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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7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第一个春节。1949 年 12

月 23 日，中央人民政府

政务院第十二次政务会

议通过了《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全

国人民每年农历正月初

一 、 初 二 、 初 三 放 假 3

天，同时采取一系列措

施，确保群众过好春节。

1936 年 5 月 5 日，红一方面军东
征回师陕北后，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
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
电》。但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内战政策，
调集大批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进
剿”。为巩固、扩大陕甘抗日根据地，迎
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
大主力会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
定：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八十
一师和骑兵团，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
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
政治委员，向西进军，打击顽固反共的
国民党军马鸿逵部。部队分左右两路，
其中，左路由红一军团组成，辖一、二、
四师约 8000 余人，左权任代理军团
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红二师是红一军团的前锋部队，
在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的率领下，每
天下午4时出发，第二天9时前宿营，
于6月1日秘密到达国民党环县县政
府所在地曲子镇附近。据侦察员报告，

城中驻有马鸿逵部“悍将”冶成章部骑兵
数百人。杨得志和萧华交换意见后，迅速
命令部队包围曲子镇，并发起进攻。战至
夜晚，杨得志、萧华见敌人已经疲惫不
堪，立即派出精干部队，发挥红军夜战优
势，从两个方向迅速突入城内，很快消灭
守敌，俘虏冶成章及以下官兵150余人，
缴获枪支200余支。

首战旗开得胜后，杨得志、萧华率领
红二师和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向“马家
军”发起连续攻势，击退了马鸿逵部国民
党军的多次反扑和袭扰，于6月中旬，相
继夺取了固原北部清水河沿岸的七营等
要点，并乘胜向杨郎、头营、固原逼近。杨
得志、萧华率红二师驻防七营等地。

驻军期间，萧华认真执行党的民族
政策，通过反复教育，使部队指战员对做
好民族统战工作有了新的认识。指战员
严格执行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习惯，真心
实意地为当地各族群众服务。当时，红二
师驻地吃水困难，有的村庄要到十几里

路以外的山下去挑水。萧华等决定实施
“满缸水”运动，帮助各族群众挑水、挖井，
并帮助他们打扫街道和院子。同时，萧华
等组织力量，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
作，阐述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和革命道
理，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很快，各
族群众同红二师指战员熟悉起来，军民打
成一片，建立起水乳交融的联系。

马鸿逵对红军占领七营异常惊慌，
急忙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命令东北军
联合马鸿逵部进攻红军。争取、团结东北
军及一切抗日武装是红军西征的又一战
略目的。根据上级指示，萧华等向红二师
进行了关于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
教育，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并让大
家熟记了一些政治鼓动口号，排练了一
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

7月8日，东北军出动骑兵，配合
马鸿逵部向七营进犯。红军沿途向东北
军喊话，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东北军兄弟们，掉转枪口，打死卖国
贼蒋介石”。但东北军进攻部队置之不
理。奉上级指示，红二师会同兄弟部
队，对东北军骑兵予以反击，不仅击退
了他们的进攻，还缴获了枪械及骡马，抓
了许多俘虏。

红军对俘虏来的东北军官兵，都待
之以礼，给他们讲解抗日救国、一致对外
的道理，揭露蒋介石借红军之手消灭东
北军的阴谋。为了表示红军团结抗日的
诚意，红军将所俘人马枪支连同他们丢
弃的5000发子弹和马鞍子,全部送还东
北军。7月9日，红二师等部队又奉命退
出七营，进驻清水河东岸。

红军的诚意感动了东北军。自此，
红军同东北军及马鸿逵部队之间取得默
契，各守阵地，互不交战。其间，萧华
带领红二师指战员做了大量争取东北军
的统战工作。白天，两军沿河对峙；晚
上，红军战士拜访东北军官兵，赠送礼
品、食物。有的连队甚至直接整队组织
联欢，红军战士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
戏，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
激励东北军奋起抗日，打回老家去。在
数百里的战线上，红军和东北军变成了
共同要求抗日救亡的好朋友。每当蒋介
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红军时，东北军就先
通报红军部队，然后朝天空放枪。

