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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人民政协曙光初照
冯 乔

周恩来巧排政协代表席次表

1948年 4 月 30 日， 新华通讯社播发了
毛泽东在城南庄起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
号》23条。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
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
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组织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其中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把在香港、上海等地以及海外的
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为此，在周恩来
的领导下，中共香港地下党成立专营运输的联
合公司。参加新政协的征途充满风险,许多人历
经千辛万苦，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的封锁,甚至
绕道朝鲜，奔赴中国东北解放区。工商界人士
包达三也是乘船从香港到内地的。

1949年 3月 25日， 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
北平城途中所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到西苑
机场与民主人士亲切会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

原先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纷纷南下，向北
平集中，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9月中旬， 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陈震
中和他的父亲陈巳生,作为新政协代表乘火车去
北平。代表们住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

周恩来在接见代表时，认出了上海代表陈震中。

原来，1946年上海各界人士去南京参加和平请
愿活动， 陈震中等人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
打伤，周恩来曾经去医院慰问了受伤者。

9月 19日，毛泽东邀请了湖南老乡程潜等
民主人士到天坛游览。 毛泽东说：“这几天，大
家一面商量开好这次大会， 一面访亲会友，你
们辛苦了。以后大会开幕，那就更紧张得不得
了。”而就在这天，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已经
买好了去北平的机票，却在香港的寓所遭国民
党特务暗杀了。 新政协给杨杰代表安排的 55

号座位，会议期间只能空着。

9月 20日，参加过同盟会的工商界代表包
达三收到了 9月 21日新政协会议在怀仁堂开
幕的邀请信和代表席次表。包达三坐 432号。

包达三的家属一直悉心保存着政协第一
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席次表。从这份代表席次表
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

董必武分别坐 1、3、5、7、9席，朱德、聂荣臻、吕
正操、李涛、傅钟分别坐 2、4、6、8、10席。

代表席次表有全部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
的座号。解放军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团
的带头人，分别是贺龙、刘伯承、粟裕、罗荣桓。

林彪、邓小平等将帅因为还在华南、西南前线
指挥作战，没有列入政协出席名单。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有 15

人：沈雁冰、周扬、郑振铎、丁玲、田汉、萧三、柯
仲平、赵树理、阳翰笙、巴金、徐悲鸿、蔡楚生、

史东山、胡风、马思聪。

上海各人民团体有 9位代表: 刘晓、 朱俊
欣、吴克坚、冯雪峰、汤桂芬、沈体兰、罗叔章、

蒉延芳、陈震中。陈震中坐 492号。还有一些上
海籍知名人士以民主党派和工商界、文联等界
别出席政协会议。解放日报恽逸群作为中华全
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坐 602席。

原先有“社会贤达”这个称呼。郭沫若提
出，旧社会的“社会贤达”给人感觉大多是封建

遗老和买办分子，代表旧势力，不应再沿用
这个称呼。 新政协筹备会采纳了这个建议，

就列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郭沫若坐
131席。

周恩来、李维汉、林伯渠和政协筹备组
为了代表名额和排序， 花费了很多工夫，代
表名单分为五类———党派、 区域、 军队、团
体、特别邀请人士。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人
士首席坐 130席。 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 92

岁的萨镇冰，年纪最轻的是学联晏福民和台
盟田富达，都只有 21 岁。本来在 9 月 15 日
就排定座席，但一直在修改，最后在 9月 20

日才确定，总共在会场安排了 692个席位。

暴露开会地点怀仁堂算泄密吗

9月 21日，《人民日报》记者李庄进入政
协会议的前排，见证了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
时刻。毛主席在开幕词中说：“占人类总数四
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记者李庄兴高采烈地写了报道新政协
的第一篇通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可
是，有人发现了泄密问题，这让李庄非常紧
张。

原来，记者李庄在第一篇特写里就提到
了开会地址：“大家团结起来一起奋斗，这就
保证了在怀仁堂举行人民新中国开基立业
的大典， 变封建帝王和蒋家小朝廷的宫殿
为人民的议事厅。” “新华门油漆一新，鲜
红夺目，两边竖着八面红旗。”没想到宣传
部门负责会务宣传的专员， 向大会宣传组
负责人宦乡告状，认为李庄写了怀仁堂，是
严重泄密， 提出：“李庄是否适于参加这种
报道，值得考虑。”

