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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古都：干部都带到了北平
始到 4 月底基本完成，共接管旧政府人员 5121
人，接收了国民党在北平城内设立的各地流亡
政府和流亡办事处，接管财经类单位 799 个，
人员八万余人。接管文化类单位 61 个，员工
2.3 万余人。
1990 年，编撰《彭真文选》时，彭真对马句
讲了北平和平解放和接管的三条经验。他说：
“一是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这是前提；
二是根据地和地下党协同作战的结果；三是由
于党中央、平津前线总前委和华北局制定了正
确的方针、政策，北平市委、北平市军管会、北
平市政府全力加以贯彻。”
春风化雨
同政府和物资的闪电接管不一样，文化和
外交的接管，不能用霹雳手段，要春风化雨，慢
慢来。这“两急两缓”，也是在进城前就定好的
方针。
在各文化单位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
于 1925 年在明清两代皇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49 年和平解放之后，北平这座凋敝、沉 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迎接解放的起 日，清华二校门贴出了当时全校 187 名党员及 国立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接管故宫的成功与
否，
事关整个文物接管工作的成败。
闷了多年的古城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成千 点。”在这里，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一 负责人名单，
从此党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
2 月 11 日，于坚等三位干部陆续进驻故
上万的干部汇聚而来，又步履不停，把这里改 百四十余人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公开过程中，为了将党“毫无顾忌地、坚决
造成了
“中国雄鸡”上的闪闪红星。
在这次奇特的集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 地、勇敢地放在太阳下，即千千万万群众监督 宫。多年后，于坚回忆说，在考虑接管会议应
“是北平改变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还 课，
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之下了”，群众可以自由参加各支部的党员大 该在哪里举行时，文物部的领导尹达提出，接
管故宫标志着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中国
是泥腿子们改变北平呢？”此种考验，对中共来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 会。
说，虽然棘手，却并不是无准备之仗。
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
党组织的公开大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 进行，所以这个会议应该在太和殿里开。
于是，在明清两朝皇帝的宝座前，尹达宣
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 威信，至 1949 年底，共发展了新党员 5860 人。
“干部都带到了北平
干部都带到了北平”
”
布了接管故宫的具体政策：职工原职原薪，院
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
闪电接管
长还是由马衡担任，各处各部的负责人也都不
1948 年 10 月底，筹划着去解放区受训的 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
滕藤（后任社科院副院长），突然得到通知，北 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堂互相看不
马句（曾任彭真秘书）本是从北大转移到 变。最为迫切的问题之一是，当时所有故宫工
平不久就要解放了，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 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泊镇的地下党，后被分派到北平市第八区工作 作人员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发薪水了，政府承诺
马上想办法，并且很快就照数补发给了大家。
王浒这才知道，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按照 委员会，
来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一直都
成了接管干部。
记忆犹新，组织上说：
“ 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 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 5 年，也就是 1952 年即
1949 年 1 月 25 日，他们从良乡乘大卡车到 这让故宫员工有了个共同印象：共产党人也是
做事很通情达理。
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可解放全中国。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 达海淀镇乐家花园等候进城。在颐和园北宫 普通人，
为了做到与原故宫人员“打成一片”，于坚
地下电台通讯员方亭回忆，迎接解放的任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 门的空地上，叶剑英给两千多名干部做了最后
等三位干部还特意组织了好几次文娱活动，包
务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大力宣传当前的形势 干部、准备人才。清华园里，每个教授身边都 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进城前的动员。
和我党的政策，大力争取群众了解。二是保留 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
他要求，在接管中一定要严守入城纪律： 括扭秧歌、跳舞和唱京戏等。
保护和发展文化，可说是接管和建设北平
更多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三是 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 入城机关、部队人员必须佩戴符号或持有证
当即开怀大笑。
发动群众保存档案、文物、文件和物质财产。 起了大秧歌，
件，入城军人须注意军风纪律，服装整齐，战斗 的一大亮点。当时的文化接管委员会，下设教
四是多方面了解情况，便于解放军进城后迅速
1948 年 12 月 15 日，当北平还是一座孤城， 结束后不准无故鸣枪。还有些更细节的要求， 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大部。在这个委员
建立革命秩序，可以顺利接管。
清华园就解放了。1949 年 1 月 10 日，北平军管 如通行时靠右边走，不准在市内骑马驱驰，汽 会，有很多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和
地下党还发动力量，将城里的袖珍地图都 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到清华，宣布这 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 40 里。不准在街上吃 艺术家，如钱俊瑞、沙可夫、艾青、范长江、田
买光了。各种情报在西柏坡汇总，被编为四本 里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国解放中，人民 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任何人员均有协助警 汉、胡愈之、吴晗、翦伯赞、周建人等。由于对
“ 共产党不
《北平概况》，作为黄泥警校“一百单八将”的课 政府接管的第一个正规大学就是清华。
备部队和公安机关举发破坏分子、特务分子的 知识分子采取了礼贤下士的态度，
本。
16 日，周恩来在对民主人士的报告中，重 责任，但非紧急情况下（如抢劫、放火、杀人 要文化”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北平的接管工作赢得了中外舆论的一致
后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涌回 申了中央对大学的政策，
“ 大学要维持原状。 等），
不得直接逮捕。
“ 叶剑英领
