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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思琪

临近共和国 70 华诞，哈尔滨中央大街上游人
络绎不绝，一片喧嚣。在西七道街交叉口，一座有
着百年历史的三层小楼静默伫立。阳光透过细密
的枝叶，洒在墨绿色房顶和浅褐色墙面上，辉煌而
肃穆。

走进这幢古老建筑，迎面而来的是中俄双语
书写的“马迭尔宾馆”。71 年前的秋冬时节，一个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息息相关的重要活动——
筹备新政协与协商建国工作曾在这里进行。

哈尔滨，这个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也是中
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东北解放区首府。1948 年，
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秘密北上解放区的第一
批民主人士，在这里就筹备新政协进行讨论和协
商。他们或曾漫步在坚硬石块铺就的中央大街，或
曾在马迭尔宾馆彻夜不熄的灯光里酝酿……

11 月 25 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正式形成，这是一份具有政治协商与
多党合作象征意义的政治文件。马迭尔宾馆因此
见证了人民政协全新启航的历史时刻。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往来游客在马迭尔
宾馆驻足参观。一张张黑白照片诉说往事，一份份
名人手稿铭刻历史。透过历史的烟云，一同回溯这
段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辉煌往事，感怀中国共产
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协商建国的伟大征程。

（一）

1948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三年，国际
风云依旧变化莫测，美苏两极对峙，“冷战”阴云笼
罩在欧洲上空。此时的中国也沉浸在血雨腥风之
中，面临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

1948 年 5 月 20 日，古都南京。蒋介石宣誓出
任“中华民国总统”。此时，他却心绪愁闷、不胜哀
凉……

就在一个月前，毛泽东结束了一年多的陕北
转战生涯，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随即收到了
西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的捷报：人民
解放军光复延安。

4 月 27 日，毛泽东致信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城
市工作部部长的刘仁，请他代为邀请北平民主人
士张东荪、符定一等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就是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将会议的名称拟定
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地点是已经解放了两
年的哈尔滨，时间为 1948 年秋天。

（二）

5 月 1 日，属于劳动者神圣的节日。
按照惯例，中共中央都会在这个节点对外发

声，用宣言和口号向工人、农民、爱国者致敬。
1948 年的“五一”劳动节，自然会成为解放区内
外、关注中国前途命运走势的人们关心的热点。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
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群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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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由新华
社对外发布，新华广播电台做了广播。

5 月 1 日，《晋察冀日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
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为标题刊发了
全文。

5 月初，香港《华商报》以《中共中央重要宣
告》为题，刊发了“五一口号”。

香港，是当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大本营。
在“五一口号”发布的同日，毛泽东给远在香港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主持中国民
主同盟盟务工作的沈钧儒发去电函，对“五一口
号”做了进一步解释，并表示“会议的地点提议在
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

1948 年 9 月 12 日黄昏，一艘悬挂着苏联国
旗、名为“波尔塔瓦”号的货轮，躲过港英政府和国
民党特务的监视，离开香港，向北驶去。民盟中央
领导人沈钧儒、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谭
平山、原国民党军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农工民主
党执委会主席章伯钧，都在这艘船上。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卞晋平
说，这几位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民主人士，也是第一
批响应“五一口号”，前往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带动着他们的党和更多民主
人士，为创建一个新中国积极行动。

在哈尔滨市政协文史馆，一处雕塑还原了“波
尔塔瓦”号货轮北上东北解放区的场景。哈尔滨市
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张军说，当时沈钧儒
已 73岁高龄，他们还冒着海上触礁、被封锁拦截等
多重风险，义无反顾向着团结、统一、和平、民主、光
明的新中国前行。这也反映出当时由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已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据悉，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3 月，先后有
一百多位民主人士，分别从香港、上海和海外等
地，小规模、多批次、有计划地秘密抵达哈尔滨、沈
阳和北平。

（三）

哈尔滨，一座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城市。这里
原本是中国北方松花江畔星星点点的村落，随着
中东铁路的修建开通，哈尔滨就此改变模样，以与
其他中国城市迥然不同的风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1946 年 4 月 28 日，东北民主联军开进哈尔
滨，哈尔滨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也成为支
援解放全中国的重要战略大后方。

