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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和 平 解 放

——纪念自治区成立60周年

1949 年 9月 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和国民党宁夏军政代表

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23日夜，时任中国人民

解放军十九兵团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为先头部队，冒雨挺进银川，连夜接管

了被国民党马鸿逵统治 17年的这座古城。这一天，宁夏宣告和平解放。

从而彻底结束了宁夏人民被国民党、马鸿逵的反动统治压迫蹂躏的历史，

翻开了宁夏发展的新篇章。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在自治区成立 60 周

年之际，生活在和平岁月里的我们，早已远离炮火，远离战争，但我们

不应该忘记 69 年前宁夏走向新生的那一段历史，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共和

国献出热血和生命的英烈。

■ 进军西北与解放宁夏的战略部署

1949年，伟大的解放战争，在全国各大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敌

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毛泽东在 1949 年 2月 15 日写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总

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

使国民党在去年 10月初至今年 1 月底的不足 4 个月丧失约 154 万多人，

包括国民党正规军144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

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西北的国民党军队也完全陷于

孤立的绝境。

宁夏省位于西北区东部，东面是绥远、陕西，南面和西面是甘肃，北

面是蒙古国。黄河自甘肃流经宁夏，在宁夏境内形成冲积平原。这里河渠

成网，灌溉便利，土地肥沃，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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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5月 1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野战军太原前线总前委

召开扩大会议，确定进军大西北的战略方针。6月上旬，华北野战军第十

九兵团奉命出征，沿着碧波滚滚的汾河，踏上了解放大西北的征途。6月

下旬，第十九兵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从山西省河津县的禹门口渡

过黄河，踏入陕西省境内。6月底，十九兵团又经韩城、合阳、蒲城，进

至西安东北之三原地区与西北野战军会师。

7月 11日，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第一野战军以神速的动作，猛插扶风、

眉县地区，首先对胡宗南主力发起著名的扶眉战役。经过 48个小时的激

战，歼敌4个军 4万 3千余人，并乘胜解放了凤翔、扶风、武功、岐山、

眉县等五座县城以及西北军事重镇、工业中心宝鸡城。扶眉战役的巨大胜

利，为解放军继续西进，完全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有利的形势。

扶眉战役之后，国民党惧怕解放军乘胜直取四川，又积极策动青海、

宁夏“二马”于平凉地区，妄图拖住解放军主力不能入川。彭德怀副总司

令根据毛泽东战略部署，指挥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牵制胡宗南部，以一、

二、十九兵团分左、中、右三路，7月 24日，发起了以歼灭宁夏、青海“二

马”为目标的陇东战役。担任右路追击的十九兵团，一路攻关夺隘，势不

可挡，连克邠州、长武、泾川等城。30日，十九兵团进占平凉，次日成立

平凉军事管制委员会。8月 1日，十九兵团一举攻占了固原城。固原解放

后，国民党政府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兰州决战计划，第一野战军前线委员会

决定：以5个军的兵力攻取兰州；以3个军由兰州南侧迂回青海，抄马步

芳的老巢西宁；另以3个军沿川陕公路南进，进击胡宗南部；以1个军留

驻固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防止敌宁夏兵团增援兰州。8月 25日，第一野战

军以强大兵力向固守兰州的马步芳军发起总攻，经过两天的激战，歼敌3

万余人，兰州宣告解放。兰州战役的胜利，极大震慑了西北地区国民党残

余势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河西走廊，解放新疆准

备了充分条件。

9月初，王震率领第一兵团挺进青海，很快解放了大部分县城，于 5

日占领西宁。10月，马步芳残部 3000余人缴械，国民党残留的青海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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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员纷纷归降。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彭德怀司令员在给十九兵团进行战斗动员时，满怀豪情地指出：“人民共

和国就要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指西北地区)，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

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

锦上添花，喜上加喜!”

