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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人民政协”的“大红灯笼”
朱 彦 闫树军

天 安 门 城
楼 上 第 一 次 悬
挂 “ 大 宫 灯 ”
是 在 何 时 ？ 从

“新政协”筹备
会 到 “ 人 民 政
协 ” 会 议 ， 从

“ 大 宫 灯 ” 到
“ 大 红 灯 笼 ”，
名 称 与 数 量 有
了 怎 样 的 变
化 ？ 谁 设 计 了

“大红灯笼”的
图 样 ？ 又 是 谁
制 作 了 “ 大 红
灯笼”？

1949年 9月 28日，天安门城楼上的
大红灯笼制作如期完成后，张致祥调来
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开始悬挂大
红灯笼。然而，这八个庞然大物却难以
驯服，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挂上去！苏
凡和小野商量后决定：把灯拴在横梁
上，两旁砸两个铁环用以辅助。这招果
然行。

八个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
楼上，给古老的城楼增添了别样异彩。
周恩来在最后检查验收时，握着“艺
人”们的手说：精工细作，谢谢你们
啦！当时称“艺人”，实为我们现在所说
的“大国工匠”！让我们记住第一批为天
安门增色的人：尹作滨、李冬雪、钟
灵、苏凡、肖野、森茂、李仙洲、薛威
海、李光祖、李洪斌、谢庆寿、武秀
华、吕玉沛、吕哑巴等。

以上文字记述，真实地说明了：北
平城的大红灯笼、新华门上的大红灯
笼、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与“新政
协”“人民政协”密切相关。“大红灯
笼”实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展现
了协商共进，携手建国的洋洋喜气，彰
显了革命成功、执政事业起步的红火高
歌！

从1949年七个“大红灯笼”首次亮
相北平城，到八个“大红灯笼”首次亮
相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这不仅是北平与
北京称谓的改变，也不仅是灯笼个数的
区别，更是新生共和国“人民意志”“民
主结晶”的生动展现。

从1949年至今，天安门城楼的大红
灯笼，精彩亮相在国家庆典的节日里或

八个“大红灯笼”
亮相天安门

1949年7月7日，在北平的天安门广场举办
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不仅是为了
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也是为了庆祝新政
协筹备会成立。《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城楼
上高悬七个大宫灯，插有三十面红旗。在毛主席
和朱总司令巨幅画像之间，是一巨大的红色五角
星，闪耀夺目。”

七盏大红宫灯，与“七七”相契合。这是宫
灯第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截至目前，还没有寻到1949年6月15日新
政协筹备会开会当天的新华门照片。但值得庆幸
的是，中央新闻摄影厂的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
拍摄了参会代表乘车进入新华门时的情形。从影
片中，我们看到新华门悬挂着“新政治协商会议
筹备会成立会”的横幅。当然，我们从影片截图
中，还发现了在新华门八个廊柱间悬挂着七个大
红灯笼。

新华门的这一布置，是新政协筹委会的精心
设计，是将“中国红”第一次完美绽放在北平
城：大红灯笼与红色廊柱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整
体。红底白字的会标，靓丽醒目。其设计的主要
人员有：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秘书长、政协筹备
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刚从东北美术工作室调
到北平的张仃；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
钟灵；国立北平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他们共同
研究如何在新华门上体现“新政协”的“新”元
素：红灯笼、红廊柱、红会标，将中国传统节日
的“张灯结彩”“红红火火”率先展现在新政协
筹备会上，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设计方案报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等审定
后，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传阅中央书记处和部分
民主人士，得到一致认可。据此，钟灵书写剪刻
制作了新华门上的大会标，其余的装饰布置工作
交由国立北平艺专的董希文老师负责。董希文老
师曾带领他的学生，于2月12日完成北平和平
解放大会的天安门城楼主席台的设计布置任务。

红灯笼悬挂在新华门上，这一全新的布置设
计，赢得了各界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由此，