从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到镇压反革命和剿
匪的胜利；从改造娼妓、吸食毒品等旧习俗，到保
证城市生活、公共卫生和交通建设；从保护民族工
商业，到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从复兴民族文化教
育，到开创新闻出版事业……一项项方针在哈尔
滨酝酿产生，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管理大城市的探
索和实践，从这里起步。

1948 年 9 月 29 日，历经 18 天的艰辛旅程，

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终于到达了目的
地。此时，哈尔滨已经解放两年多，基本建成统一
而完善的人民政权，各项建设工作有序进行，人民
投身城市建设的积极性高涨。

“当时把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地址选在哈
尔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原秘书长黄小同说。

据中国政协文史馆研究部原主任陈海滨介
绍，为了接待好这批重要的客人，当时的东北局专
门成立了一个半公开半地下的招待处，负责几位
民主人士的衣食住行。这些民主人士在哈尔滨居
住的正是马迭尔宾馆。

如今，在马迭尔宾馆，当年民主人士下榻房间
的房门上都挂着一个铜色的铭牌——

“213，爱国民主人士谭平山先生 1948 年 10
月曾下榻于此房间”；

“215，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先生 1948 年 10
月曾下榻于此房间”；

“216，爱国民主人士蔡廷锴先生 1948 年 10
月曾下榻于此房间”……

考虑到他们都来自南方，没有抵挡东北严寒
天气的衣物，招待处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
貂皮大衣，配备了轿车供出行使用。

在哈尔滨稍作安顿，10 月 2 日，沈钧儒等致
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
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自西柏坡复电：
“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
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
主人士的代表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
行政治协商会议。”

（四）

就在民主人士准备北上的同时，1948 年 8 月
1 日，一次汇聚解放区和国统区 500 多名代表，共
商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大计的会议，在哈尔滨兆麟
电影院（今儿童电影院）召开。

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民革中央常委的
朱学范，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
动》的报告，号召国统区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朱学范之子、民革中央原副主席朱培康回忆
说，到了哈尔滨以后，朱学范到农村工矿调查研
究，一路上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深得人民的拥护。

在给李济深的信中，朱学范这样写道：“范到
哈尔滨已经有一个月了。住在这里受到了中共热
情招待……在哈市与沿途经过之城市，看到的人
民都是喜气洋洋，有了生气。”

朱学范还把自己在东北解放区的见闻，写成
《新东北的新气象》，发表在《东北日报》上。

9 月 29 日，朱学范从全国总工会的住所搬到
了马迭尔宾馆。随后，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王绍
鏊，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东北地区民盟组
织负责人、被誉为“东北人士的楷模”的高崇民，也
来到马迭尔宾馆与他们会合。

对民主人士来说，哈尔滨充满着异域风情和

神秘色彩。
据《蔡廷锴日记》记载，他和沈钧儒等四位民

主人士 9 月 30 日参观了哈尔滨市市容。“查该市
建立仅 50 余年，俄国沙皇时代即是俄租界，建筑、
街市民房均属西化，古迹甚少。抗战惨胜后，蒋介
石乘胜余威，收编伪满匪军，扩充其势力已达该
市，并利用土匪特务杀害中共重要军官李兆麟。中
共为不忘李功勋，市内设兆麟公园、影视场、学校
等纪念。”

这一年的松花江，出现了冰封后重又解冻的奇
观。目睹这难得一见的自然盛景，沈钧儒以《松花江
封后复开》为题欣然赋诗：“江心冻后见奔湍，雪意连
潮亦欠酣。地气也随人事转，从今北雁不须南。”

（五）

在马迭尔宾馆二楼，有一间不足 60 平方米的
会议室，如今既是会议室，也是历史陈列室。欧陆
宫廷风格装饰映入眼帘，70 年前的米黄色墙壁依
旧，欧式门窗、座椅、吊灯和壁灯依旧。

与 70 年前不同的是，墙壁上整齐悬挂了沈钧
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
民、李德全等人的肖像，及 1948 年在此会议室达
成的“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发言实录、《关于召开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的内容介绍等。

1948 年 10 月 21 日、10 月 23 日、11 月 15
日，三次“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在这间会议室里
召开。

10 月 21 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
东北局负责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沈钧儒、谭平山、
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就《关于
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交换意见。
座谈会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

