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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位于北京西郊的香山满山叠
翠，游人如织。

70年前，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由
此让香山这座拥有近900年历史的古老园林，
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
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
挥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首站。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再
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革命历史，修缮复原
的香山革命旧址以及新建的香山革命纪念馆
13日正式向社会开放。

70年后的今天，人们可以在这里，回顾“为
新中国奠基”的历史伟业，重温中国共产党人
的爱国初心、壮志情怀和革命精神。

8处革命旧址首次开放
重温香山光辉岁月

从香山公园东门入园，拾级而上，便可来
到双清别墅。六角红亭旁，池水清澈，绿草茵
茵。屋内入口处，悬挂着一张毛泽东同志在香
山读报的黑白照片，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大
字赫然可见。屋内摆放着毛泽东曾使用过的
办公桌、沙发、床等家具及物品。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
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从西柏坡赶赴北平，25日进驻香山。原为清代
静宜园内松坞云庄的双清别墅，于彼时成为毛
泽东在香山的办公和居住地。直至当年9月，
毛泽东才从双清别墅移居中南海。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作
为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党中央所在地，巍巍香山
目睹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指点江山、挥斥
方遒的豪情，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各界
人士凝心聚力描绘新中国宏伟蓝图的艰辛和
荣耀。

在香山期间，中共中央指挥了举世闻名
的渡江战役，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角；
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奠
定理论和政策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
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起草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确定了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定了新中
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携手为新中国搭建“四梁
八柱”。

为了全面展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革
命历史，去年以来，北京市对香山公园内存留
的中共中央在香山的8处革命旧址进行了修缮
复原，其中包括双清别墅，修缮建筑达3600平
方米，修缮院落达1.8万多平方米。

香山公园党委书记孙齐炜表示，这是8处
革命旧址首次向社会全部开放，开放面积为香
山历史之最，“主要是向人们呈现出一个完整
的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旧址的历史原貌，生
动再现中共中央在香山艰苦奋斗筹建新中国
的场景。”

她说，过去，游客来香山感受红色历史只
能参观双清别墅，通过此次修缮，人们现在还
可以参观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几位同
志的办公居住地，以及中央警卫处、中共中央
宣传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图书馆、香山专用电
话局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处驻地等。

距离双清别墅不远、始建于明代的来青
轩，在1860年曾遭英法联军焚毁，后在遗址上
改建公寓。党中央进驻香山后，这里成为朱
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办公
居住地。

绿树掩映的静谧院落内，有几排灰瓦白墙
的平房。穿梭于来青轩，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
领导人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餐厅等，屋内
摆放着简单的家具陈设，一些实物展品也按照
原状进行陈列。

墙上悬挂的军事形势地图，书桌上的放大
镜、报纸和书籍……置身于高度还原的历史场
景中，人们似乎还能从工作生活的点滴，窥见
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呕心沥血忙碌的
身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双清别墅每年都迎来大量企事
业单位、学生团体和游客参观学习，成为开展
红色教育的热门场所。此次双清别墅内的毛

泽东办公居住房屋、“毛泽东同志在香山”展室
和六角红亭等建筑也得以修缮、完善。人们可
通过展览看到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些经典照片、
手稿和诗词、发给前线的电报电文等，了解他
在香山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记者从香山公园获悉，8处革命旧址共陈
列家具、办公用品、生活用品等各类展品9495
件，都是通过多方渠道征集、购置和复原的。
为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展品在展陈上颇费功
夫。大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沙发、警卫处的吉
普车，小到一根铅笔、一盒火柴，每件都经过反
复斟酌、比对，才最终确定。

上千件文物集结
开国大典“大红灯笼”亮相

在香山脚下，北京植物园不远处，一座坐
北朝南、依山就势的恢宏建筑——香山革命纪
念馆也拔地而起。纪念馆内，面积6000平方
米的《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
题展览，以全面丰富的展陈内容及多样的展陈
方式，向人们全景式生动呈现了以毛泽东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香山停驻期间为新中国诞

生奋斗的光辉历史。
新中式风格的香山革命纪念馆，总体布局

沿南北向主轴线展开，分为两层，建筑高度
22.5米，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在远山掩映
下，透露出自然质朴、稳重庄严的气质。

香山革命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唐开文说，为
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馆在设计建设
中也独具巧思。例如，在纪念馆南门，设置了
28根廊柱，象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
立28年的奋斗历程；用于举办重大纪念活动
和党员教育活动的南广场上，专门设置了国旗
及旗台，高度为19.49米；纪念馆二层东侧设置
的“四梁八柱”造型，蕴含着中共中央同社会各
界合力筹备新政协、组建中央人民政府，为新
中国搭建“四梁八柱”的寓意。

