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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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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东方欲晓
———五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解说词

■编者按：

9月29日至10月3日每晚7时30分， 湖南卫
视、芒果TV、金鹰纪实卫视同步播出五集电
视文献纪录片《东方欲晓》，这是系列文献纪
录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第二季，也是湖
南广播电视台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特
别推出的作品。 纪录片以1948年初春东渡黄
河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
段为背景，沿着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足迹，见证
共和国诞生的峥嵘岁月。 本报刊出全片解说
词精简版，以飨读者。

前苏联摄影师拍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实况
全彩影像截图。（资料照片）

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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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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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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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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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第一集 《黄河东渡》

一个世纪久盼的时刻，终于来临。
有些场景，让你毕生难忘；
有些时刻，让你荡气回肠；
有些话语，如磐石之刻；
有些气魄，如壮阔波澜。
1949年9月21日晚7时，他走向主席台。
中南海怀仁堂里， 响起了长时间不能停

歇的掌声。
他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

会议致辞。
还是他那熟悉的湖南乡音， 还是他那习

惯的有力手势。
“诸位代表们，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感

觉， 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
上， 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
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掌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 � � �再不是一盘散沙，再不是四分五裂，再不
是低声下气，再不是做牛做马，再不是任人宰
割，再不是饥寒交迫。

他说：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被人侮辱
的民族了。

一位作者写道：“毛泽东的诗， 常于马背
上构思，却具有战略家的目光。这诗人轻易不
朗诵，而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便站成
了世界的诗眼，嘹亮了东方。”

诗人一唱，东方破晓！
今天， 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和它带领劳

苦大众走向新中国的故事，从黄河边上讲起。
1948年初春，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前委

机关来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从撤离延安算
起，他已经在陕北转战了整整一年零五天。

这是怎样艰苦， 又惊心动魄的一年零五
天啊！

1947年3月18日早上，延安王家坪毛泽东
的窑洞附近落下一颗重磅炸弹。 毛泽东拿起
警卫员捡到的弹片，笑称：好啊，可以打两把
菜刀用用。

第二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空
城一座。

这张照片， 抓拍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
后。任弼时表情凝重，背对着毛泽东抽烟。
围绕毛泽东要不要过黄河， 他们曾有过激
烈争论。

毛泽东始终坚持留在陕北。 中共中央最
终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
任弼时等率领中央前委留在陕北。

为了拖住胡宗南，为其他战场“减压”，
毛泽东指示，要将他还在陕北的消息传出去。

1947年5月， 在蟠龙战役祝捷大会上，周
恩来宣布： 毛主席还在陕北， 党中央还在陕
北。

参加祝捷大会的军民，一片欢呼！
6月初，胡宗南终于侦测到王家湾的电台

信号，4个旅直扑王家湾， 中央前委纵队紧急
撤离，双方距离相隔仅一个山头。

两个月后，在佳县五女河，毛泽东又一次
险些落入重围。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辗转中， 毛泽东指挥
着各野战军陆续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强渡黄

河，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此召

开扩大会议。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在沙家
店打了一场胜仗。 毛泽东说， 用我们湖南话
讲，陕北战争已经“过坳了”。

1947年11月22日， 毛泽东和前委机关进
驻杨家沟，在这里一住整4月，期间主持召开
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杨家沟会议”。这
个会议召开前两个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宣言》里，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蒋
介石，建立新中国”。

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1948年3月21日，
中央前委机关从杨家沟启程，3月23日到达川
口。他终于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去迎接新中
国的到来。

第二集 《滹沱河畔》

东渡黄河后的毛泽东一路横穿山西、进
入河北。

在河北阜平城南庄， 毛泽东修改了中共
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第五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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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先
生，看到口号时激动难掩。他脱口而出：这是
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就要出现了呀！

1948年5月27日， 毛泽东离开城南庄，于
傍晚抵达西柏坡。

时隔70年，西柏坡人依然清晰记得，1948
年是那么的热闹和欢快。

“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
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
粮食， 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眼看到了
冬天了……给您捎去了一件皮大氅、 一双靴
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一位东北
的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它辗转几个月，
才转到毛泽东手上。

