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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夕，国民党重庆舰起义，这艘
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舰和
574名海军官兵成功投入革
命阵营。党中央对此极为重
视，对重庆舰官兵在未来人
民海军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
寄予厚望。

在人民解放军还未正式
建立海军之前，“重庆舰”就
已被纳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
斗序列，1949年 3月15日，
率舰起义将领邓兆祥被任命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舰”
舰长。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
司令发电勉励重庆舰起义官
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
设的先锋”。

重庆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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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是站得远，才能一窥
全貌，但也只有站得足够近，才能
感受到震撼。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
巡洋舰重庆号，从英国接回来刚过
半年，就在上海吴淞口成功起义，
驶向山东解放区烟台港。向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重庆舰往
事时，纪墨语调平缓，却仍可令人
感受到那关乎民族命运和个人生死
的使命感。

重庆舰起义时值三大战役尾
声，当时舰上进步士兵和潜伏的中
共地下党员，秘密串连，组成“重庆
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简称“解委
会”，共有27人。让人意外的是，彼
时舰上还另有一个起义组织，共16
人。他们的起义活动是从 l948年
11月底、12月初开始酝酿的。这两
个起义组织分别按照各自的计划平
行活动，只是在酝酿起义发展人员
的过程中，有些成员之间相互发生
了联系。但囿于当时环境，两个起
义组织间一直没有建立横向的组织
联系。

2月25日1时30分，解委会按
计划发动了起义。首先切断了电话
电源、无线电天线和备用电源，控
制了总办公室，并关闭了电台；同
时控制哨兵后取得武器；再拘禁了
全部军官；用事前拟好要移动锚位
的“假命令”，唤醒海员、技工起来
发动主机；最后去做邓兆祥舰长的
工作，请他出来领航开船。

纪墨说，邓兆祥事先并不知道
舰上酝酿起义的事，当起义士兵去
到他舱室里请求驾舰时，邓兆祥还
对此表示了怀疑。

在邓兆祥身边工作期间，纪墨
有机会和老首长探讨这些细节。

“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相
信。首长说，他当时觉得是国民党
当局在试探他。”纪墨说，当年国民
党内部派系斗争严酷，而刚直不阿
的邓兆祥，从不归属于某一派，自
然也得不到信任。但邓兆祥已有一
定的进步思想基础，并有应变的思
想准备。为了弄清情况和对全舰官
兵负责，他没有马上轻易表态。当
他和解委会负责人王颐桢、武定国
等人谈完话，又叫来轮机、航海等
各部门的军官询问，在了解解委会
士兵们是真正起义，军舰备航、开
动也没有问题时，毅然支持和参加
了起义。

邓兆祥亲自制定航线，下令开
航，并指挥航行，保证了起义的成
功。

“首长曾说，这个起义必须要成
功，如果不成功，舰上五六百人的
生命就无法保障。”纪墨解释，要将
这么庞大的军舰顺利开赴解放区，
需要复杂、专业的操作，仅靠几个
人的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当时
邓兆祥不赞成，解委会的士兵是无
法成功起义的。

2月26日晨7时许，重庆舰顺
利驶抵山东解放区烟台港。两个起
义组织派出4位代表上岸联络，向
烟台军政领导汇报了重庆舰起义情
况。根据烟台军政领导的指示，当
天下午请邓兆祥舰长等上岸共商军
舰的有关事宜。

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根据中央
指示，3月3日晚重庆舰驶离烟台，
4日晨抵达东北葫芦岛深水港。3
月5日邓兆祥舰长率全舰574名官
兵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3月15日，东北军区正式任命邓兆
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舰舰长，
任克加为政治委员。3月 24日毛
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复电邓兆祥
舰长暨全体官兵并予以嘉勉，勉励
重庆舰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
海军建设的先锋”。

他们是震惊中外重庆舰起义574人
他们是开国大典阅兵式受阅“第一兵”
他们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国平施诗晨 摄影 吴枫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的历次国庆大阅兵中，大都是
陆军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
最前列，而唯有1949年开国大
典的阅兵式是按照“海、陆、空”
的顺序进行，由人民海军方队打
头阵。

走在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
队伍最前面的海军方队主要是
由两部分组成：军官方队来自安
东海校的学员；水兵方队则来自
华东海校的学员。

