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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颐和园十七孔桥的 “金光穿

洞”， 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
去观赏。 所谓 “金光穿洞” 就是每年
冬至前后， 日落时分， 十七孔桥的十
七个桥洞都被夕阳点亮 ， 美不胜收 。
于是坊间流传， 这是古人建桥时运用
了天文学原理， 因此赞美其是巧夺天
工的一大奇迹。 事情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穿越回清代。 在乾隆十四
年， 乾隆帝准备为其母孝圣皇太后庆
祝六十大寿之前， 西湖 （昆明湖前身）
上本没有桥， 只在湖东界长堤上有一
座龙神祠。 旧长堤的位置是自龙神祠
斜上西北直至今昆明湖石舫附近。 也
就是说当时的瓮山 （万寿山前身） 与
西湖基本上是东西错开的。 同年冬天，
乾隆命将旧长堤东移至畅春园的西堤
（即今昆明湖东堤的位置）， 并挖湖东
扩 ， 留下龙神祠形成今日的南湖岛 。
同时， 在湖的西堤外又建藻鉴堂和治
镜阁岛， 与南湖岛分别象征东海的三
仙岛， 即蓬莱、 方丈与瀛洲。 扩建后
的西湖名为昆明湖， 比原来的西湖大
了两倍， 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水抱山

环的美丽风景。
清帝非常重视敬天祈雨，所以乾隆

帝重修龙神祠，改名广润祠，后又御名
“广润灵雨祠”， 并且年年都到这里祈
雨，企盼天下风调雨顺。有了南湖岛，与
岛最近的岸边必然要建桥以相通 ，这
样，十七孔桥也就应运而生了。

此桥是三山五园中最大的桥， 仿
卢沟桥而建 。 桥上的石雕极其精美 ，
每个桥栏的望柱上都雕有形态各异的
狮子， 惟妙惟肖， 大小共544个， 比卢
沟桥上的石狮子还多。 桥两头还有石
雕异兽， 形象威猛， 极为生动。 十七
孔桥上有乾隆撰写的匾额， 正南端是
“修蝀凌波”， 形容十七孔桥像一道彩
虹， 飞架碧波之上。 正北端是 “灵鼍
偃月”， 比喻十七孔桥像西海神兽， 横
卧水中如同半月。 至于古人如何用天
文学原理制造出 “金光穿洞 ” 现象 ，
我想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

乾隆帝还令在十七孔桥的东岸建
造国内最大的敞亭 “廓如亭”， 这是清
帝与翰林词臣们饮酒赋诗的地方。 当
时的清漪园 （今颐和园） 东堤是没有

园墙的， 于此亭四面观景， 可让人无
私无欲， 胸怀宽广， 故名 “廓如”。

清漪园建成后， 乾隆帝非常喜欢
这座山水园子 ， 每年数次前往游观 ，
光吟咏清漪园的诗就多达1500余首 。
其中， 在 《昆明湖泛舟》 一诗中， 他
赞美道： “何处燕山最畅情， 无双风
月属昆明。” 盛时的清漪园景观有100
余处， 可以说是晨昏皆佳， 四时皆美。
其中观赏夕阳落日最佳之处， 除十七
孔桥外， 还有望蟾阁、 夕佳楼、 知春
亭等诸多地方。 但品读乾隆的清漪园

诗时， 我们却发现， 里面不仅没有一
首咏十七孔桥的诗， 也没有咏清漪园
夕阳落日的诗， 更不要说 “金光穿洞”
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 乾隆帝每次赏游清漪园都
在上午八时左右， 到中午就返回圆明
园， 从不在清漪园中过夜。 所以， 我
们今天能够欣赏到的十七孔桥 “金光
穿洞” 的自然美景， 当年贵为天子的
乾隆大帝却无此眼福， 这不能不说是
他的一个小小遗憾吧。

摘自 《北京日报》

四根自来水管套成开国大典旗杆

开国大典那天， 要保证毛泽东主
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
旗冉冉升起， 关键在于要把旗杆修建
好。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 国旗旗杆高
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 经过
测量， 这个高度应为35米。

但北平城刚获得解放， 要找旗杆
材料很不容易。 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
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想到
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
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 很快
一节一节地套起来， 精心将它们焊接
好。 但是， 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
只有22.5米。 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
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 按当时的技
术水平根本无法焊接起来。 天安门国
庆工程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 又向
上级请示 ， 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
度修建。

第二个难关是设计自动升降设施
并安装旗杆。 林治远找来了建设局从
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 两人并
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林治远设
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 将它从整
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
设的钢管中横穿而过， 跨越金水桥河，
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
中央， 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
接在一起。 林治远、 梁昌寿两人奔波
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 一次又一
次不厌其烦地试验。

9月30日下午， 由赵文瑞缝制的长
5米、 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
天安门进行预试。 结果， 五星红旗顺