7月底，红二师随主力集结在豫旺
地区休整，西征战役胜利结束。

萧华率师参加西征
贾晓明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秀峰在河北
临城领导抗战。期间，他一直穿着一
身打着补丁的粗布衣服。为了一双棉
鞋尽可能多穿一些时间，他补包头、
钉后掌，把鞋面缝了又缝。1938年立
夏后，杨秀峰还穿着这双破旧的棉
鞋。身边的同志劝他买双夹鞋换上，
杨秀峰说：“抗战经费这么紧张，能省
就省。”房东大娘知道后，连夜缝做了
一双粗布夹鞋，又把他的棉鞋给扔
了。第二天，杨秀峰实在找不到原来
的鞋，只得换上新鞋，并按价用自己
的钱付费。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杨秀峰任副主席，每天要处理很多重大
事情，连块手表也没有，一直看挂钟计
时。有同志认为很不方便，就选一块给
杨秀峰送去，让他工作时用，结果被杨
秀峰当即退回，还说“下不为例”。

杨秀峰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
严格要求家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搞特
殊”。1939年，他的夫人孙文淑任行署秘
书长，因没有钢笔使用，就托亲友从北
平买来一支较好的新钢笔。因当时根据
地实行供给制度，杨秀峰夫妇认为“太
贵”。有人建议可先用办公经费垫付，然
后再从杨秀峰夫妇每月的津贴中扣还。
杨秀峰坚决不同意，还是把钢笔退了回
去，让亲友把钢笔退掉，把钱用于购买
根据地紧缺的物品送来。

杨秀峰在“吃”上尤其注意不搞特
殊，并以身作则。抗战时根据地招待往
来同志吃工作餐，自己从不“陪吃”。
1941年的一天，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
长申伯纯公干来访，杨秀峰按规定招待
他吃白面馍和炒土豆，自己却吃小米饭

熬土豆。申伯纯觉得过意不去，工作人
员解释说：“这是秀峰同志的老习惯
了。”1943年，杨秀峰在临城县魏家庄村
召开四县敌占区士绅和知识分子代表
会议，会议上，杨秀峰端着锈迹斑斑的
粗瓷茶碗，喝着自制“山茶”，与士绅、知
识分子拉家常、交朋友。在根据地生活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杨秀峰抽出自己多
年节约出来的经费，向百姓购买了一头
猪、两只羊，用于招待参会进步士绅、知
识分子，而他自己则和部队指战员一起
吃红米饭、南瓜汤和玉米饼子。

杨秀峰每次下乡视察工作，坚决拒
绝宴请招待，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用
餐。有一次，杨秀峰带领秘书和警卫员
乘坐一条小船参加防汛工作会议。其
间，食堂同志见杨秀峰身体虚弱，工作
还夜以继日，就打算给他单独做些较好
的饭菜补补。杨秀峰闻讯后当即谢绝
说：“会议伙食就是我想吃的饭。”并
告知食堂同志：“千万不要做，做了也
不吃。”1949年秋，他带领20多人到
某地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当地同志为
表示对杨秀峰和工作组的热情欢迎，
为他们准备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杨
秀峰对当地同志说：“你们欢迎我，应
该多给我和上级提意见和建议，认真
汇报生产救灾情况。用这样的招待饭
欢迎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为了避
免浪费，杨秀峰让工作组的同志和当
地同志去吃，自己吃的却是小米粥和
萝卜条，饭后按定价付费。大家深有
感触地说：“杨秀峰同志拒绝招待，
身体力行，给我们全区各县干部上了
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杨秀峰艰苦朴素传佳话
梁银安

领导干部清廉节俭过春节

在新中国第一个春节来临之际，中
共中央就已意识到在保证人民群众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的同时，必须狠
抓党风政风，坚决杜绝旧社会、旧政府
在春节期间借机浪费、贪污的现象。
1949年12月3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
务院第十三次政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
了关于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
人员不得宴客、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
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春节
期间仍坚持工作。如1950年除夕当天，
陈云仍坚持召集中财委所属部的部分
部长开会，并在散会时提出：“明天就是
大年初一了，建议大家春节不要拜年，
想一下过去这一年干了几件什么事情，
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明年应抓几件什么
事，怎么干法。”