此时，新老解放区正掀起“土改风暴”。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对话毛泽
东：“当我问毛泽东对最后胜利是否有任何
怀疑时， 他的回答甚至连军队也没有提。只
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
好不好……”

在西柏坡， 毛泽东在先期抵达的任弼时
的住所旁找到两间空屋，随即搬了进去。屋顶
很薄，室内也不通风。夏天到来，屋子里闷热
得透不过气来。卫士们想到一个办法，气温升
高后， 他们就开车带毛泽东去找一个小树林
临时办公。

在这间“临时办公室”里，毛泽东迎来了
刘邓大军、 陈粟兵团和陈谢兵团在中原地区
彼此策应的“五路大捷”。三路大军共计歼敌
20余万，包括开封、兖州、樊城、襄阳等敌方据
点被一一攻克。 蒋介石一直坚信且宣扬的人
民解放军没有攻城能力之说，被无情戳破。

一个月后， 除东北方面负责人因交通条
件限制未到，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各解放区
和军队，均派出了主要领导来到西柏坡。中央
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举行，史称“九月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未来新中国
的政权性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组织形式，
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确立了未来新中国的国体
和政体。

在西柏坡有一个长廊，墙壁上镌刻了数十
封电报。仅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向前线共计
发出电报408封， 其中毛泽东本人起草了190
份。

这时，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发来一封
电报，建议大军暂不过江，而在江北准备大的
战役。毛泽东收到电报后，整整失眠两天，随即
他要求发报，请陈毅、粟裕立即赶来。经反复讨
论后， 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采纳粟裕建议，确
立了集中兵力，在中原战场上大量歼敌的作战
方针。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
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基本
被消灭。55岁的毛泽东也长出了第一根白发。
毛泽东说：“白了一根头发， 胜了三大战役，值
得！”

1949年1月31日是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
正式接管北平城防，也是这一天，苏联中央政
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了辞旧迎新、喜气洋洋的
西柏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会见
米高扬，谈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问题，还有中
国革命的进展情况，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
建设、民族问题、外交问题。谈话结束后，米高
扬对翻译师哲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
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米高扬走后不久， 西柏坡迎来了一场盛
会。这个名叫“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被认为
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这段征程有一个特殊的
称呼，“进京赶考”。

第三集 《“赶考”路上》

“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和海外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启程北上。

有23位民主人士来到西柏坡，投入筹建新
中国的工作。他们被给予了极高礼遇。新房，新
家具，伙食上给予小灶待遇———每人每天供给
白面1斤3两，每月肉7斤2两。

费孝通、雷洁琼等一行人，是毛泽东在西
柏坡邀请的最后一批客人。他们乘车前往西柏
坡的路途上，迎面而来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送
粮队。费孝通后来说，他对中国农民的重新认
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雷洁琼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
治”呼声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大声。他说，事情要看
得长远些，立场要站在人民的角度，不要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

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庆典
上，雷洁琼、田汉等人站在正阳门城楼，看到人
民解放军迈入正阳门，立刻被震天的口号和招
展的红旗包围了。全副武装的人民军队从正阳
门大街往东，直接走进俨然“国中之国”、中国
人不得擅入的使馆区。 毛泽东为此有特别指
示，“美式坦克、大炮都要拉出来……通过东交
民巷。”

1949年3月的西柏坡，就连房子也不够住
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律两到三人共一
间住房。

80多平方米的机关大食堂被征用作为会
场，3月5日午饭后，摄影师苏河清将一台摄影
机摆到大门一侧。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见，
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聊得热闹。 贺龙孩子气
地走了过来，竟然直接就走过了会场大门。

会议开始了， 毛泽东毫无仪式感地穿过
会场，走上主席台。

他说：今后，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
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 不能很快学会
生产工作， 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恢复
和发展， 获得确实的成绩。 我们就会站不住
脚，我们就会失败。他还说：资产阶级的“糖衣
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机关终于要迁赴北平了。毛主席
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要“进京赶考”去了。
周恩来就说，我们“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来
呦。主席说，退回来就是失败，我们不要学“李
闯王”……

中共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车
到清华园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晚，新华社向
全国播发：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

