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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中国人探险珠峰的壮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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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证是婚姻登记管
理机关签发的证明婚姻关
系有效成立的法律文书。最
早时这种法律文书被称作

“婚书”。这些结婚证书不光
是证书，还是礼仪和契约。

结婚证承载的全是人
们幸福、甜蜜和美好。结婚征
的出现，意味着婚姻契约的
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
好表现。婚俗的发展变化，真
实地反映了社会、时代的发
展，它印证着人类繁衍、社会
文明、法制进步。

早年间的婚书由民间
撰写，就是一种礼仪和契约。
解放前的卖身契约，卖女卖
妻，许以婚配，也是婚书（另
类）的一种。婚书质地有宣
纸、硬本、绢面、毛边纸、卖身
契约有麻纸等，以手书居多，
尺寸很乱，小的长不见一尺，
大的三尺还多。清代时称婚
书为“鸾书凤笺”。

在结婚证上加盖官印
始于清朝末年。在结婚证上

贴印花税票是从1914年开
始的。

到了民国时期，民间的
婚嫁习俗一般沿习旧制，联
姻的关键不是男女当事人
同意，而是遵从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因此，那时的婚书上
介绍人、主婚人、订婚人、结
婚人以及祖父母甚至曾祖
父母的名字，都要写出来，有
的还要写清楚订婚或举行
婚礼时的饭庄等各种名称。

到民国后期，婚书不再
注明“族长”及“祖三代”的姓
名，只保留“结婚人”、“证婚
人”、“介绍人”、“主婚人”，而
且样式繁多，除了山水风景、

龙凤呈祥等图案，洋气的小
天使、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和北洋政府的五色旗也都
出现在不同的民国婚书上。
婚书上的祝词变成了“同心
同德、宜室宜家”。1949年以
后，婚姻已由当事人自己做
主，婚书也变成体积小巧的
结婚证，婚书开始注明颁发
机关，加盖公（印）章。

1950年有的结婚证只
有很小的薄纸片，上面除结
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签
名，以及证婚人的签名外，没
有任何绚丽的图案。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
民政府颁布第一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结婚证
上，多书“经审查合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
的规定”。

1955年6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内务部公布《婚姻
登记办法》，详细规定了婚姻
登记的具体方法。《婚姻登记
办法》公布后，结婚证一直由
各县、市政府印制，所以结婚
证的形式、规格五花八门，没
有统一标准，且大多采用奖
状式样。

从1950年代起，结婚证
上都印有充满浓郁的民族
风格的图案，结婚证上的装
饰图案既有鸳鸯戏水、并蒂

莲、梅花等传统吉祥图案，也
有印有和平鸽、国旗、五角星
等图案。稻穗、棉花也是当时
结婚证上的主角，这反映当
时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
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五十年
代的结婚证上都印有一句
简洁的口号。如“自主自愿”

“互敬互爱”等字。
六十年代初期的结婚

证出现了鸳鸯戏水、并蒂莲、
梅花等传统吉祥物，象征着
人们期待社会稳定，风调雨
顺。有的注明男女双方“自愿
结婚”，有的婚书祝词多了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为家
庭幸福和新社会建设而共

同奋斗”等内容。
在1970年代，“毛主席

语录”和“勤俭节约、计划生
育”的水印成了许多婚书的
标配，在“文革”期间，结婚证
上印有毛主席像，那时基本
每张结婚证上都必有一段毛
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
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
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等词占到了婚书面积的一
半。

改革开放后，进入八十
年代，随着我国法制的逐步
完善，结婚证不再是夫妻两
人压在箱底的婚姻纪念品，
而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
文书。人们使用结婚证的次
数日趋增多，于是结婚证逐
步取消了复杂的图案，并由
奖状式过渡到护照式，方便
结婚人携带。2004年我国新
启用的结婚证颜色和规格都
做了改变，并增加了证书的
高科技含量，有了水印和防
伪功能。 文/冯春生

1923年，英国探险家乔
治·马洛里被《纽约时报》问
到为什么要攀登珠穆朗玛
峰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在
那里。”留下这句传世名言
的马洛里，最终没能征服世
界第一峰，1924年，他在珠
峰的冰天雪地中彻底失联。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
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
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
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
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
括马洛里在内的英国人数
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他们
得出结论，想从北坡攀登这
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
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1960年5月25日凌
晨4点20分，成立时间不足5
年、队员平均年龄24岁的中
国登山队，艰难地将五星红
旗插上珠穆朗玛峰，完成了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北坡
登顶的壮举。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珠峰北坡不可征服的神话
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打破。惊
叹于今人登顶速度越来越
快的人们很少知道，借助当
年登山队员们在岩壁上艰
难打下的钢锥而架起的金
属梯，直到2008年仍是登山
者们不可或缺的助力，更少
人知道，年轻的中国登山队
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命运和

极限挑战……

苏联登山界的建议

1957年11月，一封来自
苏联的信件寄到了中共中
央，信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
议体育运动委员会登山协
会主席团，签名是苏联的12
名知名登山运动员。他们在
信中写道：“我们认为我们
有责任向你们提出要求，要
求允许组织苏中联合爬山
队，以求在1959年3月~6月
登上埃佛勒斯峰，并以此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
纪念的献礼。”