“沈钧儒：民盟为维护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
争取民主的斗争，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许，民盟和
中共的关系益加亲密，促使民盟同志更加成熟，更
加进步。”

“谭平山：新政协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分担革
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为着
争取革命的提前胜利，是要大家多负责任的，而领
导的责任，更不能不放在共产党肩上，这是历史发
展上一种不容放弃的任务。”

“朱学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
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
23 日，与会的民主人士就筹备会的组成单

位、新政协的参加者、新政协重要讨论事项、如何
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以及筹备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等细节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哈尔滨，西柏坡，香
港……《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
案）》反馈意见和建议，在远隔万水千山的三地传
播。一封封电报、一段段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的文
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
与共的见证。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就沈钧儒等在协商讨论
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出答复。

与此同时，又一位引人注目的民主人士由
莫斯科来到哈尔滨，下榻马迭尔宾馆。她就是著
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

两个月前，冯玉祥夫妇及子女从美国启程，回
祖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途经黑海时，轮船起火，
冯玉祥和小女儿不幸罹难。李德全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冯玉祥遗志，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11 月 15 日，第三次座谈会召开。中共中央
东北局负责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国
共产党与 8 位民主人士，就中共中央 11 月 3 日
的答复再次进行商谈，各位民主人士完全同意
中共中央的答复，同时提出了两点新的建议。

一是新政协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和各地区代表一共 38 个单位组成，每个单
位有 6 名代表。二是假如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
随时协商，由筹备会正式决定。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卞晋
平说，正式的开会协商是三次，会下的沟通思
想、相互交谈就有无数次了……这些民主人士
刚来的时候，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渊源，经
过反复协商，共同为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会，达成
了一致意见。

黄小同说，到了讨论的最后，决定如再有增
加单位的提议，可以随时协商。实际上，这等于
给当时在观望和犹疑的国民党方面的开明人士
和进步力量，开了一个大门。

“这些民主人士在马迭尔宾馆协商讨论的
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关于建国程序的变化。”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巡视员赵士刚介绍，章伯
钧、蔡廷锴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说，新政协即等
同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直接产生临时中
央政府，这一点是当时非常需要的。这为 1949
年由人民政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

在哈尔滨政协文史馆，陈列着一份时间落
款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的手稿复印
件。这正是诞生于马迭尔宾馆的关于新政协的
一份历史性文件——《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这份协议对新政协筹备会做了明确规定：
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
号”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
派民主人士共计 23 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
的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筹备会的地址预定为
哈尔滨……

关于新政协确定为：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必
须排除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
反动分子；拟由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共计 38 个单位组
成；时间拟定在 1949 年；新政协的两项重要议
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
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

至此，这项牵动人心、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
派代表协商开启建国程序的文件讨论胜利结束。

这是民主人士到东北解放区后，在新政协
筹备活动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筹备新政
协活动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也是多党合作产生
的第一份重要文件。整个讨论过程，是民主协商
的过程，是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 1948 年 10 月 8 日周恩来率中央统战部
在西柏坡拟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草案）》算起，到 11 月 25 日达成正式协
议，历时 49 天。

从金秋到银冬，哈尔滨历经时节的变化，马
迭尔宾馆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
之一。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刘家
强说，它为后来新政协筹备会的成立、人民政协
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
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七）

1949 年春天，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批
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
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随着北平迎
来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将新政协筹备会议
的地点，由原定的哈尔滨改为北平。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

9 月 17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模式开始形成。各民主党派成为新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与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
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

（八）

回首往昔，在东北和全国解放战争不断取
得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
代表，成功探索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崭新
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

哈尔滨，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承
担并见证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启动协商建
国程序的历史重任，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一页。

放眼今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成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协
商民主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民
主党派、民主人士始终肝胆相照、同舟共济，一
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携手奋进，
创造新时代的辉煌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71 年前，人民政协曾在这里启航

图①：马迭尔宾馆外景。
图②：1948 年 11 月 25 日，《关于召开新的

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正式形成。图为其
手写稿复印件。（资料照片）

图③：位于马迭尔宾馆二楼的会议室，即新
政协筹备活动旧址。

图④：图为马迭尔宾馆二楼会议室悬挂的
民主人士肖像。 新华社记者杨思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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