为何这次是海军方队在最
前面？纪墨说，关于阅兵仪式上
各军种的排列顺序，世界上并没
有形成统一的惯例。在开国大
典阅兵式上，海军方队打头阵，
一方面符合当时“海陆空”的习
惯称谓，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
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的结果。
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当时参加阅
兵的陆军部队基本上都是从战
场上直接下来，只经过简单训练
的野战军。海军方队是以起义
的重庆舰士兵为主体，他们又都
是经过严格正规训练过的海军

军人。因此，把海军方队排在开
国阅兵的最前列，完全可以看作
是党和人民对建立一支人民海
军的高度期许，以及对军队正规
化建设的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阅兵
中，走在受阅部队前面的擎旗
手，就是“重庆舰人”李冠英，是
从安东海校学习时被抽调的50
名学员之一。李冠英也因此被
称为“开国大典阅兵式第一兵”。

从如今留存下来的影像资
料中，可以看到李冠英手持军
旗，阔步向前。李冠英老人生前
曾说，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当走
到天安门前，军旗下垂45度的时
候，正赶上刮风，军旗卷在了旗
杆上，没有完全展开。

还有一个人有必要提一下，
就是孙国桢。纪墨说，在新中国
成立后进行的13次国庆阅兵，他
10次担任海军学员方队总教练
和顾问，他是我军唯一一位“队
列教授”。

孙国桢曾是重庆舰27人“解
委会”成员之一。本来他应该是

因在邓兆祥将军身边工作近十
年的缘故，纪墨对“重庆舰人”有着
一种特殊的感情。

纪墨说，重庆舰起义一共有574
名官兵，但具体名单今天已无法确
知。

“我清楚地记得，是2004年5月
20日寄出了第一份资料征求表。因
为有个‘邓兆祥将军警卫员’的身
份，所以得到了众多“重庆舰人”的
信任和响应，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收
到了近百位‘重庆舰人’的回信。”纪
墨说，但截至到目前，也才收集到近
两百人的图文资料，仅仅是总人数
的三分之一。

纪墨为寻访到的老兵每人建立
了一个档案袋，他要留住这些记
忆。在他看来，“重庆舰人”这个称
谓，充满着“重庆舰人”之间同舟共
济的丰厚感情。他们的起义壮举早
已被人们所熟识，但他们在起义后
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却鲜
为人知。

随着这些老兵年事已高，纪墨
的紧迫感愈发强烈，在采访结束后
的半个月时间里，就有两位原重庆
舰的老兵离世。

封面新闻：作为重庆舰历史的
守护者，这些年来一直不断搜集这
些老兵的历史。搜集这些老兵资料
的过程，是否容易？是否找到了全
部“重庆舰人”？

纪墨：因为曾在邓兆祥将军身
边工作近十年的缘故，对“重庆舰
人”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就
有了为这些老人编一部名录的想
法。我记得，是2004年5月20日寄
出了第一份资料征求表。因为有个

“邓兆祥将军警卫员”的身份，所以
得到了众多重庆舰人的信任和响
应，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收到了近
百位“重庆舰人”的回信。还有很多
老人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搜集这些老兵资料太难了，我
从2004年至2012年用了8年时间，

也才只收集到100多位的图文资料，
仅仅是574位起义官兵总数的五分
之一。因为当时我还在部队，去各
地找寻到老兵本人的机会很少，主
要是靠通信。这些老兵大都高龄，
写信字体不好认，打长途电话询问，
浓浓的乡音很难完全听懂，再加上
时过半个多世纪，每个人的回忆或
多或少的有些出入，总之难度非常
大！

我在去年和今年组织的“追寻
人民海军的足迹”浙东行和辽东行
活动中，曾看望过两位重庆舰老
兵，分别是浙江宁波的高玉兴和辽
宁大连的王寿榓，却都是在重症监
护室。

封面新闻：从重庆舰起义官兵
名单上看，有很多四川人（包括直辖
前的重庆），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数
字，起义的574名官兵中有多少四川
人？为什么地处内地的四川人，会
报名参加海军？

纪墨：由于年代久远，以及重庆
舰资料档案的缺失，要准确说出起
义官兵中四川人的具体数字已经没
有可能。但根据我们对所掌握的重
庆舰官兵名单进行分类指标统计分
析，重庆舰上的四川籍人员所占比
例比较高，约占11%，也就是超过60
人，排在浙江、江苏、广东三个沿海
省份之后，位列第四，但列内地省份
之首。虽然这份名单中的人员未必
全部参加了起义，但对了解当时的
官兵基本情况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
作用。