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听到后， 重重叹了
一口气，说道：“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25日上午， 毛泽东一行转乘汽车来到颐
和园。秘书叶子龙买了一些芝麻火烧和熟肉。
毛主席说，子龙，你还挺会买。这是北京一个
名小吃，我30多年前就在北平吃过。恰是30年
前的北平之行，毛泽东读到《共产党宣言》《阶
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毛泽东曾说：“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 毛泽东、 刘少
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北平西苑机场，
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
人见面，并检阅人民军队。

当晚，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第四集 《双清纪事》
1949年4月下旬，这一天，摄影记者徐肖

冰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了快门。
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他拿着

的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字赫然在目。
半个月前，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见了国

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
4月20日，《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21日清晨，当张治中
起床推开窗子，报童们“号外！号外 !毛主席、
朱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 的卖报
声已响成一片。

在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之际， 一艘悬挂英国
国旗的军舰驶入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东突击集团
防区。前线来电后，毛泽东回复：“凡擅自进入战
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南京解放，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仍
然未走。他奉命同中国共产党接触，但美国国
务院提出的承认新中国的基本条件， 是中国
共产党不能接受的。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

以普通侨民身份离开南京。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

系》白皮书。毛泽东写了数篇评论，其中以《别
了，司徒雷登》最著名。毛泽东写道：“封锁吧，
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5月初的北平，景色宜人。5月初，毛泽东
专程前往颐和园探望柳亚子先生。 在双清别
墅期间， 毛泽东还邀约了众多民主人士亲切
交谈。他的细致周到、待人以诚，令人动容。

转瞬已是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毛泽东要做一篇大文章。这就是《论人
民民主专政》。它科学、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
的性质、构成、前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际，毛泽东告别双清，
正式移住中南海。

第五集 《日出东方》
1949年10月1日。这天早晨，北京飘起了

细雨。天安门广场上，早已聚起成千上万参加
大典的人群。前一天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
基仪式上。毛泽东宣读了他亲拟的碑文：三年
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
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
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永垂不朽！

这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的《共同纲领》
草案原件， 毛泽东至少做过共计200余处修
改。在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
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起着临时宪法的
作用。

新中国成立在即，万事丛集。9月25日，在
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有关国旗、国歌、国徽的
协商会。关于国歌，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
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
就这样定下来吧。关于国旗，毛泽东手里拿着
复字32号即五星红旗图案说到： 我看这个图
案表现了我们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现在要团
结，将来也要团结。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于1949年10

月1日下午3时开始。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一一念出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委员的名字，可是，委员们并没有都莅临这
个重要时刻。陈赓，是抱着收音机收听开国大
典实况的。而正在宁夏前线的耿飚，也是抱着
收音机，凝听来自北京的声音的。为组建新中
国空军忙碌的刘亚楼，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筹备处收听盛况。

在香山养病的任弼时， 傍晚焦急地站在
门口等待参加庆典归来的女儿。 女儿高兴地
给他讲了大典盛况。任弼时专注地听着，神情
喜悦。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穿着的主席礼服，是
特别赶制的，挺括、簇新。礼服里面却是另一
番景象。据卫士回忆，毛泽东在礼服里面，竟
然是套了一件破了四个大窟窿的羊毛衫。

伟人亦有乡情在。得知曾经给自己站岗、
送信的堂弟毛泽连还活着， 毛泽东希望他也
能来参加开国大典。只是毛泽连紧赶慢赶，还
是没能赶上大典。毛泽连回乡时，毛泽东送给
他一个棕黄色旧皮箱， 那是杨开慧当年的嫁
妆，还有7斤红片糖。

开国大典这天， 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站了
六七个小时。 他不断挥手向群众致意， 高呼

“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人民
万岁”。回到中南海驻地，女儿李讷问：“爸爸，
人民群众喊你万岁， 你喊人民万岁， 真有意
思！” 毛泽东回答：“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直到凌晨4点，毛泽东仍无睡意。他让卫
士拿来《史记》，看着看着，他忽然放声说道：

“我们革命不容易啊， 有多少同志献出了生
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
们还高兴。”言罢，毛泽东的眼中涌出了泪花。

（总导演 夏蒙 章红伟 总撰稿 李向前
夏蒙 杨壮）

荨荨（上接1版①）
“悬挂式单轨电车一般铺设在城市中

景观优美的路段， 无疑可营造一个新的网
红打卡地。”蔡豪表示，车辆还可根据业主
需求，地板材质使用玻璃，看上去更像空中
栈道， 而且， 嵌在绿化带中的每一根轨道
梁，边长只有900mm，看上去很精致。