中央人民政府在庆祝新中国第一
个春节的各项工作中，均规定了除必要
的活动、程序外，一律不准铺张浪费、增
加群众负担。在《关于开展年节、春节群
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指示》中，要
求一切文艺活动“都要切实注意不妨碍
生产，不妨碍工作，不违背节约，并力求
与群众的政治文化学习相配合”。在《关
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新
年画在印刷上“必须避免浮华，减低成
本，照顾到群众的购买力，切忌售价过
高”。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
也联合发出通知，重申政务院通告，同
时要求：“现春节即近，我省市各级政府
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政务院的规定，
以保持我革命工作者的廉洁朴素作风，
而改变官僚封建社会的残余陋习，并即
转达所属一律遵行为要！”

开展春节拥军优属运动

1950年1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
务部发布《关于各地开展春节拥军运动
的指示》，指示称：“春节来了，各地应开
展拥军运动，宣传解放军的胜利及今年
解放海南岛及西藏的任务，写慰劳前方
战士的信，慰劳烈军属，纪念烈士，检查
代耕工作，在灾区对困难的烈军属生活
要得到帮助等。”随后，《人民日报》于2
月2日发表社论《展开春节拥军运动》，
号召各地领导人民群众在自愿的条件
下，对人民解放军部队进行慰劳，以此
提高烈属、军属的社会地位，形成关心
尊敬烈属、军属的新风尚。

北京市人民政府派员慰问警卫首
都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区分别向驻
军献旗、向功臣家属献花，全市各公园

及名胜古迹一律免费招待烈属、军属游
览。中共华南分局将2月1日至3月1日
定为拥军运动月，各省、市、专署、县均成
立拥军委员会，发动群众进行拥军、劳
军、慰问烈属、军属等工作。广州市各区
春节前后捐献拥军款项旧币达七亿元，
汕头市为烈属、军属门前挂上光荣牌、光
荣灯。陕北行政公署通过各种集会和群
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广泛宣传中央人
民政府西北军政委员会与陕西省人民
政府的成立和人民解放军辉煌的战绩
与不朽的功劳，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
发拥军热忱。民革中央也积极响应春节
拥军运动，致电全国各地分部响应各地
春节拥军运动，捐款慰劳烈属、军属，并
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并转
全体指战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千方百计保障市场供给

为春节期间稳定上海市场物价，中
央财经委员会从1949年12月起，从中
南、西南、东北等地调集大批物资到上
海。各级粮食公司为防止历来春节前粮
价上涨，在各大城市抛售各种粗粮，从
而使得粮价平稳，保障了群众的春节生
活。1950年春节后开市的第一天，上海
市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
开供应，挂出牌价还是和春节前一样，
使投机资本家操纵市场、哄抬物价的企
图破灭。在春节前夕的西南各地，西南
财经委员会积极指导西南各地大中城
市党委、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出台政策

措施，严禁黑市交易，打击投机倒把，保护
和鼓励工商业者正当经营活动，迅速赢得
了市场领导权和物价控制权，稳定了春节
期间的物价。在北京，北京市粮食分公司
提前在先农坛市场零售粮食，牌价仍照休
市前的价格，满足了市民的基本生活需
要。与此同时，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除在
春节期间准备充足的米面、食油外，还储
备了粉条、饼干、纸烟、糖果等副食产品和
各式各样的花布、毛巾、袜子、香皂等日用
品，特别为郊区农民预备了大量燃灯用的
煤油和窗户纸。市商业局所属零售公司配
合各区公所、区政府，面向劳动群众赶发
购粮证，满足年货需求。东北各地国营粮
食公司、国营商店及合作社，准备了足够
的面粉、大米、豆油、食盐，分拨东北各地。
东北粮食总公司为满足工人生活需要，向
本溪、鞍山、抚顺等工矿区增拨春节面粉
大米。

推出多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艺活动

1949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文
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年
节、春节群众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指
示》，明确新中国第一个春节的宣传重
点，倡议采取电影、戏剧、歌咏、秧
歌、大鼓、快板等形式丰富人民群众的
艺术活动，准备充足的短剧本、唱词、
歌曲等供给群众采用。全国各界文化艺
术工作者踊跃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号召，
开展春节群众文艺活动，提供品类丰富