当时， 北平还有不少潜伏特务没有肃
清，大陆还有一些地区没有解放。国民党空
军时不时地闯入华北上空侦察。所以，有人
担心报道泄露了开会地点怀仁堂和新华门，

会引来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李庄跟宦乡说：“我认为这个根本谈不
到泄密。开人民政协是大好事，无法保密也
无需保密。 当时北平只有怀仁堂能开上千人
的会，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北平最好的汽车
每天在新华门进进出出。 新华门还挂着大的
横幅，挂着毛主席的像，老百姓特高兴，都围

在这儿。我在特写里写了新华门怀仁堂，我觉得
没什么错误，新闻里如果不写，我看是个不足。

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协会议的影响。”

结果，宦乡认可了李庄的意见，就说“以后
注意加强保密意识就是了”。

记者李庄化险为夷， 继续进入新华门采
访。 他看到进入政协会场的还有一支军乐队，

原班人马就是国民党罗历戎部第三军军乐队，

在清风店战役中被解放过来。他们在会场上演
奏了《解放军进行曲》。

新政协通过议案的来龙去脉

1949年 7月，国内各大报纸连续刊登了新
政协筹备委员会发出的征集国旗、国徽、国歌
的启事。收到了 2992 幅国旗图案征稿，朱德、

郭沫若、陈嘉庚等也积极投稿。政协代表热烈
讨论应征的国旗图案。比较受欢迎的三种方案
供大家投票， 大体上都是认为红底象征革命，

黄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黄带代表黄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时，人们就把红底黄星
加黄带的图案，认定为是优先的方案。

然而，一些代表虽然居少数，却坚决反对
这个方案。 张治中代表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

“红底代表革命，黄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这个
立意都很好，但是中间要加一条黄带，如果理
解为把国家和革命分裂为二，这就很不好。”

这时，田汉推荐了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
红旗图案。但是，原稿大红星里面有镰刀铁锤，

很像苏联的国旗，先前被淘汰掉了。

经过大家的讨论，去掉镰刀铁锤的五星红
旗复活了，被选定为国旗图案。

当人们得知五星红旗成为国旗的消息之
后， 位于前门的老店瑞蚨祥布庄排起了长队，

店里红布很快销售一空。

关于定都北京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争论，江
西省人民政府邵式平主席向政协转来了一封
不具名的信，信中提出三个地方，建都西安、重
庆或成都，这位写信人用了二三十张纸来申明
自己的理由。其实，当时重庆还没解放。

但大多数代表同意建都北平，并把北平易
名北京。 理由是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
民力量雄厚，邻近东北重工业区，便于发展工
业，文物集中，交通便捷，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
各种资格。

9月 27 日，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国都
国旗国歌纪年”的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确
定为代国歌。

先前在 6月 15日， 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
新政协会议第一次筹备会，曾经讨论过国号。

毛泽东说：“建设起一个繁荣的、强盛的、名副
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代表主张
定名“中华人民民主国”，各自都陈述了一些
理由。

张奚若代表主张定名为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共和国”说明国体，“人民”就是指工人、

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结果大家
觉得这个定义清晰，言简意赅，更合理，更能
接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史上的第一份
提案，是李济深、郭沫若、沈钧儒、李立三等人
联名提出的《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
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 获得全体代表一致通
过，交由中央人民政府执行。

参加政协的全体女代表提议，以军鞋和肉
食来慰劳解放军。因为，解放军要穷追猛打国
民党部队，他们一天不知道要走多少路，得费
多少鞋。我们发动大家多给他们做一些吧！

主席选举少了一票

1949年 9月 30日下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
席、副主席及政府委员。大会当天的执行主席
是刘少奇，负责投票和监票工作的是李立三。