8月 6日，西北决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把

如何解决宁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在《关于西北军事政治方针

的指示》中指出，对国民党西北军队“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需兼取政

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

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

以战斗方式为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对于宁

夏问题，毛泽东主席还特别指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

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

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9月 4日，毛泽东主席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要求西北野战

军，首先对宁夏国民党军队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

编。9月 19日，毛泽东主席起草给薄一波复傅作义电，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们可以将马鸿逵部与马鸿宾部分别对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

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同时，鉴于中国人民

解放军向宁夏进军的时间很迫近，要傅作义转告马鸿宾速去兰州找彭德

怀，或去固原找杨得志接洽。9月 23日，毛泽东主席又复电彭德怀司令员，

指出：“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

照我军制度改编。”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 彭德怀司令员制定了军事打击与

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

■ 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

兰州解放后，宁夏孤立无援，马鸿逵的军队濒临被歼灭的绝境。为了

阻止解放军前进，敌人部署了三道防线：以骑兵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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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一部守靖远，新成立的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

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

第十一军守灵武，构成第三道防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消灭敌人，

解放全宁夏，十九兵团奉命北上，分三路向宁夏进军。西路六十三军一八

八师沿黄河西岸向中卫前进；中路六十三军主力和兵团二梯队六十五军，

沿黄河东岸向中卫和中宁前进；已在固原地区的六十四军为东路，配属兵

团野炮营、站车队，并在三边独立第一师、第二师的配合下，沿平（凉）

中（宁）公路向中宁挺进。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宁夏问题的方针，促成马鸿逵、马鸿宾部

早日接受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方案，中国共产党曾通过各

种渠道，利用各种关系与马鸿逵、马鸿宾部接触，尽一切努力争取宁夏问

题的和平解决。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主席就曾通过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邓宝珊等人做马鸿逵的工作。第一

野战军领导曾约请与马鸿逵素有交情的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韩练成给马

鸿逵写信，劝其接受和平解放宁夏的方针。1949年 5月，西安解放后，在

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甄华的再三动员下，任马鸿逵驻西安办事处的

少将交通部长孟宝山表示愿意为解放宁夏做点事情。8月，孟宝山以其合

法身份到银川活动。虽未能说服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方

针，但通过一些朋友在争取马鸿逵部军政要员和地方人士方面，做了一些

工作，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约9月中旬，在孟宝山的积极努力下，宁夏社

会各界知名人士和地方士绅经过秘密酝酿协商，在银川羊肉街口(今解放

东街与中山南北街交汇处)路西枸杞公司，秘密成立了30余人参加的“宁

夏省和平委员会”，为争取宁夏的和平解放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1949年 9月 11日，独立第一师在豫旺附近与连夜增援下马关的六十

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一团会合，收复了下马关和韦州。9月 14日，东路先头

部队六十四军一九0师占领中宁，并以火炮控制了黄河对岸的中（卫）银

（川）公路。随后，中路先头部队六十三军一八七师，在枣林地区将八十

一军八八一团和一0三团歼灭，并占领了杨家滩渡口，与中卫隔水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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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路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在景泰地区迫使敌军新编骑兵团一旅

投降，直逼中卫城下。在我三路大军的强大压力下，9月 19日，驻守中卫

的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与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在中宁南关富宁公司中

宁办事处谈判，签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

平解决协定》，首先率部起义。

协议书的要点是：国民党第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

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国民党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

卖，准备照交；国民党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20日 23时移交申家

滩解放军，石空堡船只 21日 8 时移交解放军；国民党八十一军应立即停

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10月 2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和平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被正式

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下设2个师、4个团，继续

驻扎中卫地区，马惇靖仍然是军长。十九兵团派原敌工部部长甄华任军政

治委员。12月 19日，在中卫县举行了隆重任命、授旗仪式。

八十一军起义当天，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仓惶乘机逃走。敌一二八军

军长卢忠良率一二八军、十一军和贺兰军，以地市险要的牛首山、广武岭

为屏障，在宁夏河东地区重新布置兵力，妄图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十九

兵团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在金（积）、灵（武），集中力量打击敌军，以六

十四军担任主攻，六十三军协同作战。从9月 17日到 19日相继攻占牛首

山、广武岭、青铜峡等地，直逼金积县。敌河东国民党军司令马得贵，为

阻止解放军进攻，竟然挖渠放水，使大片农田和民宅淹没。20日，一九一

师、一九二师向金积县发起总攻，扫清外围各据点，消灭敌3个团，从东、

南、西三面逼近金积城，敌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庭出城迎接解放军入城。

21日凌晨，一九二师转向吴忠堡，守敌拒不投降，解放军强渡涝河，扫平

涝河桥调保群，守敌三师大部被歼。卢忠良亲率二五六师和3个骑兵团增

援，亦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痛击下，全部溃败，当日，吴忠堡解放。21日夜

晚，解放军乘胜进驻灵武县城。至此，经过三天四夜的金灵战役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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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打垮了马家军的主力一二八军。这是解放宁夏的最后一次战斗。