的文化大餐。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
发动全国戏剧工作者举行新戏剧运动
周，上海市还举办了地方戏曲曲艺春节
演唱大竞赛，梅兰芳、周信芳等名家均
参与其中。山东各县农村中恢复农村剧
团1600余处，配合春节文化娱乐活动，
广泛地宣传生产救灾工作，鲁南农村剧
团排演《生产自救》等剧下乡演出。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会同北京文教
局召集全国文联、剧协、美协、音协等
单位，研究北京市春节文艺宣传活动，
成立春节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化部科学
普及局联合北京市文教局在和平门外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春节科学知
识展览会”，展览内容包括普通科学知
识，从猿到人和妇婴卫生知识等，并在
会场外组织游艺表演。中央戏剧研究院
自农历正月初四起，为工人演出《阶级
之爱》《英雄会》《好军属》《全家光荣》
《夫妻识字》等剧；中央戏剧学院、中央
青年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
戏曲界各班联合社自农历初一到初三演
出三天；华北电影公司举行苏联影片展
览，加强中苏友好宣传；组织巡回放映
队在郊区巡回放映 《回到自己队伍
来！》。春节前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签订。正月初一，天安门广场举行
了10万余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值得一提
的是，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
《我这一辈子》 于 1950 年春节前上映，
影片展现了北京近50年间的沧桑变化，
切合了除旧迎新的氛围，成为1950年春
节期间上映影片卖座最好的一部，可称
之为新中国最早的“贺岁片”。

传统加创新的年画

年画是中国人民最喜闻乐见的艺术
形式之一，通过年画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教育人民群众也是我们党自革命战
争时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优良传统。为充
分发挥新年画的宣传教育作用，中央人
民政府文化部于1949年 11月 26日发布
《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指出：
“今年的新年画应当宣传中国人民解放
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传共同纲领，
宣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宣传工农业
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年画中应当着重
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生活和他们
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新年画创作技
术、印刷、发行、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
也做出要求，同时提醒应注重与旧年画
行业和民间画匠的合作。

随后，各地美术界纷纷展开新年画创
作、出版、销售工作。全国美协及北京新
国画研究会等机构，赶制了40余种年画，
其中有张仃的《新中国儿童》、邓澍的《欢
迎苏联朋友》、冯真的《欢迎劳动英雄归
来》等彩色年画。杭州市组织彦涵、潘韵
等教授开展新年画创作运动，创作了《民
主反霸大翻身》《儿童献花给毛主席》《男
耕妇织》等30多幅年画。陕北文艺工作者
协会在创作新年画的同时，修改民间旧年
画《春牛图》《灶君图》等，增加新内容进
行出版。春节期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在
中山公园、厂甸分别设立了新年画流动销
售处，群众可自由参观选择购买，受到群
众的极大欢迎。石家庄市大众美术社采用
民间卖画的办法，打破“橱窗主义”，将新
年画一排排地用绳子悬挂在门外，招引无
数群众购买。为鼓励与表扬新年画创作，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还举办了全国年画展
览会，评选奖项、颁发、出版画集。
（作者单位：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

新中国第一个春节二三事
石绍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
合作正式形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周恩来任副部
长，主管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在周
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吸
收了田汉、张曙等一大批文化界爱国进
步人士加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
容。田汉被任命为第六处处长，主管艺
术宣传。

田汉上任不久，即组织动员演艺界
数十个团体在武汉三镇进行巡回演出，
并组织开展大规模歌咏音乐救亡活动，
观者如潮，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
武汉期间，田汉写了几十首歌词，其中
许多作品具有极大的抗战鼓动作用，深
受群众欢迎。1938年4月初，当前方传
来台儿庄大捷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
武汉三镇顿时沸腾了，田汉等决定举行
火炬游行进行庆祝。当晚7点游行开始，
10万多武汉市民高举火炬，走上街头游
行庆祝胜利。田汉直接参加了游行，回
到寓所后仍兴奋不已，当即赋诗一首:

“大火雄歌杰阁前，长江两岸万雷喧；江
头野老私相问：盛况何如北伐年？”写罢
意犹未尽，夜不能眠，于是又奋笔疾书，
创作了歌词《洪波曲》:“我们战黄河，我
们战淮河，微山湖水今又生洪波。不能
战者不能守，只有抗战到底没有和！敌
人速战不决奈我何，我们地广人又多，