“大红灯笼”与“新政协会议”结了缘。这一热
烈、红火、喜庆的传统，由此开始，延续至今，
并不断延伸扩展。

如果说，新华门的设计布置是预演的话，那
随后在天安门召开的大会，则是预演的延伸。董
希文老师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又承接了北平市
委、市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布置天安门城楼，主
题是北平各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暨庆祝新政
协大会。在布置完新华门之后，董希文老师收到
北平各界的反映，普遍认为“红色”喜庆热烈、
积极向上，在廊柱的长方形内安置椭圆宫灯，既
是传统的延续，又是对传统的创新。基于这些反
映，董希文老师几乎是用一个新华门设计的“翻
版”，布置了天安门城楼。同样，影像留下了历
史的精彩一瞬，也留下了历史的经典永恒。当
然，对于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出现的“大红灯
笼”，《人民日报》还是谨慎地使用了传统语句：
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七个大宫灯。

1949年 7月，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
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为副主任的开国大
典筹备委员会，专门负责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
其主要工作有三项：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成立典礼；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
举行人民群众庆祝游行活动。这些工作由中共中
央直属机关、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共同承担。

随着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整体推进，开国
大典的筹备工作及实施方案、场地确定、主席台
的布置工作都紧张有序地进行起来。

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部拟定了阅兵地
点在天安门广场和西苑机场的两套阅兵方案。8
月 17 日，华北军区将两套方案同时送到了
周恩来的办公室。17天后的9月2日深夜，反复
权衡比较后，周恩来下定决心，提笔写下了这样
的意见：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阅兵地点确定在天安门后，将天安门城楼作
为主席台的布置工作就成为重中之重。华北军区
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张致祥，被任命为天
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由他领衔，很快确定了
参与天安门城楼布置的人员：钟灵、张仃、周令
钊和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等。他们经过紧张
的研究讨论，充分发挥艺术才能，一致确定要把
中国传统的喜庆元素融入开国大典这一伟大时
刻，更加突出“中国红”，以表达红色革命、红
色胜利！很快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图呈报到
周恩来的办公室。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呈报的几份设计草案
中，一眼就看上了这份设计图稿：天安门城楼十
个廊柱间悬挂八个大红灯笼；两侧分展四面，共
八面红旗；天安门广场矗立国旗杆……周恩来将
扎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的彩球去掉。他认为，红
灯笼、红旗，天安门红墙，协调一致，既符合中
国传统和民族风格，又能充分体现出开国大典浓
厚的喜庆气氛。去掉过多的点缀，是为了显示国
家庆典的庄重。

七个“大红灯笼”
亮相北平城

1949年 9月 20日，中央有关部门及华
北、北平市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召开会
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公推聂荣臻为筹
委会主任，下设有秘书处、宣传部、布置
处、指挥处四个部门。布置处主要负责布
置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安装广场旗
杆与各类大会器材等各项工作。

9月21日16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
会筹委会秘书处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形
成六项决议。这比“人民政协”的正式开
会，早了3个小时。

22日，北平建设局又报请大会筹委会
布置处申请领取四枚职员证，以资佩戴。
就在这一天，布置处聘请的“手艺人”也
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些“手艺人”是专
门为城楼制作大红灯笼的。

说到这些“手艺人”，就必须说一说，
多年来一直流传的书籍报章上关于开国大
典和大红灯笼的多种记述。

199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舒云
（贾舒云） 的《开国纪事》，作者在书中详
细记述了大红灯笼的制作过程。后来舒云
又推出多个版本的简述文章，如在2011年
《东方收藏》中，她以《两位日籍解放军设
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为题，进行了记述：

…… （华北军区政治部） 副主任张致
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
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
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
——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四十岁，森茂
三十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
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
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
美术家。

……
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

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
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故宫，在清宫档案
中查到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住在西城区
丰盛胡同。七十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
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天安
门城楼上转了三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
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
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八
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
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
三天三夜，他们没有离开城楼。离庆祝大
会还有一天时，八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

