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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琦 孟俭红

自有军队起，便有建军纪念，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它对于总结

历史经验、展示建设成就、树立军

队形象、提振军心士气具有重要

作用。我军 1927年诞生后，立即

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1933
年 6月 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发布命令，为纪念南昌起义与

红军成立，决定 8月 1日为中国工

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年 7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

的决议》，规定每年 8月 1日为中

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此后每年

“八一”期间，我党我军都会开展

有关纪念活动，延续至今。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八一”纪念活动在延续传

统做法的同时，有不少拓展和创

新，赋予“八一”纪念强烈时代内

涵，再现我军光辉历史和丰功伟

绩，展示我军发展成就和优良传

统，为推动全面建设、塑造我军形

象、传承红色基因、实现强军目标

发挥了巨大作用。

会议纪念

会议纪念是“八一”纪念活动

的常用形式。其中，利用“逢十”

周年召开中央纪念大会是最高纪

念规格，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表达政治主张，进

行政治动员。例如，庆祝建军 60
周年大会上，杨尚昆强调，邓小平

的题词“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

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

奋斗”，是向全军指战员发出的动

员令，全军指战员要共同努力；庆

祝建军 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强

调，我军要“加强质量建设，走有

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庆祝建军

8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强调“努力

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

又快发展”；庆祝建军 9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强调“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

进”，并从六个方面论述推进强军

事业的基本思路，指明了中国特

色强军之路。

由国防部举办招待会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八一”会议纪念的惯

例，改革开放后这一方式得到延

续。与会人员除军委总部、驻京

各大单位、武警总部、军队离退休

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首都民

兵、军烈属和原国民党起义人员

代表外，外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夫

妇等也应邀出席。进入 21世纪，

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八一八一””纪念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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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港、驻澳部队通常也在“八一”

期间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节。

举行报告会是会议纪念的又

一重要内容，对于表彰先进、学习

典型、激励官兵有着重要意义。

1981年 7月 31日，总政治部举行

法卡山、扣林山战斗英雄事迹报

告会；1985年 7月 31日，团中央、

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举行拥军报

告会；2018年 7月 30日，中宣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

央、海南省委联合举行海军海口

舰先进事迹报告会。

此外，还举行过联欢大会、座

谈会、茶话会的会议纪念活动。

1981年“八一”期间，首都军民举行

联欢大会、解放军在京 400多名离

休干部开茶话会共庆“八一”；1992
年7月31日，部分老将军老同志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庆祝建军

65周年。

文本纪念

文本纪念也是“八一”纪念活

动的常用形式。其主要包括发表

社论或纪念文章、出版专刊特辑、

出版文集传记、发表纪念题词等

形式。由于传播面广、影响力大、

运作成本低，发表社论或纪念文

章在文本纪念中运用最频繁、最

广泛，且因其立论高远而富有思

想性、感召力和指导作用。每年 8
月 1日，《解放军报》均刊发社论。

“逢五”“逢十”周年，《人民日报》

也刊发社论，例如《热爱人民军队

巩固钢铁长城》（1982年 7月 31
日）、《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1997年 8月 1日）、《肩负起新世

纪新阶段历史使命》（2007年 8月
1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

柱石》（2012年8月1日）。

“逢五”“逢十”周年，通常还会

出版专刊、特辑进行纪念。例如，

2002年建军 75周年，《解放军报》

推出纪念专号；2007年建军 80周
年时，《人民日报》用 4个专版以

“80年，党引领人民军队阔步前进”