利升上旗杆顶端。
9月30日夜晚， 林治远、 梁昌寿做

最后一次试验。 可是这些天来运行一
切正常的升降机， 偏偏这时出了故障：
红旗升到杆顶端后， 马达不按设计要
求停止运行， 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
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 导致马达
不能再转动， 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消
防队赶来了， 然而， 站在云梯顶端要
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北京市建设
局副局长赵鹏飞派人找来扎棚彩的兄
弟俩。 两人穿上铁鞋， 冒着生命危险，
登上云梯顶端， 再相对着攀到旗杆顶
端， 费力取出了绞在滑轮里的红旗。

林治远 、 梁昌寿立即动手检修 ，
然后又反复试验， 一直忙活到了10月1
日凌晨， 确信不会有问题之后才罢手。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 林治远奉命
站在毛泽东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梁昌
寿守候在旗杆下， 准备万一毛主席按
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 就立
刻切断电源。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 开国
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连同升
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 都
被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电工独自升旗26年

1950年的10月1日， 国庆升旗的按
钮由北京供电局的电工师傅程红年
按动。

1951年的9月30日， 当年22岁的供
电局电工胡其俊接到一个让他彻夜未
眠的通知： 从明天起， 天安门广场的
国旗将由他来升起。

当时家里没有表， 凌晨时分胡其
俊就爬起来， 扛着旗子到了天安门广
场 。 他翻过一米多高的汉白玉栏杆 ，
把配电箱的箱盖打开， 踩着箱盖爬上
两米高的旗杆台， 把旗子绑在旗杆的
钢丝上， 绑好后从台子上跳下来。 这
时天才蒙蒙亮， 胡其俊就蹲在基座下
面。 等着东方泛出些微红， 胡其俊按
下按钮。 旗子缓缓地升上去了。

就这样，青年电工胡其俊第一次升
起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 此后一直到
1976年，26年的时间里， 胡其俊都担负
着这个光荣而神秘的任务，连他家人都
是多年后才知道他这一特殊工作。

2006年10月1日早晨 ， 国庆节当
天， 去世前的胡其俊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 “该升旗了”。

升旗时间曾凭战士看天色

1976年11月26日， 北京卫戍区部
队担负起升旗任务。 从此国旗每天升
旗， 不再是节假日才有的特例， 但升
旗时间依然只凭战士肉眼观察天色 ，
谁也说不准第二天升旗的时间， 也没
有隆重的仪式， 只是由两名战士扛着
国旗并肩而行， 通过长安街时， 还需
要给自行车让道。 等太阳快落山时候，
再把国旗降下， 扛回来后放在驻地房
檐下。

1982年12月28日， 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成立， 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
由北京卫戍区移交武警部队。 武警部
队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 开始酝酿规
范的升旗仪式方案。 时间不长， 一个
简洁、 庄重的仪式产生了： 三名身穿
司礼服的战士， 由中间一名扛旗， 两

名战士护旗， 一同前进。 为了表现祖
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 每天让国旗与
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 根据多方提供
的资料测算， 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
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7秒。 所以， 国
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
经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 恰好使两
个时间吻合。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
时间。

“特号国旗” 全国最大

1990年10月1日 ， 《国旗法 》 颁
布， 要求升国旗时必须奏国歌， 让升
旗仪式更加庄严隆重。 原来的国旗杆
周围都是封闭的， 升降国旗时， 战士
需要跳进跳出 ， 既不方便又不雅观 。
经有关部门批准， 国旗基座于1991年2
月23日开始改建。 改建后， 国旗杆升
高至30米， 国旗也改为长5米 、 宽3.3
米的特号旗， 是全国升降的国旗中最
大的。

1991年4月， 国旗班扩编为国旗护
卫队， 5月1日正式开始启用新的升旗
仪式。 升旗方队由36名武警官兵组成，
其中擎旗手一名， 左右是怀抱冲锋枪
的两名护旗兵， 后面是一名佩戴指挥
刀的带队警官， 其后是由32名肩扛56
半自动步枪的护旗队员。 每月的1日，
有60名军乐队队员在升旗现场演奏国
歌， 平时播放国歌录音。

新的升旗仪式亮相后， 每天到广
场观看升旗仪式的群众都有几万人 ，
重大节日甚至达到一二十万人， 升旗
仪式很快成为首都北京最亮丽的一道
风景线。 摘自京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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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升国旗仪式
变迁的

自2018年1月1日起， 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 由人民解放军
仪仗队和军乐团接替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执行。

武警天安门国旗班从1982年12月28日接替中国人民解放军卫
戍区部队， 正式担负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国旗哨位守卫任务，
1991年5月1日国旗班扩编为武警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武警部队这
段35年的光荣与辉煌,已经变成历史。

乾隆为什么没有诗赞颐和园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