在舒云的文章中，提到了“两位日籍
解放军”，还提到了请一位老艺人到城楼上
做大宫灯。因为她的文章刊发得较早，各
媒体日后多是引述她的说法，就连一些电

视台的纪录、档案类节目，也直接“摘述”，
广泛流传。

1997年，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钟
灵的《奋斗与机缘》。书中写道：“布置天安
门城楼最为繁重的任务是制作和安装八个大
红灯笼。这八个灯笼是张仃和我设计的，每
个灯笼的直径两米多。我曾开玩笑地对张仃
说：灯笼做好后，里面可以坐四个人打扑
克，因为灯笼太大，我们跑遍了北平城，竟
然找不到敢承包这个活的工人。后来终于
在前门外廊房头条一家‘小器作’（即做红
木家具的作坊） 里找到了一位尹师傅，他
一听灯笼是为新中国政府成立用的，便满
口答应。说是拼上老命也要将灯笼做成。
第二天，他就带了一班徒弟到天安门城楼
上干起来。”

1998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贾英延的
《天安门》，书中写道：“苏凡直奔故宫，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浩如烟海的清宫档案中，还
真记载了一位健在的扎灯老艺人。他们根据
提供的地址，在前门外寻到了这位姓尹的老
师傅，请他出山”。

这些出版物，在大红灯笼的设计上，有
了“差异”“不一致”之处。但在大红灯笼的
制作上，又基本上趋于“一致”：找了一个姓
尹的师傅。

“找了姓尹的老艺人”，对不对呢？姓
尹，全名叫什么呢？

2020 年 12 月 28 日，德州新闻网上刊发
姜仲华撰写的《齐河人尹作宾：制作开国大
典天安门大红灯笼》一文。文章写道：尹作
宾，二十世纪初出生于齐河县马集镇尹庄
村，因家境贫困，十一岁逃荒去北京，拜著
名手工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宾虽没读过
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脑筋想
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表现出极高的
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手艺，他在北京成家
立业。1949 年开国大典时天安门的大红灯
笼，就是他制作的。

这篇文章给出了具体名字：尹作宾。这
个名字对不对呢？

应该说，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师傅，是对
的，但名字准确的三个字应该是：尹作滨。

1949年时，尹师傅并不是一位“七十多
岁的老艺人”，也不是生活居住在“西城丰盛
胡同”：

尹作滨出师之后，便在前门外廊坊二条
甲 37 号创立“永顺成小器作”。当会场布置
科长钟灵、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登门请
尹作滨为天安门城楼制作八个红灯笼时，他
激动地说：共产党是恩人，解放军都是好
人，又是为新中国开国大典，我一定尽心竭
力把灯笼做好。因为灯笼直径达到两米以
上，鉴于运送不便，尹作滨提出现场制作。
那个时候十岁的儿子尹盛喜在天安门城楼上
跑上跑下，有时送送饭，还帮着打打下手。

1949年，尹作滨三十七岁。

至此，关于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大红灯
笼的制作，理应清楚了。2015年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推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口述史系列”之《北京灯彩传承人李邦
华》。

李邦华口述中，提到了天安门城楼大红
灯笼是他师傅设计的。他师傅叫李冬雪。

北平解放后，北平军管会派人来到华美
斋，希望制作八只大红灯笼用于开国大典悬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李冬雪带领华美斋众师
兄弟，联合文盛斋、文华阁两家诸位师傅，
接受了设计并制作大红灯笼的任务。

李邦华的这段口述，有两处明显的“硬
伤”：一是说军管会派人到华美斋；二是说他
师傅设计并制作。

从史实来说，应该是新政协筹委会会务
组或开国大典筹委会的工作人员派人请他
们，不是军管会的人请他们；天安门的设计
布置效果图，是开国大典筹委会人员设计
的，李冬雪没有参与设计，是参与制作。