为题刊文纪念；2017年建军 90周
年时，《解放军报》刊出阅兵专号，

《人民日报》7月31日以4个专版推

出阅兵特刊，8月1日又以4个专版

反映“人民军队砥砺奋进的 90
年”，凸显我军昂首阔步迈向强军

兴军新征程。每年“八一”前后，其

他军内外报刊出版的专刊特辑、发

表的纪念文章更是难计其数。

借助“八一”出版军事文集、将

帅传记和优秀军事著作，是文本纪

念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例如，1983
年 8月 1日，《人民日报》头版用几

乎整版的篇幅，刊登《朱德选集》出

版消息，介绍选集内容，公布选集

目录；次年“八一”期间，《解放军将

领传》丛书开始出版；1987年建军

60周年之际，《十大将传记》丛书出

版；1988年建军节前夕，《元帅的故

事》丛书出齐；1997年建军 70周年

时，《周恩来军事文选》出版；2004
年“八一”前夕，《邓小平军事文集》

出版发行；2007年建军 80周年，推

出研究力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

十年》。这些传记、文集和研究著

作的发表，对于回望我军艰辛历

程、再现我军丰功伟绩、总结我军

建设经验有着重要作用。

此外，纪念题词也是文本纪

念的有益补充。1987年“八一”前

夕，邓小平为建军 60周年题词：

“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

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而奋斗”。

1997年建军 70周年当天，江泽民

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军

旗升起的地方”。

仪式纪念

改革开放以来的“八一”纪念

活动，融入了阅兵、授勋、授衔、

授称号等多种仪式，使纪念活动

形式多样，广大军民的自豪感、

荣誉感增强，具有极大的凝聚和

激励作用。

阅兵是“八一”纪念的重头

戏，历来引人注目。1981年“八

一”期间，解放军驻各地部队举行

阅兵式，向党和人民汇报军队建

设成绩；2004年 8月 1日，驻港部

队在香港首次公开举行阅兵式，

展示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

之师的光荣形象，加深香港市民

和各界对驻军的了解和信任；1997年，江泽民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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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 30日，在朱日和训练

基地举行庆祝建军 90周年沙场阅

兵，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军首次举

行以庆祝建军节为主题的阅兵，

集中展现了军队改革重塑后的崭

新面貌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最新成就，极大地凝聚和鼓

舞了全军官兵的军心与士气。

授勋仪式也是改革开放以来

“八一”纪念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1988年 7月 30日，中央军委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隆重仪式，授予 8万
多军队离休干部功勋荣誉章，其

中，萧劲光等 830名军队离休干部

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这是对军

队老干部建立丰功伟绩的褒奖，

也是人民的心愿。2017年建军 90
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

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

式，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

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

号的单位颁授奖旗。新设立的

“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定、

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

军队最高荣誉。此次组织评选颁

授，也是人民军队建设发展史上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

与授勋仪式紧密相连的还有

授衔仪式，这是“八一”纪念活动

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共中央军委多次在“八

一”前夕举行晋升上将军衔警衔

仪式，同样引人瞩目。

此外，授予荣誉称号也是“八

一”纪念的仪式之一。例如，2020
年“八一”前夕，中共中央宣传部向

全社会宣传发布陆军第七十四集

团军某旅“硬骨头六连”的先进事

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中央

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

发布13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拥军惠军纪念

“双拥”是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的重要工作，也是“八一”纪念活

动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双

拥”工作在继承传统做法的同时

不断丰富创新。

一方面，赋予“双拥”工作时

代内容，支持国防军队建设。每

逢建军节，地方政府和单位纷纷

走访慰问部队，通过召开座谈会，

发致敬电、贺电、慰问信、慰问品，

安排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等多种

形式，热情慰问子弟兵，表达节日

祝贺，表明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

关心与支持。有的与当地驻军及

武装部联系，联合开展以强化爱

党爱军意识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

动，增强国防意识。

另一方面，惠军法规政策相继

出台，解决官兵及其家属实际困

难。1985年“八一”前夕，国务院、

中央军委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积极

妥善解决军队干部家属住房困难；

1997年建军 70周年当天，《军队人

员及其家属医疗费用管理规定》正

式执行；1998年建军节期间，军人

伤残保险正式实行；2004年 8月 1
日，修订后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公布；2007年建军 80周年当天，

