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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国庆 70 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打出的 100 面荣誉旗

帜，是被授予过荣誉称号的单位所获得的旗帜，即奖旗。

荣誉旗帜与荣誉称号密不可分。

我军成立以来，第一次被授予荣誉称号的是红军第一

方面军第 3 军 9 师 27 团 1 连。1930 年 12 月 27 日，该连在第

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一举攻入敌方指挥所，活捉敌前线总

指挥张辉瓒。红一方面军第 3 军当即决定授予 1 连“战斗英

雄”荣誉称号。毛泽东同志听闻后，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

第一次大“围剿”》。这支部队后来成为陆军第 54 集团军步

兵第 127 师 380 团 3 连，该连就可以根据历史上被授予的荣

誉称号和相关规定来制作奖旗。

我军授予荣誉旗帜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 1931 年 11
月 7 日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为了发扬

革命英雄精神，积极开展立功创模活动，会议授予鄂豫皖、

湘鄂边和中央苏区等 10 支主力红军部队大红奖旗。如：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 1 军被授予“奋勇决胜”奖旗，中央苏区

的红 3 军被授予“牺牲决胜”奖旗。

授 予

长期以来，荣誉称号都是我军对单位的最高奖励。根

据 201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试

行）》，个人和单位的荣誉称号由中央军委决定，向个人颁发

英模奖章和证书，向单位颁发奖旗。

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荣

誉称号和旗帜的授予权限并不仅限于中央军委。之所以

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战争时期为鼓舞士气，奖励权

限适当下放。除中央军委外，不同历史时期，各野战军、军

区、兵团、军（纵队），甚至师（旅）级都曾经获权授予过荣誉

称号。

在获得荣誉称号和奖旗的单位中，作为基本战术单位

的连级单位所占比重最大，达到了总数的 60%以上。被授

予荣誉称号级别最高的单位为师级单位，如这次战旗方阵

中的“铁军”（红一方面军第 4 军 11 师）。被授予荣誉称号

级别最低的单位为班级，如这次方阵中的“阳廷安班”和

“董存瑞班”。

命 名

荣誉旗帜的命名主要与荣誉称号相关。被授予怎样的

荣誉称号，荣誉旗帜上就写什么。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我军的荣誉称号命

名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仅以国庆阅兵所展示的

战旗方队为例，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

用作战地点命名的荣誉称号：临汾旅、襄阳特功团、塔

山英雄团、白云山团、潍县团、洛阳营、大渡河连等；

用著名将领和英雄模范姓名来命名的荣誉称号：左权

独立营、黄继光连、王克勤排等；

用战斗精神和作风来命名的荣誉称号：铁锤子团、钢铁

团、猛虎连、钢铁英雄连等；

用战功来命名的荣誉称号：刺杀优胜连、五战五捷第二

连等；

还有以体现所属军兵种来命名的荣誉称号：英雄坦克

营、英雄快艇、功勋坦克、海上先锋艇等；

当然还有上述几种命名方式兼而有之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单位在历史上多次被授予不

同的荣誉称号，比如战旗方阵中的“平型关大战突击连”。

该连在被授予荣誉称号的第二个月，就再次被授予“军政双

胜连”荣誉称号。这在我军的历史上并不少见。

遴 选

阅兵式中所呈现的旗帜都是后来制作的，因此在方队

中整齐划一。实际上，如塔山英雄团等荣誉单位的旗帜因

为年代久远，且出于文物保护的目的，已由军事博物馆收藏

并展出。不过这次阅兵所展现的旗帜还是很好地保留了原

旗的风貌。

100 面荣誉旗帜，展现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功勋荣誉

部队的战旗。虽然这些不是全部，但是能以点带面，充分体

现我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荣光。每一面旗帜的背后都有一

段辉煌的战斗史，每一面旗帜下面都伫立着一个鲜活的战

斗集体。

2012 年，由原总政治部编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

装警察部队英雄模范单位名录》，就收录了建军以来的英

模单位共 3114 个。时至今日，仍然有功勋卓著的单位加入

这一行列。每一个荣誉单位的后面不仅是一面迎风飘扬

的荣誉旗帜，更集中展示了我军在不同历史时期辉煌的

历史、无上的荣光和英雄的群体，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

教育意义。

迎风飘扬的荣誉旗帜迎风飘扬的荣誉旗帜
本报记者 倪光辉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阅兵式上，伴随着恢弘激昂的

《钢铁洪流进行曲》，战旗方队 100 面荣

誉旗帜列阵通过天安门广场。

这些战旗从何而来？如何命名？意

义何在？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教员张

磊博士为您讲述荣誉旗帜背后的故事。

——编 者

日前，太原东山旅游公路正式通车。它与

去年建成的西山旅游公路“握手”，将太原的东

山、北山、西山串联起来。

东西山旅游公路连接了沿途 9 个景区、10
处文保单位、4 处国家级传统村落，辐射百余

处观光景点。这条长 229.5 公里的旅游公路将

构建起融合绿色生态、承载人文历史、传承三

晋文化的景观长廊，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沿途村落的致富路。

彩虹山间绕 骑游新选择

7 月 5 日一大早，64 岁的骑行爱好者党珍

和骑友从太原迎泽桥西出发，骑行 88 公里，到

达青龙古镇。“公路起起伏伏，满目丛山碧绿，

一路感受彩虹路，一路感受晋文化。”党珍在朋

友圈记录下这次骑行。

太原东西山旅游公路是环太原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事的重要基础设施。红蓝相间的彩