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这是解放军的一贯主张，也是宁夏人民的共同

愿望。为此，解放军曾经通过多种渠道，进一切努力争取宁夏问题和平解

决。遗憾的是，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久拖不解决。9月 18日，宁夏兵团贺

兰军军长马全良毅然决定派副参谋长张祥麟、中宁县县长张朝栋；19日，

又派参谋长郑毅民，携带马全良率军求和函件，从小坝军驻地赴中宁解放

军第十九兵团联系直接和谈。而当天，马敦静父子偷偷乘飞机逃离银川。

19日中午，宁夏兵团的3位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和宁夏保安司令

部参谋长马光天等在黄河仁存渡口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由马全良领

衔各军长师长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联名向兰州解放军彭德怀司令员

发出接收和谈电报。9月 21日夜彭德怀司令员复电。复电云：“二十日电

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甚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

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特复。

彭德怀，二十一日酉。”接到复电后，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三位军长

和马光天参谋长、省政府马廷秀秘书长齐集马鸿宾的“五亩宅”家里，召

开会议决定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为和谈代表，即日赴中宁与解放军第

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进行和谈。

9月 23日，国民党宁夏政府派出以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为全权代表与

宁夏保安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马光天、宁夏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马廷

秀3人的谈判团，在中宁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部，与兵团首长杨得志、

李志民共同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协议书的内容是：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附件

一）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

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

设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

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

俘去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数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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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

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3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

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4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

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9人组成，解放军方面5人并指定1人任主任，

宁夏方面4人并指定1人任副主任。

该协议本拟于 24日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公布，但在《协议》签字后一

个小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得知宁夏兵团的贺兰军、十一军已在签字前全部

溃散，一二八军已大部被歼，仅剩下五组织的残余兵官，根本无力执行协

议。所以，十九兵团立即撤销了向全国公布协议全文的决定。

■ 风雨挺进银川

1949年 9月 22日下午，当国民党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3位代表前

往中宁与十九兵团接洽时，宁夏兵团十一军和贺兰军已开始自行溃散。9

月 23 日上午 9 时许，驻银川老城区的宁夏兵团一八九师亦步其后尘，蜂

拥出逃，几万名溃散的国民党官兵，在银川城乡造成极为混乱的社会局面。

一些溃散官兵公开鸣枪，恣意闹事，公然抢劫民宅、店铺和武器仓库，银

川郊区火药库被人引爆，火光冲天，整个银川城内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

下，马鸿宾等宁夏军政要员已无法控制局势，宁夏兵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

和副军长王伯祥于9 月 22日连夜赶往吴忠堡，请求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长

曾思玉尽快率部进驻银川。9月 23日，马鸿宾也急电彭德怀：“宁夏部队

形成崩溃现象，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事情，请求杨得志司令员速派

兵进驻银川，以安定人心，维护社会秩序。”应马鸿宾急电和社会各界请

命，彭德怀、杨得志批准六十四军派一个师先进驻银川，维持社会秩序。

同日，解放军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委陈宜贵派先头部队连夜进驻银川。一

九一师572团(团长张怀瑞)接到命令后，和三营指战员火速赶到黄河渡口

——仁存渡。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只见奔腾的黄河像一条桀骜不驯的黄

龙在咆哮，河面上空空如也，岸边仅有几只羊皮筏子。正当广大指战员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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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焦急时，银川军政各界代表，已陆续冒雨来到河边，并开来了几十辆卡

车和小汽车。9月 23日深夜 11点钟，先头部队抵达银川。

9月 24日上午 10时许，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部率一九一师进驻银川。

部队入城后，立即组织若干个工作组和文工队，在大街小巷继续清理收缴

马鸿逵部残余军队丢弃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在街

头巡逻，张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告回民同胞书》《进入

回民区注意事项》等文告，向群众逐字逐句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项政

策、纪律。

9月 25日，雨过天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部队陆续进城，银川街道

两旁贴出了：“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欢迎中国人民解放

军解放银川！”等标语，学生们争着向人民解放军要宣传品，代为散发。

工人、学生、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祝，连马鸿逵部的军乐队也

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口号声、欢呼声伴随着锣鼓军号声此起彼伏，全城

人民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

9月 26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耿飚、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等首长随同部队进驻银川。中国人民解

放军入城部队从南门进城，各族各界群众2万余人，手持各色小旗，聚集

街道两旁，敲起锣鼓，载歌载舞，欢庆塞上古城银川解放。

■ 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1949年 9月 26日，为了迅速安定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恢复生产，建立政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银川市

