好，讲得我就讲。”王升平壮了壮胆
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
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带女，既没有帮手，也不知往哪儿搬，急得
说：“要是叫我和群众说心里话， 食堂还
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
刘少奇支持解散食堂的消息不胫而
哭了起来。
是早点散伙的好。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
们不起。”
走。附近地区的群众奔走相告，纷纷要求把
刘少奇十分同情她的困难， 当即找来
拿柘木冲食堂说吧，开伙时120人，眼下
刘少奇的话又亲切又诚恳：
他们那里的食堂也撤掉。不几天，中共宁乡
大队干部， 请他们做工作暂时不要让这位
不到80人，死了十多个，跑了十多个，还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
县委根据群众要求和刘少奇指示， 把全县
妇女搬家，等上面下达文件后统一安排。
有几个得水肿病住在大队临时医院。过
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的公共食堂都停办了。
晚上，刘少奇来到中共宁乡县委，找来
去家家户户养猪养鸡，入了食堂没得吃，
“这次教训很深刻， 要子子孙孙传下
刘少奇又把注意力转向食堂解散后的
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何长友等干部，同
养不成。如今20户人家，只剩下集体的一
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新问题。他走家串户，边看边问，注意到许
他们一起研究群众住房问题。他了解到，宁
头母猪，叫鸣的鸡公子都没有……”听到
“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 如田
多人家缺少炊具， 老百姓厨房里的锅碗瓢
乡全县原有农民住房七十多万间，“大跃
的，看到的，问到的，都表明这里的食堂
塍，可以包产到户。”
勺、坛坛罐罐见不到几个。
进”中搞“茅屋洗澡”（即用茅屋的茅草泡在
也不受群众欢迎。 刘少奇当机立断，要
“要记住， 多数社员认为不能办的事，
他找来宁乡县的负责同志， 说：“现在
水里沤肥）拆了一批，大炼钢铁时因为需要
王升平回去把他所在的柘木冲食堂停
就不要办。”
食堂一散，许多社员没有锅碗瓢盆，回家做
木材拆了一批，办公共食堂、养猪场等又拆
掉。
刘少奇专门谈了对公共食堂的意见。
饭怎么办？ 要赶快想办法给大家搞齐这些
了一批，总共拆了十五万多间，超过五分之
5月7日， 在炭子冲刘少奇旧居的堂
他知道，这是老百姓眼下最关心的问题。
东西。”
一。 另外还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民房
屋里，坐满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们都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
他为此专门召集县里的财贸工作干部
被公家平调占用， 社员之间互相挤占更是
是当地的农民，还有几个基层干部。
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
开了个会， 具体安排群众生活用具的生产
普遍。 刘少奇恳切地对县委同志说：“鸟有
刘少奇把乡亲们迎进屋， 给他们让
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
和供应。 他对大家说：“别看锅碗瓢盆这些
窝，人有屋，一家人没有一个落脚点，怎么
座、递烟。王光美为大家沏上茶水。
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
是小东西，这是群众生活少不了的。财贸工
也不会安心。 中国有句老话：‘人搬三次
“田里工夫忙不忙？” 刘少奇操着乡
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甚至半数的
作是为人民群众办事的， 要时刻为群众着
穷。’群众连个安定住处也没有，怎么行呢？
音问。
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
想。在人民困难的时候，更要服务好。”他还
我们是共产党啊！ 我们就是要解决好人民
“正在插秧。”几个农民回答。
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
具体指示：“六角窑的陶器要立即开工生
的吃穿住问题，要为群众分忧解愁，不然老
“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 同你们谈
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
产，黄材锅厂要马上开炉。总之要千方百计
百姓要共产党干什么？”他要县委立即把研
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
解决嘛！”他态度坚决地说：“食堂没有优越
地解决群众的当务之急！”
究的办法写成文件贯彻下去。
还没有同你们谈，今天谈谈。”他又一次
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
宁乡县政府立即行动起来， 组织生产
（十四）
当众向农民们道歉说：“我将近40年没有
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
日常生活用品，满足群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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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早期的提案均未正
式进行统一编号。 在上海市档案馆，我从卷帙
浩繁的档案中找到相关卷宗， 翻过一页又一
页，基本都是会议筹备、日程安排、情况汇报、
意见反馈、领导讲话等资料，文件有的手写、有
的打印，纸张的质量、宽窄不一致，排列次序也
不太规则，散发着特定的时代气息。 查至卷宗
结尾部分，终于出现提案，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上海市各界代表会议提案·关于生产问题之
一》，封面标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印”，日期为
“一九四九年八月”，其建议内容属解放初期的
“当务之急”，主要提案人刘靖基（后曾任市政