色公路宛如彩虹环绕在山间，成为骑行爱好者

的热门之选。

东西山旅游公路上，部分弯道坡度过大。

为此，修建时采取科学展线、回头曲线放缓等

方式降低纵坡，有效解决坡陡弯急难题。此

外，赛道表层的陶瓷颗粒与深层的亲水性材料

全部采用环保型材料。

“我们在沿途修建了 53 处观景台、服务

区、停车场，山体挡墙采用了主题彩绘、浮雕设

计，方便游客一路欣赏美景，随时停车休息。”

东西山旅游公路景观设计师陈晓艳说。

荒山大变样 矿区披绿装

站在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观景台上放眼

望去，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树间，山风夹杂着草

木清香扑面而来，令人顿觉轻快欢畅。但就在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千疮百孔的荒山。

太原东西山地区因采矿导致植被破损、水

土流失、黄土裸露，成为当地环境污染、景观受

损的严重区域。

去年 1 月，太原市园林建设开发公司接到

西山旅游公路第二标段的绿化任务。太原市

园林建设开发公司项目经理谢玉和说：“最让

人头疼的是前期的碎石山治理，这里的坡面不

适合机械施工，全靠人力。”

接近 45 度的坡面让作业难度大大增加，3
米高、50 公斤重的树苗，都是工人一棵一棵地

背上山。历时 3 个多月，2 万余棵油松在碎石

山上扎根。

“在东西山旅游公路工程建设中，尽可能

不破坏环境，少扰动山体和林地，采取放山填

土、引水上山、绿化护坡等措施。”太原市交通

运输局副局长张智泓介绍，此次东西山旅游公

路建设共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79.19 公顷。

不仅要绿起来，更要美起来。“绿化过程

中，我们在道路两侧打造了 5—10 米宽的林

带，大量栽植杏树、天目琼花、珍珠梅等花灌

木，地被中使用沙地柏、萱草等，努力营造季相

分明、层林尽染的自然景观。”太原市园林局园

林绿化服务中心主任刘庭伟介绍。

如今，太原东西山旅游公路沿线分布近

30 个城郊森林公园。昔日的采煤沉陷区、生

态破坏面，成为绿树成荫、风景秀丽的后花园。

公路绕村过 带动农家乐

一大早，店子底村的李来娥将自己种的黄

豆、荞面拿到村口的集市售卖。“一会就卖完

了，还有游客问我买老咸菜。”李来娥告诉记

者，旅游公路通到了村子，自驾游客多了起来。

店子底村是通往太原东山和牛驼寨的必

经之路，由于位置地理特殊、群众基础好，成为

解放太原战役中的大后方。十几年前，地处深

山荒沟的店子底村还是个不通油路、没有水源

的穷村子。

店子底村党支部结合村庄实际，带领村民

逐渐探索出一条“看支前村、观支前纪念馆、走

支前路、吃支前饭、体支前情”的红色旅游路。

同时，村里还建起采摘观光园，发展绿色产业。

“端午期间，村口竟然堵车了，这在以前从

来没有过。”说起东西山旅游公路带来的变化，

村党支部书记石狗拴说，“现在去市区时间缩

短了一半，一条路给小山村带来了人气和财

气。”今年以来，店子底村旅游接待游客近 5 万

人，支前餐厅创收 60 多万元。

太原东西山旅游公路贯通后，沿线还有很

多村庄像店子底村一样，农家乐越做越红火，

旅游公路成为致富路。

太原东西山旅游公路全线贯通

出游更方便 百景一线牵
本报记者 付明丽

图③：万柏林区北头村油菜花田景色。

史俊刚摄

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军旗是何长工与当时在师

参谋部的陈树华、钟文璋以及杨立三设计的。何长工

在《艰苦的岁月》中回忆，当时上级并没有明确样式 ,他
们反复研究，认为军旗应该突出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子弟兵和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主题。于是，他们以

鲜艳的红旗为底衬，象征革命；旗帜中心用一颗白色大

五角星来象征党的领导；五角星的内部是交叉的镰刀斧

头图案，寓意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近旗杆处留有一条

10 厘米宽的空白边，其上用繁体字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

第一师”。

■小贴士·我军第一面军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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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9 年 12 月 13 日，第 72 集团军某新兵旅举行

新兵授衔暨入伍宣誓仪式。千余名新兵整齐列队，迎军

旗，向军旗敬礼。 刘自华摄（影像中国）

图②：2019 年 10 月 1 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图为行进中的战

旗方队。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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