至于为什么地处内地的四川会
有如此多的人参加海军，这其中的
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几点：一是四
川历来是中国的兵源大省；二是四
川人民的抗日热情高涨；三是四川
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重庆作为战时
陪都，政府的影响力比较大；四是四
川的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国平施诗晨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方阵。

重庆舰历史守护者 纪墨：

1949 年 10 月 1日，
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邓兆
祥身着人民海军军服观看
阅兵式。阅兵方队打头阵
的，是由原重庆舰起义官
兵为主组成的海军方队，
这是迄今为止阅兵式中唯
一一次海军方队走在最前
面。

邓兆祥曾是国民党海
军重庆舰舰长，1949年全
舰起义，毛泽东主席和朱
德总司令在电报中，勉励
重庆舰起义官兵做“参加
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
锋”。

从1989年 6月份到
邓兆祥将军身边工作，到
1998年老将军去世，在这
9年多的时间里，作为邓
兆祥将军警卫参谋的纪墨
一直跟随在老首长左右，
为“重庆舰人”的故事所深
深感染。

自 2004 年来，以重
庆舰历史守护者为使命的
纪墨一直在寻访参加起义
的574人和他们的事迹。

这其中，有重庆舰人
作为开国大典第一方队的
红色记忆，也有重庆舰人
参加人民海军的建设事
迹，也有邓兆祥在93岁的
高龄登上南海岛屿的历史
往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
式。邓兆祥身着海军军装，在天门城
楼上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同检阅人民
军队。

纪墨说，邓兆祥是一位真正的爱
国主义者，一位“大海之子”。

邓兆祥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出生；十一岁时虚报年龄，以一篇
《国防以海军为重》考入黄埔海军学校
第十六期驾驶班；在黄埔海校用五年
时间完成海军基础教育后，又相继在
吴淞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南京水
鱼雷枪炮学校学习或实习；在1930年
和1946年，又先后两次赴英国皇家海
军学习；邓兆祥还曾担任过“桐梓海军
学校”的训育主任，参加过抗击日寇之
战……这样的经历，在世界海军史上
也绝不多见。

四十六岁时，邓兆祥加入人民海
军，自此为人民海军建设贡献了后半
生的全部精力，从担任安东海军学校、
青岛海军快艇学校校长开始，再到被
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先后担任海军青
岛基地、北海舰队副司令员，一直到海
军副司令员。

处事非常严谨，学识非常渊博，为
人非常真诚，这是纪墨跟随邓兆祥十
年，对邓老由衷的感怀。

纪墨说，邓兆祥在以78岁高龄担

任海军副司令时，仍坚持出海，并没有
因为年纪而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这样勤勉的状态保持到他担任全
国政协副主席期间。那时邓兆祥已经
90多岁，但纪墨每天会陪他到办公室
坚持上半天班。他给纪墨的理由是，
任何机密材料都不应该带回家，必须
在办公室处理。

如今网上仍有一张照片，在走出
青岛海军大院时，已是满头白发的邓
兆祥抬手向卫兵回敬军礼。

纪墨说，这是老首长对自己的要
求，“很多时候首长是坐在车中，每次
上下班经过门岗，他都会在车里给哨
兵还礼。”纪墨回忆，他曾经问首长，车
窗都是茶色玻璃，在里边还礼哨兵也
看不见，“首长说，看不见也必须还
礼！他无时无刻不注重这种尊重”。

这种尊重，纪墨说自己也时刻感
受得到。为照顾邓兆祥，纪墨一直住
在他家一楼，并在二楼首长房间设置
了一个呼叫器，只需要按下按钮，纪墨
就会听到召唤。然而，邓兆祥有任何
需求，都是亲自下楼，“小纪现在有空
吗，可以过来一趟吗？”这是邓兆祥永
远不变的开头。

因为铃从未响过，纪墨一度担心
是呼叫器出了什么问题，检查后发现
一切正常，“是邓老一次都没有用过。”

这个起义
必须要成功

“首长曾说，这个起
义必须要成功，如果不成
功，舰上五六百人的生命
就无法保障。”

起义之秘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海军方队的基准
兵，后来因为会吹奏军乐，被军乐队
临时抽调，为阅兵队伍现场伴奏。
后来在孙国桢84岁那年，他再次担
任国庆60周年阅兵海军学员方队总
顾问。

开国大典的当天晚上，北京饭

店里举行了开国第一宴，海军受阅
方队全体参加——当时只有海军方
队有这个待遇，朱德总司令向他们
每一个人敬酒，祝贺阅兵取得圆满
成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国平施诗晨