在舒云女士的著书和文章中，多次提到
“两位日籍八路军”参与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
楼的布置设计。她的说法，多来自于苏凡和
他的夫人田华的记述、口述，也与山田晃三
撰写《白毛女在日本》一书有关。在这本书
的第三章中，用较多的篇幅记述了小野在中
国进行舞美设计、参加华北电影队、参与开
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设计的情景。其
记述引用了森茂的日记和苏凡的回忆。2008
年 （贾） 舒云女士发表《日本美术家和天安
门宫灯》。2009年贾舒云给张致祥写信，再次
陈述天安门城楼大红灯笼的设计问题，随信
附寄她在《青年参考》上发表的《开国大典
巨型宫灯出自日本画家之手》。

因工作关系和居住的便利，我曾多次采
访百岁老人张致祥和他的夫人伊芝，他们将
（贾）舒云寄给他们的相关资料，提供给我用
于研究。张致祥以极清晰的记忆，讲述开国
大典前后的工作日常和紧急、突发情况的处
置。特别是将开国大典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
前夕，天安门城楼布置、修缮和国旗杆电动
升旗装置的调整，还有移到天安门前的石
狮、华表的珍贵影像一并给我，用于考证
研究。

影像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细节：
1949年9月，“人民政协”大会秘书处和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委会提出开国
大典会场的两个备选方案。在得到明确以天
安门为主的批复后，“人民政协”大会会务组
的张仃、钟灵、周令钊等绘制了天安门广场
布置效果图。在具体任务下达到华北军区
后，军区党委经研究，明确由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张致祥担任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总指挥。
于是，张致祥将其华北军区舞美队的主创设
计人员抽调进来，增加天安门广场布置力
量。华北军区舞美队队长苏凡将一直从事舞
美设计的“两位日籍八路军”带到布置团
队。随后，他们一起对天安门广场布置效果
图作了更为精细化的处理。

天安门城楼布置的重点是制作和悬挂大
红灯笼。于是，钟灵、苏凡等人在前门的

“灯笼大街”找到了尹作滨。尹作滨是木匠，
做灯笼还需要篾匠，于是他们到华美斋，请
李冬雪参与大红灯笼的制作。

关于大红灯笼的多种记述

重大活动上，这就使她有了浓重的“政
治身份”。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时
间内，悬挂她都是使用的“抬举”之
法，这也足显她的“分量”。当然，在时
代前行中，对她也有过“变革”。1994
年 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5
周年，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原有的
四对巨型大红宫灯停止使用，代之以折
叠式新型宫灯。由首钢承制的大红灯
笼，全部是钢龙骨结构，这种新型钢结
构折叠式灯笼，具有便于运输、吊挂和
收存的三大优点。悬挂前，钢结构的灯
笼像雨伞一样收束着，用升降机把灯笼
推举悬挂，然后转动下灯盘处的机械装
置，收束着的灯笼就像伞一样被撑开，
变大、变圆。

对于天安门城楼上原有的四对巨型
大红宫灯，除了妥善保存外，还有了另
外一个惊人之举：拍卖。

1995年 2月18日，天安门城楼旧宫
灯专场拍卖展示活动在北京朝阳体育馆
举行。19日，在拍卖现场，有竞拍者以
1380万元竞拍到曾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
上的东二、西二这两个大红灯笼。

诞生于首届“人民政协”会议期间
的“大红灯笼”，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保
存好并让她说话，让历史活起来、传下
去，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如今，天安门
城楼上每到节日，都要悬挂上大红灯
笼。这八个大红灯笼的制作，也恢复并
延续了传统的制作工艺手法。而原有的
大红灯笼，在国家博物馆的 《开国大典
精品展》 和香山革命纪念馆 《为新中国
奠基》 展陈中，继续向观者讲述着“人
民政协”“开国大典”的红色故事。

（本文作者朱彦为西北政法大学教
授、民盟盟员，闫树军为北京古都学会影
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开国大典大红灯笼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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