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民族工商
业者的杰出代表。 端详着这件新上海最早的
“一号提案”，立刻感受到一种历史厚重感……
1949年 5 月 12 日，上海战役开始。 总前委
设于江苏丹阳，在 5 月 4 日至 6 日，中共中央
华东局专门召开各部委 180 名干部参加的接
管上海会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
令员陈毅向大家强调：“我们野战军的野到了
城里可不能野，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
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这是
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最好的 ‘见面
礼’！ ”陈毅还叮嘱大家：“上海各阶层民主人
士正欢迎我们去上海， 我们也要欢迎他们帮
助我们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 有了他们的配
合帮助，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上海接管工作
才能搞得好！ ”经充分准备，解放军在中共上
海地下组织和群众配合下，不用重武器，先外
围后市区， 先苏州河南后苏州河北， 历时 16
天，歼敌 15.3 万人，打赢这场特殊的城市攻坚
战，胜利实现了消灭敌人、保存城市、解放上
海的目标。
申城解放后， 面临的形势仍极为严峻，国
民党军队溃退前进行大肆掠夺和破坏，使经济
陷于瘫痪，社会秩序混乱，市场价格波动。 5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担任市长，随
即把肃清残敌、保护人民民主自由、完成接收
和恢复生产作为三大任务。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
发祥地，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解放初期，
申城汇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各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 以及文化、 教育、医
卫、科技界知名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党
组织早就有交往和合作，这为开展爱国统一战
线和人民政协工作准备了良好条件。6 月 1 日，
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成立，设于百老汇大厦
（今上海大厦）11、12 楼。陈毅兼任部长，他反复
强调“统一战线对全国人民有利，对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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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一届一次各代会影响下，松江县（今
松江区）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举行。 经各界协商，产生
286 位代表出席会议。会议通过征粮、减租减息
的决议，选举了本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0 月 16
日，新华社报道并发表社论《学习松江的榜样，
普遍召开市县人民代表会议》。 《解放日报》也
发表社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
么经验》，“松江经验”引起重视。10 月 13 日，毛
泽东对松江县创造性地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作了重要批示， 要求各中央局、 分局：
“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 这是一件大事。
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人民代表大
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
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
育，都是极重要的。 ”
12月 5 日，市一届二次各代会决定，成立
市各代会协商委员会（简称市协商委员会），选
举产生王芸生、包达三、沈体兰、吴有训、吴蕴
初、周予同、金仲华、胡厥文、陈叔通、陈望道、
陈毅、陈白尘、曾山、许涤新、盛丕华、张元济、
舒同、舒新城、赵祖康、赵朴初、荣毅仁、刘晓、
刘靖基、刘长胜、刘鸿生、潘汉年、韩学章等 52
名委员。12 月 17 日，市协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在市政府大礼堂召开，副市长潘汉年主持
会议；会议通过暂行组织规则，选举陈毅为主
席，刘长胜、胡厥文为副主席，还讨论提案等工
作。 此后，陈毅坚持出席会议，同委员们一起协
商多种事宜。 与会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觉
得，每次听了他的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
些思想认识问题。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从
1950 年 6 月起，市协商委员会代行全国政协地
方组织职能。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华东军
政委员会批准，从 1950 年 10 月起，市各代会
代行市人大职权。1955 年 5 月 12 日，上海市政
协成立。 完全可以说，市各代会及协商委员会
在政治协商方面所作的可贵探索和实践，具有
示范效应。 在此氛围中率先亮相的刘靖基领衔
的提案，即使在今天也堪称优秀提案，其调研
深入，分析透彻，提出的解决困难“办法”可行，
所附调研报告和数据表格翔实，值得学术界研
究。 而“松江经验”则是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
政治协商的一个先声，迅速在全国各地得到普
遍推广，至 1951 年全国共 2038 个县召开了各
代会，占县总数的 98.5%。 这折射出上海作为
红色文化源头、海派文化摇篮、江南文化沃土，
在解放初期政治协商起步很快，而且开展政协
工作富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