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杨得志兼任主任。军管会下设军事、

政务、财经、文教、公安、联络等6个处，分管各项事宜。军管会办公地

址设于银川中山公园怀远楼。军管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在银川的结

束，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以此为起点，银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进入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银川的历史翻开了新篇章。

军管会成立后发布第一号布告声明：“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确

立革命秩序，以利恢复和发展生产，着令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银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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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期间为银川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党政

军民机关，均须受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凡银川市人民均须

遵守军管会的命令，服从其管制。”布告还宣布了几条规定，表明军管会

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

一、各阶层人民之生命财产，本会一律保护，各族人民应即各安其业，

勿相惊扰。

二、本会坚决执行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治的主张，负责保护

回蒙人民生命财产，尊重回蒙人民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寺庙、拱北，

望勿听信谣言，妨碍民族团结。

三、除马鸿逵首要战犯和官僚资本的财产，依法予以接收外，本会保

护所有一切私人工商业的财产，如有战犯股份

者，应听候处理。

四、一切公营企业，如工厂、银行、仓库、货栈等；公用事业，如公

路、电话、邮电等；文化教育机关，如学校、图书馆、民教馆、农场、报

社、教会等；公共建筑物，如体育娱乐场所、名胜、古迹、庙宇等；及其

原有人员，如局长、校长、经理、技师、工人、职员、教员、学生等，除

破坏分子外，本会一律保护并量才录用。望各安心供职，负责保护所有物

资、器材、工具、建筑、图书仪器等一切设备，勿使损害或遗失。

五、凡蒋马伪省府、专署、县区各级党政机关，皆为反动的统治机构，

着即一律听候本会派人接管。其原有人员，除积极破坏的反动分子外，本

会一律不加逮捕，应继续负责看守，并将各机关所有物资、档案、文件武

器造具清册，办理交代。不经批准，不得擅离职守，其确属悔过自新为人

民服务者，听候民主政府甄别录用。

六、一切反人民反民主的反革命党派，如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

团、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均为非法组织，着即解散，停止一切

活动，如有故违，定予严惩。

七、严禁暗藏特务、不法之徒进行军事破坏、偷盗抢劫、放火等罪恶

行为。如遇上述情形，军民一律均有权扭送或迅速报告军警治安机关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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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当酌情予以奖励，其自动向本会自首报告者，从宽处理。

八、蒋马散兵游勇，限布告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

药及军用品等，本会当根据自愿，分别收容或遣送回籍。如有违抗不报到

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也应受到处分。

九、蒋马之秘密仓库，埋藏的武器弹药、电台、文件、物资及一切物

品，均须报告本会；报告属实者奖，隐匿不报者罚。以上物品有散遗于民

间者，不得收藏，应即送交本会；自动交出者奖，隐匿不报者罚。

军管会布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许多实际问题

的处理原则，对原宁夏军政人员的要求和政策是宽大的，产生了良好的效

果。很多溃散的马鸿逵部官兵纷纷携带枪支和其他物资，到银川军管会或

当地人民解放军驻地投诚报告，由人民解放军发给他们和平解放证。军管

会成立后，组织宁夏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参加训练班，发给

他们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

专政》等。十九兵团领导葛晏春、耿飚、甄华等亲自给他们讲课，帮助他

们弃旧图新，转变立场，提高思想觉悟。军管会对480名旧职人员培训后，

绝大多数予以留用。

鉴于当时银川社会秩序混乱的局面，军管会及时公布了户口管理暂行

办法，清查户口，以监控不法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举办公安人员

训练班，培训公安人员，迅速 建立人民自己的公安队伍；建立健全各种

群众性的治安组织。

经过短时间的军事管制，银川市面出现了物价稳定、买卖公平、市场

初显繁荣的景象。军管会对已接管的工厂、学校、医院等单位，帮助其迅

速开工、复课、开业，使战争的创 伤逐步得以恢复。所有这些工作，深

受各族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9月 28日，遵照中共宁夏工委《对接管宁夏工作的初步意见》和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县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以及宁夏省人民政

府编制委员会《关于县级市机构设置方案》的规定，银川市人民政府正式

成立(县级市)，孙璞任市长。下设秘书科、民政科、财经科和文教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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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银川市下辖4个行政区。

