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七十载奋斗
历程，时间记录下辉煌，
历史刻录下经典的瞬
间。本期《海南周刊》推
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特别策划——我们
的国庆记忆”——从亲历
第一次开国大典的海南
人，到海南人民庆祝第一
个国庆节的盛况；从“国
庆”“新华”们的深情讲
述，到影视与歌曲中的经
典爱国情怀作品，这组报
道从不同角度，串联起
“我们的国庆记忆”。

1949年10月1日，成千上
万的人群聚集天安门广场，参
加新中国开国大典。时任新华
社琼崖分社记者的冯子平跟随
黎族领袖王国兴，与毛泽东、周
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同一时刻，登上天安门城
楼，见证了这一庄严神圣的时
刻！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从中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
西头，频频向游行的群众招手，
挥帽致意。游行队伍的群众振
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
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岁！’……”70年后的今天，
89岁的冯子平老人，依然记得
当时激动人心的情景，一切似
乎未曾远去。

2019年9月26日，冯子平
先生在海口回忆起参加开国大
典这一幕时，仍深感自豪。他
是开国大典的亲历者之一，而
他的这次难得的经历来自一份
看似与他无关的中央电报。

中央电报 密令进京

1949年 6月，当琼崖纵队
还坚守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准备
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岛时，
中央准备召开全国第一届政协
会议。6月28日，中共琼崖区
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
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从内部
机要电台收到中共中央统战部
的一份电报。报文说：“黎民中
能否派一代表参加新政协，如
有适当人选，望即开报姓名简
历并准备经港赴平 速复。”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位于海
南岛中部白沙、保亭、乐东山
区。当天晚上，接到紧急通知
的冯白驹立即叫警卫员告知几
位区党委领导开会，研究中央
的电文。大家认为，黎族领袖
王国兴功劳最大，黎族代表非
他莫属。1943年，王国兴领导
白沙黎族起义，反抗国民党统
治，支持和配合琼崖纵队开创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贡献巨
大。可是，王国兴不会说普通
话，没有秘书，没有掩护，他要
独自走出还处在敌军封锁中的
海南岛，参加全国性大会，谈何
容易。于是，谁是最适合掩护
并担任翻译的人选成为区党委
领导们焦虑的问题，最后，经过
一番讨论，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就落在冯子平身上。

“我有泰国华侨护照，而且
是新华社琼崖分社记者。刚从
南洋回来的我又会说普通话，
区党委决定让我和王国兴同志
扮演一对华侨父子，对敌口径
是儿子回乡接‘父亲’到南洋
去。于是，我变成了王国兴的

‘儿子’。8月初的一个早晨，我
们在地下交通员的掩护和带领
下，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从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出发，渡海
闯关，取道香港，在香港乔装打
扮一番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派人送我们上船，经过一个多
月的辗转，我们终于到达了北

平。”冯子平回忆道。
冯子平原名冯裕深，1930

年出生于泰国一个华侨世家，是
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烈士
的侄子。1928年8月，琼崖讨
逆军总司令、琼崖工农革命军总
司令冯平，在海南澄迈英勇就
义。他的侄子冯子平日后追随
他的革命足迹，从南洋返回琼崖
参加革命。1949年9月底，接
受光荣而又艰险任务的冯子平，
经过一个多月的辗转终于到达
北平，他与王国兴一起经历了此
生最难忘的历史时刻：

“在这次意义深远的第一
次全国政协大会上，王国兴和
我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宋庆
龄、周恩来等开国领袖，还有一
大批从前只能在书报中知道的
著名人物沈钧儒、李济深等。9
月27日，政协会议最后一次发
言，我认真履行了作为王国兴
秘书的重要职责：我先写出初
稿，念给王国兴听，由他修改，
反复地练读。会议开始了，轮
到王国兴上台，他用黎话讲了
几句，接着用海南话开始发
言。我则站在麦克风前，用普
通话翻译王国兴的讲话，台下
一阵阵的掌声。人们第一次听
见来自海南岛的真切的声音，
民族大团结的气象温暖着每一
个盼望着新中国成立的人的
心。”冯子平回忆道。