埃佛勒斯峰，是英国人
自19世纪中叶起对珠穆朗
玛峰的称呼，但在更早的
1721年出版的《皇舆全览
图》中，中国人已将这座山
峰命名为“珠穆朗玛峰”。因
此，我方后来回信时用了

“珠穆朗玛峰”，之后苏方也
用了珠峰的称谓。

邀请中国共同攀登高
山，苏联人并非一时兴起。

曾是我国第一支登山
队运动员兼医生的翁庆章
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
苏联的登山运动已很普及，
只是，苏联本国的高山并不
多，且都被运动员们登顶
过，由此，他们想到了拥有
众多世界一流高山的邻

邦———中国。
因苏联群众性登山活

动都由工会系统管理，大型
登山活动才归体委负责，
1955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
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访问
苏联时，对方就提出希望到
中国攀登新疆的慕士塔格
山和公格尔山。那时，刚刚
成立6年的新中国百废待
兴，群众体育运动还算蓬勃
发展，但现代登山运动方面
完全是一片空白。

于是，1955年5月，在全
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邀请
下，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出了4
名学员赴苏学习现代高山
登山技术。第二年春天，苏方
又派2名登山教练来华，在北
京西郊八大处培训了新中
国最早的一批40多名登山运
动员，翁庆章、1960年正式攀
登珠峰时的登山队队长史
占春、副队长许竞以及骨干
队员刘连满等都在其中。

跟那批参加培训的很
多运动员一样，翁庆章原来
的工作与登山几乎毫无干
系。他本是鞍钢总医院的医
生，偶然得知全国总工会在
各行各业招募登山学员，大
学时就爱好篮球、田径的他
还以为只是一次“游山玩
水”，兴高采烈报了名。26岁
的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报
名，竟让他在几年后成了中

国首征珠峰的亲历者。
培训结束后，以这批学

员为主要队员的中国第一支
登山队———中华全国总工会
登山队，先登上了陕西秦岭
主峰太白山（3767米），后又
与苏联合作登上了海拔7546
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正是
在这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才有了1957年的苏联来信。

来信经过层层批转，到
了时任体委常务副主任蔡
树藩桌上。蔡树藩与同事们
讨论后认为，我方在运动
员、资金、装备等方面的条
件尚不成熟，此外周恩来总
理曾指示我国西藏边境目
前不能开放，因此初步意见
是婉拒。

许多年后，翁庆章在体
委档案馆发现，“当年主管
外事的陈毅、中央书记处书
记彭真等，都已经批示同意
了体委‘婉辞谢绝’的意见，
就差正式回复苏联了。”

没想到，到了1958年
初，事情又有了转机。原来，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体
委主任的贺龙，一直对此事
很积极。贺龙与体育早有不
解之缘，抗战时期他麾下的
120师就以“仗打得好、生产
搞得好、体育搞得好”而闻
名，他亲手组建的120师“战
斗篮球队”更是赫赫有名。
他的积极态度，加上苏驻华

使馆对此催问的推动，最
终，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4
月5日提出了意见：“可以考
虑来”。

侦察组进山

总理拍了板，接下来就
是紧锣密鼓的筹备了。1958
年夏天，中苏双方在北京新
侨饭店会谈，共同制定了攀
登珠峰的3年行动计划：
1958年侦察，1959年试登，
1960年登顶，并达成共识，
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
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
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
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
装备。

今天看来，不管是运输
人员，还是登山物资，都是
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
在当年，仅准备物资就是千
头万绪：请国家计委、经委
特拨足以防寒的优质鸭绒、
尼龙丝，通过解放军后勤部
帮忙调拨专供高寒地带执
勤官兵的快熟米，甚至向航
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
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以
便煮饭、烧水……

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
中，耗资最大、工作最繁杂
的一项要数修建从日喀则
至珠峰脚下的进山公路。上
世纪50年代的西藏公路建

设尚不发达，从拉萨向西的
公路只通到日喀则，而要去
珠峰山下，还得往西南再走
300多千米。这300多千米说
是山路，其实几乎看不到成
形的道路，最险峻的高山峡
谷地段，仅容一人贴着峭壁
小心翼翼通过。1958年之
前，就连本地区的藏族人也
很少到这里来。若要运物
资，只能靠牲畜驮运。

按照计划，中苏合登珠
峰时需要运约40吨物资进
山，如果不修路，单从日喀
则到珠峰脚下，就得500匹
牲口运上半个月左右。再加
上登山队员和其他工作人
员一路颠簸，耗费的时间和
精力就更多了。

可是，要在这样的地方
修一条进山公路，又谈何容
易？西藏地区经济尚不发
达，国家建设也正是处处用
钱的时候，但为了支援中苏
登山队，同时考虑到西藏今
后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央还
是特批了几百万元经费。为
更好地争取地方支持，贺龙
还特意写了条子给他的老
部下、西藏军区司令张国
华，请其尽力支援。

就这样，1958年9月，
400多名藏族民工和600
多名军工在日喀则以西
的荒野中，热火朝天地开
工了。①（据《北京日报》）

结婚证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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