走进主题展览展厅，“毛泽东同志在香山”
大型雕塑映入眼帘。圆形屋顶上绘制的“蓝天
彩云”下，矗立着毛泽东的人物雕塑，其背后是
320平方米的巨幅油画作品《香山之春》。雕塑
左侧为“渡江战役”浮雕，描绘的是人民解放军
千帆竞发、突破国民党军千里长江防线的壮观
场景；右侧为“共商国是”浮雕，描绘了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20位民主人士共

商国是的场景。
唐开文介绍，此次展览突出政治性、时代

性、客观性和创新性，按历史发展脉络，由“进
京‘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

“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
斗”5大部分、15个单元构成，以珍贵详实的历
史照片、历史文物、档案及视频为主要内容，共
展出图片约800张，各类文物1200件。

此次展览还精心提炼了10个主要驻足
点，重点向人们展示北平和平解放、进京“赶
考”、西苑阅兵、渡江战役、政治协商会议、开国
大典等重要内容。

斑驳的纪念章奖章、渡江战役期间使用的
木船、被关押在狱中共产党人绣制的五星红
旗、西苑阅兵时毛泽东乘坐的同型吉普车、各
版本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徽样徽、国旗图案原稿、开国大典上升起的第
一面国旗及使用过的“九头鸟”喇叭……一件
件历史文物、一幅幅珍贵照片、一幕幕黑白影
像，都把人们带回那段惊心动魄、激荡人心的
岁月，新中国诞生的艰难、欢欣、荣耀，中国人
民解放军与老百姓的鱼水深情，都融汇于精心
布置陈列的展品展陈间。

纪念馆内的一大“镇馆之宝”是开国典礼
上悬挂过的两盏大红灯笼。据悉，为了装点节
日气氛，开国大典当天，天安门城楼上悬挂了8
盏大红灯笼。这些灯笼由曾在故宫扎灯的老
艺人和徒弟们花了三天三夜在城楼上制作而
成。每个灯笼高3.32米、周长约8米、重约80
公斤，需要3个战士手拉手才能抱住。而开国
大典当天使用过的10门礼炮也在展览中展
出。

此外，展览还重点展出《北平和平解放》
《西苑机场阅兵》《国共和谈》《渡江战役》《向全
国进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英雄
纪念碑》《开国大典》8部珍贵的历史影像纪录
片，并展出了由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30
秒珍贵彩色影像和8张彩色照片。

“我们希望通过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的历
史来反映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人为新中国奠
基的史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唐开文说。

还原历史铭记使命
“赶考”永远在路上

香山的革命旧址，大都多年未对外开放，
或封闭管理，或作为办公用房等，有的建筑年
久失修，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如何
将这些建筑及其环境最大限度保持和恢复
1949年的历史原貌？

香山公园副园长林毅说，在修缮过程中，
为了能全面准确地恢复历史原貌，施工人员本
着“修旧如旧”“最少干预”等修缮原则，从修缮
材料的选用、修缮工艺的选择等多方面采取措
施，同时将文物建筑的保护修缮和周边环境的
综合改造相结合。

为此，公园专门组建了项目专家委员会，
邀请了多名古建设计师和工匠，全过程加强
对工程建设的指导和监督，确保施工过程中
绿色、消防、文保、古树保护、环保等全面达
标。

在修复文物建筑的过程中，最大难度来源
于缺少建筑的详细图纸。林毅介绍，老工匠、
专家和工作人员们在动工前半年就开始搜集
资料，查阅了大量历史照片和史籍档案，收集
了1949年香山老照片100余幅。他们从每一
张老照片中挖掘窗户的形状、大门的朝向等细
节，从字里行间找寻建筑的样式和格局，还邀
请一些当年的工作人员或其后代实地回忆。
经过无数次踏勘讨论、反复推敲，才最终完成
历史原貌的恢复。

据悉，在修缮过程中，由于陆续找到新的
历史依据，以及保护修缮过程中发现的原有的
建筑工艺做法，设计师还对原设计稿进行了及
时调整和变更。在建筑材料上，不仅选取了原
文物建筑的部分原材料，还从山东、河北等地
专门选购旧物材料，一些新材料也进行了做旧
处理。在修缮手法上，则运用了多种传统工
艺，力求体现出庄重、古朴、沧桑的建筑风貌。