1996年1月22日这一天，邓兆祥
以93岁高龄登上了他心中一直牵挂
的永兴岛。

纪墨仍然记得，邓兆祥挺直腰杆，
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朝着岛上的军
旗走去，向军旗、向西沙深深躹了一
躬。

临走时，邓兆祥在永兴岛的将军
林种下一棵椰子树。

“在他身边近十年，我看到的是一
个真正的中国人民海军的形象，高大、
正直。”

因为这样的感情，在邓兆祥去世
后，纪墨开始了寻找“重庆舰人”的工
作，“因为邓老和我说过一句话，那么

大的军舰，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就能开
回来的，起义成功，是全舰所有人共同
的努力”。

1998年8月6日，邓兆祥将军握
着纪墨的手在医院安然辞世，享年95
岁。几天后，他的骨灰在青岛撒向了
他驰骋一生的大海。

在长达72年的海军生涯里，邓兆
祥曾穿越过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
从中国的内河、近海到蓝色的大洋，都
曾留下过他的航迹。

纪墨说：“邓兆祥以一生之力投身
海军，尤其是在参加人民海军之后，更是
竭尽心力，希望人民海军愈发强大，真正
成为维护中国海洋权益的坚强力量。”

四十六岁时，邓兆祥加入人民海
军，自此为人民海军建设贡献了后半
生的全部精力。

大海之子

78岁的海军副司令员

海军为邓兆祥一生所系，他希望
人民海军愈发强大，真正成为维护中
国海洋权益的坚强力量。

一生之愿

93岁登上西沙永兴岛

他们在海军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响应毛泽
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号召，发挥了参加人民
海军建设的先锋作用。”

阅兵式海军打头阵
他们史上唯一

1949年5月，中央决定，以重庆
舰起义官兵为基础，成立新中国第
一所人民海军学校——安东（今丹
东）海军学校，任命原“重庆号”舰长
邓兆祥为校长，原辽西军区副司令
员朱军任政治委员，原东北行政委
员会副主席张学思任副校长，原辽
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东野任政治
部主任。

纪墨说，安东海校学习结束后，
重庆舰起义官兵被分配成四部分走
上不同的工作岗位：

一部分到大连海校，成为指挥
系和机械系几乎是各主要专业的领
导或教学骨干。指挥系后来逐步发
展成为“第一海校”，即现在的“海军
大连舰艇学院”；机械系后来逐步发
展成为“第二海校”，即现在武汉的

“海军工程大学”。
第二部分到青岛组建“快艇学

校”，后改为“第三海校”。

第三部分南下华东，除部分人
上舰外，有些人到南京“南京联合学
校”任教（该校后迁青岛，更名“第五
海校”）；有的则转业到上海“求新造
船厂”等单位当技术员或工程师。

第四部分到大连“黄河部队”，
打捞自沉在葫芦岛的“重庆”舰；打
捞完成后，由于无法修复，一部分人
转移到青岛加强“第三海校”，另一
部分人刚转业到大连造船厂等单位
当技术员或工程师，个别的调到青
岛的“第四海校”（即现在的青岛海
军潜艇学院）。

“第三海校”和“第五海校”于
1957年9月合并组建为“海军青岛
高级专科学校，”即后来“大连海军
政治学院”的前身。

纪墨说：“他们在海军的各个工
作岗位上，响应毛泽东主席和朱德
总司令的号召，发挥了参加人民海
军建设的先锋作用。”

参加人民海军建设
他们一分为四

574人的起义壮举早已被人们所熟识，但他
们在起义后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却鲜
为人知。

重庆舰上“川军”人数
居内地省份之首

纪墨在邓兆祥身边工作近
10年，如今他已经成为重庆舰历
史的守护者。

邓兆祥下班
离开办公楼，向卫
兵致以军礼。（图
片提供：海军集邮
工作室）

1996年1月
22日，邓兆祥率
全国政协慰问团
乘专机抵西沙永
兴岛。（图片提供：
海军集邮工作室）

1949年 3月
7日，重庆舰起义
后，邓兆祥陪同东
北军区副参谋长
段苏权检阅重庆
舰仪仗队。（图片
提供：海军集邮工
作室）

邓兆祥在家
中书房看书。（图
片提供：海军集邮
工作室）

在开国大典阅兵中，走在
受阅部队前面的擎旗手，就是
“重庆舰人”李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