“挂”在半空中的单轨电车长的什么
模样？在10月18日至20日举办的“2019中
国国际轨道交通装备博览会”上，人们即
可在通号车辆的展厅，通过1:10的列车模
型，一睹其风姿。

更智能：智轨电车，融合
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优势的
跨界之作

见多了需要在地面铺设凹槽的有轨
电车，一种只需在地面画出虚线轨道，就

可以沿虚线不偏不倚行驶的智轨电车吸
引了人们的视线。

这样的神奇， 到底是虚线轨道下有
何奥秘，还是电车本身长了“智慧眼”？

这样的神奇， 全凭采用了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车株洲所”）创新团队自主研发的“虚拟
轨道跟随控制”技术。

“这种智轨电车，看起来是不用铺设凹
槽的无轨，实则有轨。”中车株洲所的技术
人员告诉记者， 智轨电车沿地面行驶的虚
线轨道，材质其实很普通，与斑马线属同一
种材质，但在电车的车头，装有摄像头和图
像识别系统等， 可以识别路面虚拟轨道线
路，将运行信息传送至列车‘大脑’（中央控
制单元），根据‘大脑’的指令，在保证列车
实现牵引、制动、转向等正常动作的同时，
能够精准控制电车行驶在既定的“虚拟轨
道”上，实现智能运行。

这样的智轨电车， 省却了开挖铺设
轨道的麻烦，成本也大大降低。

由于智轨电车采用高铁柔性编组的
模式，能根据客流变化调节运力，比如采
用标准的3节编组时， 电车可载客超过
300人，5节编组时可载客超过500人，能
有效解决普通公交车载客量小的缺陷，
大大提高运力。同时，智轨电车采用类似
高铁的双车头设计，省却了掉头的麻烦。

据介绍，中车株洲所已在株洲神农大道
建了一条3公里的株洲智轨示范线，从神农大
剧院站首发，途经珠江北路站、黄河北路站、
体育中心站。您来到株洲，只要有时间，就可
以去免费体验。在10月举办的轨道交通装备
博览会上，还将组织株洲论坛，届时参加此项
主题活动的代表，也可前往体验一二。

据了解， 株洲智轨电车目前已实现
市场化销售，今年，已有近10辆智轨电车
运往四川宜宾，并已建成线路试运行。

荨荨（上接1版②）
假日期间， 全省各地严格落实假日

旅游应急协调机制，落实24小时值班制，

保证值班电话24小时畅通， 及时有效处
置假日旅游消费投诉、 行业舆情和涉旅
安全事件。截至目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值

班室共接到旅游投诉电话4起，12301网
上投诉平台收到投诉8件，均按照属地原
则进行交办。

荨荨（紧接1版③）永州龙家大院古村、谈文溪
古村、大观古堡人山人海。衡阳双水湾生态旅
游景区、洣江生态观光园、红灿园生态农庄等
星级乡村旅游区引来大批游客， 感受乡村田
园生活。

文旅深度融合，旅游产品供给日趋多元。
雪峰山雁鹅界古村景区彩旗猎猎，人头攒动，
花瑶同胞用质朴的感情， 为游客献上一道道
颇具烟火味的“民俗大餐”———“雁舞金秋·花
飞花瑶”喜宴和夜间实景剧演出。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公司实控人陈黎明说， 这场民俗文
化实景剧， 充分展示了雪峰山秀美的自然风
光和花瑶文化的独特魅力， 让游客陶醉在花
瑶的故乡。 岳阳张谷英景区开展了打铁、绣
花、纺纱民俗活动，通道皇都侗文化村推出的
祭萨、火把送宾等侗族原生态表演，都成为吸
引游客的“法宝”。

大好河山更添爱国豪情，红色旅游受到追
捧。韶山、刘少奇纪念馆、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
区， 前4日分别接待游客26.66万人次、12.86万
人次、4.7万人次。胡耀邦故里旅游区、秋收起义
纪念园、怀化芷江抗战受降馆、城步老山界景
区等游客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