此外，革命旧址的院落布置也颇为用心，
比如经查阅史料，在“来青轩”院内种植了海棠
树，在中央警卫处院内布置了小菜园，复原历
史环境。配合革命旧址的修缮，园艺人员还种
下15种乡土地被植物，面积达6万多平方米，
营造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而在香山革命纪念馆的设计和施工中，也
坚持了绿色、节俭的理念，注重对香山历史文
化环境的传承和保护。例如，包括一颗钉子在
内的建筑材料全部采用国产产品，土方运用就
地取材，挖出土方就地消化，既节省材料又避
免扬尘。

唐开文说，纪念馆的设计方案几经论证，
最终通过减量设计让纪念馆从外观上缩减体
量，与西山的大背景融为一体；在施工中还保
留和最大化利用了原有场地的树木，并补种本
地树木，“建筑2.4公顷范围内原生的树基本上
都保留下来，大概接近500棵。”

70年前，香山见证了中共中央指挥解放全
中国、缔造新中国的光辉伟业，也为中国革命
精神园地树起了一座精神丰碑。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
王均伟认为，香山是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
的首站，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
要标志。

“香山是一个革命圣地。”孙齐炜说，当年
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就是为了迎接“大考”，“今
天，这场‘考试’还远没有结束，‘赶考’依然在
路上。”

在王均伟看来，中共中央在香山的革命
史，蕴藏着老一辈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人永
远奋斗的精神，这一点“在今天仍然可贵”。

“我希望大家都能来香山看一看，这儿对每
个人都是一堂生动的党史课，必将激励我们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
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为 新 中 国 奠 基
——揭秘香山革命纪念地

新华社记者 季小波 魏梦佳

中秋佳节、秋雨初霁。北京香山，岁月
静好，秋色宜人。修缮一新的双清别墅，保
持原貌，格外幽静，静待为游客讲述那段光
辉岁月。

香山革命纪念地包含香山革命旧址和香
山革命纪念馆两个部分。9时，随着香山公园
东门徐徐打开，香山革命纪念地正式向公众开
放。早已提前预约的观众跟随讲解员的步伐，
拾级而上，一同瞻仰革命旧址。

双清别墅内，六角红亭旁，一潭碧青的湖
水映出别墅的倒影。别墅内，办公室、会客
厅、卧室等陈设都一如当年原样：桌上的钢笔
报纸、床上的书籍、墙上的《中国解放区现势
图》，无一不向参观者叙述70年前的这段历
史。

来自山西大同的周学勤老人特意在中秋
节来香山参观革命纪念地，与新中国同龄的她

见证了祖国的发展。“新中国发展到现在，就是
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看到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场景，周学勤感慨万千。

香山革命纪念地内，来青轩、小白楼等革
命旧址属首次向公众开放。本着“修旧如旧”

“最少干预”原则，工作人员查阅大量历史照片
和档案，大到房屋布局，小到一碗糙米饭、一盒
火柴，最大限度还原历史。

“我时常告诉孩子，岁月静好，那是有人负

重前行。”行走途中，周学勤忽然对记者说，“年
轻人应该继续不骄不躁、艰苦奋斗，遵循历史
前进，不忘初心。”

香山革命纪念馆南广场，远处山峰郁郁葱
葱，近处19.49米高的国旗杆上红旗飘扬，风景
无限。

新建成的香山革命纪念馆内，《为新中国
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通过约
800张图片、报照、地图、表格和1200多件实

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
期间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的
光辉历程。

在“解放全中国”展台旁边，来自河南80
岁的老人张书显驻足凝视。“用蓝天当纸、森林
当笔、大海当墨，也写不完诵不尽这一路走到
现在的心情。”

张书显说，听父母讲述，他出生的那天，三

枚炸弹落到了附近房顶上，一颗都没有爆炸，
这才保住了性命。那时，穿的都是用污泥染黑
的白布，一家人当佃户受尽压迫。而现在他作
为退休教师，每月能拿4000多元退休金，他的
孩子们也继承他的衣钵，继续当教师。“为人民
谋福利，对孩子有一片赤诚的爱心，那就是我
教给儿女的初心。”

一张张旧报纸、一件件文物、一幕幕黑白
影像，都把人们带回那段惊心动魄、激荡人心
的岁月，新中国诞生的艰难、欢欣、荣耀，与老
百姓的密切关联，都融汇于精心布置陈列的展
陈间。

“以前的人非常艰苦，我们现在要珍惜幸
福时光，继续努力让国家更加强大。”看到照片
中的人们都穿着破衣服、生活艰苦，11岁的参
观者李郝嘉彤道出了心声。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香山革命纪念地开放首日见闻

新华社记者 陈旭 魏梦佳

9月13日，人们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参观《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

9月13日，人们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参观开国大典上悬
挂的两盏大红灯笼。

9月13日，游人在双清别墅内的毛泽东同志办公居住地参观。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