《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开始实

施；2011年 8月 1日，《烈士褒扬条

例》施行；2018建军节前夕，《退役

军人保障法》着手起草，同时，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

施办法》，提高军人及军属的荣誉

感，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的良好氛

围；2020年8月1日起，退役军人事

务部、财政部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

生活补助标准。除政策惠军外，各

地还根据实际情况在“八一”期间

推出各项惠军措施，比如，南京市

自 2017年 8月 1日起，现役军人可

以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工具。

近年来，军人优先受到持续关注，

2016年7月31日，郑州新郑国际机

场开通首个民航机场军人优先通

道。此后，各地相继出台相关军人

优先的措施，使军人依法优先政策

得到切实有效落实。这些政策措

施的实施，在保障军人合法权益、

解决官兵后顾之忧上起到了重要

作用，军人逐渐成为全社会尊崇的

职业，关心国防、支持国防、热爱国

防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艺术纪念

艺术纪念既能丰富百姓和官

兵的精神生活，也能营造浓厚的

节日氛围，达到纪念活动所要实

现的目标。每逢“八一”，军地均

举行各类文艺会演庆祝建军节，

其中以联欢晚会居多，此外还举

办歌咏大会、歌唱比赛、歌舞晚

会、音乐会等活动。例如，1982年
8月 1日，首都军民举行联欢晚会

热烈庆祝建军 55周年；1992年 7
月 31日，总政治部演出大型歌舞

《长城之歌》，江泽民等领导人和

首都军民共庆建军 65周年；1994
年“八一”期间，举办全军“军营之

声”歌唱比赛；2000年“八一”前夕

举行《军人道德组歌》演唱会；2002
年7月31日，举办大型交响合唱音

乐会《军魂颂》，庆祝建军 75周年；

2012年“八一”前夕，总政治部举办

庆祝建军 85周年军乐交响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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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之歌》。

在艺术纪念形式中，还有专

题展览。例如，2007年建军 80周
年期间，举办“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

建设成就展”，胡锦涛参观展览；

2017年建军 90周年期间，举办“铭

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

主题展览”，习近平参观展览。尤

其在 2017年“八一”期间，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还在联合

国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图片展，向世界展示中国

军队的光辉形象。此外，在庆祝

建军 55周年、60周年、75周年、90
周年等活动中，均举办了美术作

品展和摄影作品展。

改革开放后，围绕“八一”纪

念还创作大量优秀影视作品。

1985年建军节之际，大型文献纪

录影片《抗日烽火》上映；1997年
建军 70周年当日，革命历史影片

《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在京首

映；2007年建军 80周年前夕，《八

月一日》拍摄完成；2017年 8月 1
日，庆祝建军 90周年献礼电影《建

军大业》与观众见面，得到一致好

评；2020年 8月 1日，反映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兵盛况的

电影纪录片《2019阅兵盛典》公益

播出；同日，国防部发布《今日中

国军队 2020》中英双语宣传片，宣

传军中逾万名医护人员投身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全力保护人民及

远赴海外支援多国共克时艰的情

况，央视新闻则从凌晨五点开始，

重磅推出 18小时的直播“我们的

队伍向太阳”，展示全国各个军营

的训练生活场景。形式多样的艺

术纪念方式，既扩大了人民军队历

史记忆的受众范围，让更多的人知

晓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成就，又

在润物细无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符号纪念

纪念设施和纪念符号具有独

特的感染力，一经制成，传播广泛，

影响深远。人民军队的历史和辉

煌同样需要借助纪念设施、纪念符

号来保存和展示，有的特意选在

“八一”期间开放或发行。例如，

1982年 8月 1日，朱德同志故居纪

念馆正式开馆；1983年“八一”期

间，彭德怀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1984年建军 57周年之际，八路军

总部旧址——山西省武乡县砖

壁、王家峪，经过全面整修重新开

放；1992年建军节期间，修复后的

徐向前故居正式开放；2003年“八

一”前夕，全国第一个以“双拥”命

名的广场在辽宁省葫芦岛市落成；

2017年 8月 1日，升级改造后的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全新开馆。这

些遍布全国各地的纪念设施，已成

为人们红色旅游的打卡地。

军装作为军队的鲜明标识，

符号价值极为重要。2007年 8月

1日起，全军统一换发新军装，包

括礼服、常服、作训服和标志服饰

等 4个配套系列，共 640多个品

种。“07军服”顺应国际军服潮流，

不仅工艺精湛、系列配套，而且标

识鲜明，彰显军人荣誉和身份，将

中国军人的威武庄重、阳刚俊美、

豪迈自信展现在世界面前，特意

选在建军 80周年换装是给全军将

士最好的节日礼物。

在符号纪念形式中，发行纪

念章、纪念邮票、纪念币也很受欢

迎。1997年建军 70周年之际，一

套纯金、纯银制纪念章由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监制并发行。

建军周年纪念邮票也颇受好评。

例如，2007年 8月 1日发行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周年》纪念

邮票，一套 4枚，图案分别是“听党

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和

“维护和平”，表现出人民军队威

武之师、胜利之师的英雄气概。

将人民军队的伟大功绩铺陈在作

为“国家名片”的邮票上，庄重而

隽永，历史性、艺术性、收藏性兼

而有之。在建军 70周年、90周年

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还发行了纪

念币，均为我国法定货币，与同面

2017年7月28日，中央军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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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人民币等值流通。其中，建军