父亲也不顾鬓毛皤，弟弟战死还有哥！
嘿，军民合作，官兵合作，全国成一个。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属于我！杀呀！最
后胜利一定属于我！军民合作成一个，
最后胜利属于我！属于我，属于我！”台
儿庄在微山湖以东不远处，且有京杭大
运河相连，因此田汉写下了“微山湖水
今又生洪波”的佳句。著名作曲家、第三
厅主任科员张曙接到歌词后，顿时豪情
满怀，连夜为歌词谱曲。曲调浑厚有力、
真挚感人，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田汉对
张曙的谱曲非常满意，于是集合六处的
工作人员，在清晨操练后请张曙教大家
唱这支歌曲。1938年4月9日，《洪波曲》
第一次公开演唱，就赢得了一致好评。

台儿庄大捷后，徐州会战在微山湖
东南鲁南苏北地区打响。周恩来指示第
三厅组织文艺界人士到前线劳军、慰
问。田汉认真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邀请戏剧家洪深担任六处戏剧科科长，
并派洪深带领来自上海的救亡剧团部
分演员，成立抗敌剧团第一队和第二
队，田汉和他们一起深入到台儿庄前
线，进行慰问演出，讴歌抗战涌现出的
英雄人物和事迹，并为将士们演唱《洪
波曲》等歌曲，激励将士们的斗志。此
后，这首雄壮嘹亮、慷慨悲壮的战歌迅
速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
军民的斗志。

田汉写歌庆祝台儿庄大捷
董学君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尚荣、朱辉照
分任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
五团长、政委。两人配合默契，指挥部队
战斗在华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
利，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抗
日军民亲切地称为“好搭档”。

1939年 3月中旬，八路军冀中军
政委员会根据冀中地区形势发展和对
日伪顽军斗争的需要，决定将第一二
○师和冀中军区的独立第四、第五支
队合编，先后组成第一二○师独立第
一、第二旅。其中，第七一五团与独立
第四支队合编成独立第一旅。原独立
第四支队司令员高士一是任丘有名的
爱国开明士绅，在冀中地区有较高的
声望和号召力，贺龙向中共中央军委
建议由高士一担任独立第一旅旅长，
朱辉照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旅长，
下辖七一五团、一团、二团、三团。高士
一主动提出承担后方工作，独立第一
旅的指挥主要由朱辉照、王尚荣负责。

4月22日，师首长在河北省任丘
县东南的大朱村召集朱辉照、王尚荣
等旅团干部部署整训事宜。突然接到
侦察员报告，河间之日军第二十七师
团第三联队吉田大队800余人带山炮
2门和数十辆大车的弹药北犯三十里
铺，有向齐会地区进攻的迹象。师首长
立即决定，集中2个旅和冀中军区第三
军分区兵力，利用齐会周围的有利条
件，力争将来犯日军歼灭。会议结束
后，朱辉照、王尚荣迅速赶回旅部，根
据师赋予的作战任务，对全旅作了周

密的战斗部署。
23日拂晓前,独一旅各部指战员

进入预定位置,做好了战斗准备。9时
许，日军向守卫齐会的八路军一个营
发起进攻，遭到顽强反击。朱辉照、王
尚荣当即命令七连突然从日军背后发
起攻击，与村内守军会合，增强了我军
防御力量。与此同时，二旅部队投入战
斗，对日军实施反包围。日军本想固守
阵地，等待援兵，但各处援兵皆被八路
军打援部队击溃。24日拂晓，敌人放弃
阵地，突围逃跑。

朱辉照得到报告，立即命令四连
先敌快速占领马村，堵敌逃路。敌人遭
到阻击后，又拼命从找子营村突围，又
被一旅主力堵住，双方激战至夜幕降
临时，一旅主力会同赶来支援的兄弟部
队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

朱辉照、王尚荣见敌人准备逃窜，
立即命令三团赶在敌人前面，抢占南留
路村，坚决堵住敌人去路。三团三营先
敌人数分钟赶到村内，与敌激战，关键
时刻，朱辉照冒着枪林弹雨赶到三团阵
地率领指战员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残
敌妄图夺路南逃未果，又集中力量猛攻
南留路村。此时，王尚荣已经命令二团
二营赶来增援，会同兄弟部队打退了敌
人最后的攻势，将敌人包围在一片坟地
里。黄昏，八路军各部发起总攻，终于全
歼包围圈中的敌人。

战斗结束后，朱辉照、王尚荣又命
部队穷追猛打“漏网之鱼”，结果有40多
名包围圈外的敌人被击毙。

齐会战斗“好搭档”再立新功
吴 舟

1950年解放全中国新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