上海代表陈震中被主席团指定为监票人。

他记得， 当时在主席台旁总共设有 9个票箱。

投票之前由执行主席一一验看加锁。监票人中
还有同样比较年轻的胡耀邦。

下午 4点 20分， 毛泽东仔仔细细地填好
自己的票，投进了第三号票箱。接着，各代表相
继依序投票。

监票人清点票数，一项工作是把票箱清点
了，另一项工作是投票以后清点在场的代表人
数。那天在场的代表是 576 位。有效票数也是
576。开票结果，没有人弃权，也没有一张废票。

但是，揭晓结果却花了很长时间。这中间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9月 30日下午投票之后， 按照会议议程，

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全体代表和首都各界

群众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南端出席人民英雄纪
念碑奠基典礼。

下午 6 点， 天色已经渐渐地暗了下来，

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铲土奠基。这就是如
今确定 9月 30日为烈士纪念日的重要依据。

奠基之后，代表们又回到了怀仁堂。从下
午 4点多投票结束，一直到晚上等待宣布的这
几个小时里，政协负责选举的工作人员忙得焦
头烂额，有人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

监票组老同志回忆： 当票都回收的时候，

认真清点一遍以后， 就是发现毛主席少一票，

大家不相信，觉得一定是全票的吧，又重新清点
一遍，还是 575票。大家觉得特别遗憾，就请示了
周恩来，提出了两种意见，一种是重投，一种是不
公布票数。周恩来把这两种意见上报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人们能拥护毛泽东，也能反对毛
泽东，既不重投，也不掩饰这个事情。”

晚上 7 点半公布票数。选举结果，毛泽东
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投票是 576 人，

毛泽东得票 575。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
深、张澜、高岗任副主席。这时候全场起立鼓
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有一个人听说湖南湘潭的老乡毛泽东当
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非常高兴。他选了两
块拳头大的鸡血石， 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

一方是刻“毛泽东”，还有一方刻“润之”。这个
人就是画家齐白石。

开国大典公告和照片之谜

1949年 10月 1日清晨， 人们怀着兴奋的
心情， 从北京的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集中。

上午 10点钟，天安门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人们
不断地打听毛主席什么时候上天安门、开国大
典什么时候开始。

下午 2点 55分， 首届政府全体领导人坐
小汽车到天安门城楼下，毛主席一行踏上通往
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台阶，一步步走向了历史
的辉煌。

毛主席用扭转乾坤的巨手，按下了升起五
星红旗的电动开关。毛主席望着徐徐升起的五
星红旗，情不自禁地大声喊了一句：“升得好！”

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有
人居然在第一时间，把那份重要的公告原稿拿
到手了！

新华社记者李普只想在开国大典一结束就
尽快地从毛主席手里直接把这个稿子要过来，

如果毛主席跟民主党派的同志握握手， 再被中
央警卫局簇拥着一走，他不就拿不着了吗？所以
他就尽量往前站，站在了贺龙和陈毅的前面。到
最后， 他果然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毛主席跟
前，直接就从毛主席手里把公告给要过来了。

还有一个细节，本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站
得是非常近的，摄影师侯波为了拍到更多一些
人和更大的场面，拉开镜头距离，她就下到城
楼汉白玉栏杆边上，还往后仰身。朱老总特别
厚道，生怕她掉下去，就下来把侯波拽住：“你
可别掉下去了。”所以照片中就没有了朱老总。

10月 1日下午 4点，在雄壮的军乐队伴奏
下，人民解放军的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部
队、装甲车和坦克陆续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

有一辆坦克抛锚了，后面的坦克顺势把它推过
了广场。

隆隆轰鸣声从天上传来，人民空军的飞机
飞越天安门的上空。 这支新建立的飞行编队，

为了防止敌机的袭扰， 有的战机携带着弹药，

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记者柏生就坐在飞机上，

在空中俯瞰天安门广场。

入夜，游行队伍中许多人举着火把、灯笼，

向天安门城楼拥来。 据现在健在的陈震中回
忆，他当时年轻，才 23 岁，精力旺盛，走到广
场，加入狂欢的人群中。他的父亲陈巳生则和
老友马叙伦、包达三、刘晓等代表抒怀叙旧，直
到次日黎明。

1949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
搬家了， 从进北平之后居住的
香山双清别墅， 搬到了中南海
菊香书屋。 也就是这一天的晚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在邻近的怀仁堂
里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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