9月 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警备司令部成立，阮平任司令员，

杨银生任政治委员。10月 10日，中共银川市委员会成立，李坤润任书记。

下设一室两部：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下辖4个区委。

■ 银川饭店会议

《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签订后，由于国民党宁夏兵团3个军全

部溃散，致使无法执行原协议中的各项条款。经解放军十九兵团与领衔求

和的军长马全良协商后，9月 28日，在银川饭店，当时是第十九兵团联络

部的住所（现银川一中旧校址）召开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落实

会议。

会议由联络部部长甄华等4人代表兵团司令部主持召开。会议的要旨

是：

一、原协议第五条规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一款，现已奉中央

军事委员会命令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处理善后事务。

二、原《协议》第二条必须彻底执行。具体办法是：属于党政方面和

监狱人员、特务人员等，由兵团直接处理。属于军事方面的要办理移交，

限10月 7日前全部移交清楚。

三、关于军队现有官兵，一律造册上报，士兵发给证照和路费，遣返

原籍谋生；军官于10月 8 日前全部到十九兵团教导大队（驻南门外陈家

寨）报道学习，听候处理。

四、凡是上报在册官兵，仍按《协议》第四条规定，人民解放军方面

保证宁夏参加和谈官兵生命财产安全。

五、关于逃散的官兵和散失的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则按银川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于9月 26日发布的第一号布告中第八条规定：“蒋马散兵游

勇，限布告之日起，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物品等，

根据自愿，分别收容和遣送回籍”处理。

六、对参加马全良军长领衔的诸将领和现有的兵官，仍认为有功，予

以既往不咎，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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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落实协议的决定之后，甄华部长听取了与会者的发言。马全良

等人一致表示服从决定，把移交工作做好。

此后，十九兵团在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宽大政策中，采取了策略

性很强的灵活措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安定人心的工作。在党政军办理移

交中，对一些重要部门，解放军进城后接收了的完全的算数；对各部门按

现有的造册移交，交什么收什么，交多少收多少，不予究查，不作刁难。

对军政界人员的处理，在移交后就成立了两个学习班 。在学习中，

讲形势，讲政策，着重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以消除人们的疑虑，并动员参

加地方工作。对不愿意参加工作的发给《参加宁夏和平解放原国民党军队

人员回籍证明书》。

对逃散士兵的处理，军管会发出布告后，在银川设立了多处收容站，

并规定各市县政府就地办理收容工作。凡是带缴武器、弹药、军用物品和

马匹的，一律不管多少，不问来源，不究逃跑责任，发给《参加宁夏和平

解放原国民党军队人员回籍证明书》。对没有军用物品上交的，凡持有原

部队和地方证明的，也发给证明书。

■ 庆祝解放

1949年 10月 7日上午，中国人民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的

入城仪式。原准备在 10月 1 日这一天，同时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庆祝宁夏解放和入城仪式，但由于当时银川秋雨绵绵，因而推迟到10

月 7日。上午10时，入城仪式开始，威武雄壮的人民解放军从西门开进，

受到银川市人民的夹道欢迎。场面非常热烈。

下午，银川市各族各界人民2万多人，在东校场举行盛大庆祝会，庆

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和宁夏解放。大会主席团由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银川市

军管会主任杨得志、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银川市军管会副主席马鸿

宾、伊斯兰教教主马震武等人组成。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礼炮声中冉冉升

起时，人群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中央

人民政府！”、“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杨得志、潘

自力和马震武（郭南浦代）等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宁夏各族各界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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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十九兵团献锦旗和鲜花。大会一致通过了给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

席、朱德总司令的贺电和致敬电。大会结束后，银川市军民举行保卫世界

和平示威游行，晚间举行火炬游行，全市各族人民沉浸在一片欢乐喜庆和

幸福之中。

1949年 12月 1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在宁夏省人民政府礼堂召开了银

川市各界代表会议，十九兵团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杨得志作了题为《关于

过去两个月来接管工作及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两个月来，

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的各项任务，没收了原国民党官僚资本，接管了原国

民党宁夏政府的金融、税务、公安、机关、学校及各级各类管理机构，初

步确立了人民币为本位货币制度，有效地打击了各类军事、政治、经济犯

罪，清除了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的社会行为，制止了市场物价波动，保证了

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基本稳定了社会秩序。报告最后指出：建设新银

川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金融，发展正当的工商业，实行城乡、

省内外流通，使农副产品和工商品畅销，稳定市场物价，保护有利于国计

民生的工商业生产和经营，利用银川的现有条件，发展生产，为建设人民

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银川而努力奋斗。

从此，宁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

济，宁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2018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