登上天安门城楼
亲见开国大典

对亲身经历开国大典这个
一生中最难忘的瞬间，冯子平
曾撰文回忆——

10月 1日下午2点，毛泽
东主席在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副主席和各位委员宣布
就职。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
全国政协大会结束后，王国兴
和我接到政协秘书处的通知，
我们可以上天安门观礼，见证
开国大典，这是何等让人高兴
的事情！记得是10月1日下午
2点多，我们和少数民族政协代
表坐车来到天安门后面的空地
上。我们“父子”俩沿着城楼西
头的楼梯，一步一台阶地往上
走，走完百步石台阶，终于到达
城楼上。

2点50分，毛主席和新当
选的副主席、委员踏着石台阶
徒步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
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
立即在城楼东侧的播音话筒前
广播：“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
楼！”男播音员接着播道：“中央
人民政府的全部委员登上了天
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的全
国政协委员和贵宾们热烈鼓
掌，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双眼
睛仰望天安门城楼，掌声雷动，
响彻云霄。下午3时整，中央
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
国大典开始。

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
前，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庄严宣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顿时万民欢呼，天动地
摇！城楼下200名军乐队队员
奏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
激动人心的国歌声中，毛主席
按下升旗电钮，第一面五星红
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迎风飘扬！这时，54尊
礼炮齐放28响，阵阵炮声，震
天动地！

升国旗和放礼炮之后，毛
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公告。在公告的末尾，毛
泽东主席向各国政府宣布：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
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
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
之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主席宣告完毕，司
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
《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
长由东三座门乘敞篷车开到东
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由
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
表两车相遇。聂代总长行了一
个军礼，并报告：“中国人民解
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总司令
检阅！”朱总司令回礼后，驱车
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
单广场，直到东交民巷，由东而
西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
军乐队奏《军大校歌》《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
等解放军军乐曲，响彻天安门
上空。

此时，受检阅的三军和群
众队伍，开始通过天安门主席
台。人民海军的水兵身着崭新
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主
导，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天安
门。接着，是多兵种的代表部
队。步兵师通过主席台后，炮
兵师、战车师的队伍相继开
来。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
1900余匹马，以五马并行的队
列通过天安门。当战车师通过
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
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
一批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
人们挥动帽子、手帕，向空军欢
呼。受检阅的部队人数达1.64
万人。

王国兴站在天安门上，看
到人民解放军的雄师，赞不绝
口。他说：“真威武！怪不得国
民党几百万兵被消灭。”转身又
问我：“小冯，解放军打到哪里
了……”此时的海南岛仍在决
战的前夜，还在国民党的统治
之下，王国兴一定是极度想念
海南岛，想念仍在敌手把控下
的家乡了。离家毕竟将近两个
月了。我回答说：“湖南和平解
放了，解放军打到广东了。海
南岛不久也会解放。”

一生勤奋 著书立说

冯子平先生一生经历丰
富，获得众多荣誉，著作丰硕。
他曾担任海南日报副总编辑，
是新闻战线不老的战士。1990
年，他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
侨外事工委副主任的岗位离
休，开始专注于华侨历史的写
作。晚年的他更加倍地投入巨
大的热情和心血，书写海南岛
上的英雄往事，致力于华侨系
列著作的写作。

1988 年从《海外春秋》开
始，冯子平以难以想象的勤奋与
毅力，先后推出专著《华人英才》
《琼侨春秋》《华侨华人史话》《冯
平传》《海南侨乡行》等作品共
400多万字，在海内外华侨中享
有声誉，为研究中国华侨史和海
南华侨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珍
贵的历史资料。但是，作为一生
最难忘、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莫
过于亲历了开国大典，见证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庄严成立的那一
刻！那一瞬间已成永恒，值得永
久追忆和自豪。

青年冯子平（右）和他的叔父
在海南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黎族领袖王国兴（1894-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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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