忆，早在 1948 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 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按：指吴玉章，当时任华
解放军入城当晚，军管会把接管干部也送 称赞。国民党《新闻天地》报道说：
克农就命他从各地遴选 100 名县团级以上干 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 进城内各处。马句他们二十多人，从西直门进 导的军管会，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
部，火速到西柏坡接受公安训练。训练班开始 校务，先维持下来再说。”
城，抵达珠市口大街的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 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几乎做到了尽
善尽美的程度。”
时，李克农又特意从北平地下党调来 8 名大学
就在办公室搭了个地铺睡觉。
由于采取了“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 后，
生，于是有了黄泥警校
“一百单八将”的绰号。 针，先于北平解放的各院校都实现了平稳过
第二天一早，马句就随队接管了国民党第
1949 年大事记
训练班的课还没讲完，北平就被围了。围 渡。
八区区公所。
“ 我按照旧区公所人员的名单一
1 月 10 日 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
城当晚，训练班提前结业，和同样是提前结业
一点名，让他们一一列队站好，然后介绍高云
“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
的三千余名华北局党校“南下干部培训班”学
超区长，请高区长对他们训话，叫他们把全部 管清华大学。
1 月 22 日 市军管会公布接管人员工作
员，一起组成了“燕山大队”，星夜北上，参与北
解放军入城式的第二天（2 月 4 日），刘仁 印章、文件、档案、资金、账单、房屋和一切设施
平接管工作。
决定召开地下党会师大会，开会地点在宣武门 统统交出来。宣布他们立即全部停止工作，听 条例及接管纪律。
1 月 31 日 中共北平市委迁入城内办公，
这些学员急行军时，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 外国会街北大四院（现新华社）。当时北平所 候审查，
分别录用。”
府的领导班子也定了：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 有的地下党员一共有 3376 人，由于会场容纳
人民政府挂牌时，马句还特地放了一挂鞭 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北平广播电
台及《华北日报》。
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同样被 人数的限制，
只有两千多人参加。
炮，
两百多市民都围上前来，
拍手庆祝。
2 月 4 日 市政府开始接管国民党市政府
毛泽东亲点的，还有北平市首任公安局局长谭
出于保密习惯，刚开会的时候，许多人还
2 月 18 日，市公安局在前门内的 16 号大院
政文。
戴着大口罩或帽子，彼此看不清面孔。彭真、 正式办公，门卫由旧警换成了公安大队战士。 机关。到 6 月，共处理旧人员 39135 名，其中留
为了党中央这个决定，李克农还生了一阵 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林彪等很多领导都讲 这半个多月来，市公安局共接管国民党警察机 用 30570 名。
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大会在国会街北京大
子闷气，他说：
“ 你们要走一个谭政文，我已经 了话，最让大家振奋的一句是，
“ 今天，北平的 关单位 32 个，特务机构 37 个，三青团机关单位
学四院召开。
是割爱了，还要我把为全国准备的干部都带到 地下党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此话一出，全 19 个，
可谓初战告捷。
2 月 19 日 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故宫博
北平，别的城市怎么办？”可周恩来认为，北平 场沸腾，所有人都把帽子扔上了天，扔掉了口
谭政文带来的这“一百单八将”后来成了
不能有闪失，不仅把“一百单八将”都拨给了谭 罩，彼此相认。很多人指着对方说“原来是你 北京市公安局的创业元老。初创的北平公安 物院。
5 月 1 日 市政府作接管工作总结。市府
政文，还交代说：
“ 你到北平的任务，就是把北 呀”，
然后握手、拥抱。
局，正副处长、公安大队大队长均由地旅级干
平的治安搞得清清楚楚，迎接中央进城。”
“一
彭真和李葆华把刘仁从后排请起来，彭真 部担任，处以下科长和分局则多配备了县团级 各局、各处、各区政府及所属各学校、各企业单
各医院等已先后接管。
百单八将”后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创业元 对大家说：
“ 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 干部。如此高配，足见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接 位、
7 月初 中共北平市委将全市各工厂、
学校
老，其中还出了两任公安局局长。
斗争、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
管。
（孙文晔 ）
七八千名接管干部聚到京郊的良乡后，叶
“啊！”台下骚动起来。在城工部，大家亲
为了迅速摸清北平治安情况，谭政文还大 的党组织全部公开。据《北京日报》
剑英和彭真在一座大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 切地称刘仁为“老头儿”，而绝大多数地下党员 胆启用了一部分旧警察，对于原来的国民党旧
训。叶剑英明确告诉大家：
“ 北平将来有可能 与这位
“熟悉”的领导人素未谋面。
警官员，
他也能根据特长安排岗位。
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
会师大会上还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党
1949 年 2 月 12 日，北平举行各界庆祝解放
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 的工厂、学校、机关支部全部向群众公开。这 大会，天安门广场聚集了 20 万军民。时任北
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件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在当时却颇有些 平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在大会讲话中
风险。
说，
“ 北平人民不仅仅是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自
“一所人民的大学
一所人民的大学”
”
刚解放的北平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国 由和民主，而且北平的和平解放，也为中国人
1948 年 8 月中旬，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 民党特务大部分潜伏起来，散兵游勇刚刚开始 民解放事业创造了新的榜样。”
浒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永茂建筑公司。到了永 收容，同时，北平党的组织与上海等地的地下
值得一提的是，接管过程中，干部们虽然
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 党组织还有许多联系，因此各工厂、学校党的 每天都要加班加点，但他们睡的是地铺，吃的
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头 组织一时还无法公开。稍有差池，很可能带来 是窝头、小米饭、卤咸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
儿”刘仁，
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不必要的损失。
装，脚上蹬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
回忆这段往事，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
北平市委对公开身份做了充分的铺垫，最 过着当时北平最低水平的生活。
中共地下党 2000 余人在四院礼堂
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
“真没想到，这个地 后决定，在“七一”前公开所有党组织。6 月 28
据档案记载，接管工作从 1 月 31 日进城开
参加会师大会。图为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