90周年纪念币共 10枚，纪念币背

面图案有军旗、长城造型组合设

计，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典型武器装备以及

军兵种臂章图案，还有解放军官

兵和武警官兵抢险救灾场景。

纪念活动特色鲜明

总体看，改革开放 40多年来，

围绕“八一”建军节开展的纪念活

动不断发展完善，内容更加丰富、

形式更加多样、效果更加显著，呈

现诸多特点。

一是纪念活动与时代背景相

结合。改革开放初期，中越边境

自卫反击战打响，军事对抗持续

十年，这期间的“八一”纪念活动

多与此有关。例如，总政治部和

文化部 1979年 8月 1日举行“自卫

还击，保卫边疆”专题歌舞晚会。

此外，还开展慰问前线指战员、战

斗英雄事迹报告会等活动。20世
纪 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军队现代化

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

局，这个时期的“八一”纪念较为

平稳。21世纪以来，为适应世界

新军事变革浪潮，我军建设步入

快车道，成绩斐然，“八一”纪念活

动渐趋丰富。党的十八大后，新

时代的“八一”纪念则聚焦改革强

军和练兵备战，注重展示我军为

实现中国梦而发挥的作用。

二是纪念活动与使命任务相

结合。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

人民，在履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

体现人民军队的性质，践行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98年
夏，长江流域、松花江嫩江流域发

生特大洪灾，解放军和武警官兵

冲锋在前，舍生忘死，日夜坚守在

抗洪抢险第一线。当年的“八一”

建军节，《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

文章《向英雄的人民子弟兵致

敬》，千里大堤过“八一”是当时的

真实写照。进入新世纪以后，人民

军队在紧抓备战练战的同时，在特

殊时期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国家赋

予的使命任务，在“非典”、汶川地

震等重大灾害面前，总能看到人民

子弟兵的“最美逆行”，在奥运安

保、海外撤侨、亚丁湾护航等行动

中，我军总能出色完成任务，无负

党和人民的嘱托。这些非战争军

事行动在“八一”纪念活动中都有

所体现。2020年，人民军队向险而

行，先是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继而奔袭长江大堤抗击洪

水，以热血铸就“八一”二字。同

年 8月 1日的《解放军报》发表社

论《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

项任务》，充分肯定我军忠于党、

忠于人民的政治本色和敢打硬

仗、善打胜仗的英雄豪情。

三是纪念活动与军队建设相

结合。在“八一”纪念活动中，《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等大

报要刊或刊发社论、刊首语，或发

表重要文章，总结军队建设经验。

“逢十”周年还举行庆祝大会，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未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

目标要求，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

奋力前进。

四是纪念活动与社会发展相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面貌日

新月异，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网

络与工作、生活密不可分。过不了

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相应地，

“八一”纪念在这方面及时跟进并

发挥功效。2000年“八一”期间，开

展了运用网络宣传优秀复转军人

的活动；2002年 8月 1日，网上“八

一南昌起义纪念馆”落成；2011年
8月 1日，国防部网正式上线运行，

创建近 12年的中国军网大规模改

版后全新亮相。这些都是顺应时

代发展的有益做法，创新拓展了纪

念形式，成效非常明显。

五是纪念活动与奖励表彰相

结合。借助纪念节庆进行表彰，

其政治意蕴和影响远大于平时。

1989年 7月 30日，总政治部发出

通报，表彰百个拥政爱民先进典

型；2009年“八一”前夕，总政治部

通报表彰第十届全军学习成才标

兵、学习成才先进个人和人才培

养先进单位，起到了激励引导部

队官兵的作用；2017年建军 90周
年举行的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

荣誉称号仪式，更是影响深远，既

突出荣誉的重要价值，又升华纪

念活动的意义，使军人越来越成

为社会尊崇的对象。

如今，英雄的人民军队已走

过 94载光辉岁月，从“八一”建军

节确立起，“八一”纪念也历经了

88个年头，见证了人民军队一路

上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不断壮大

的历程。当前，人民军队正朝着

党指引的强军目标阔步前行，“八

一”纪念也必将一路相伴，为铭记

光辉历程、传承红色基因、加强世

界一流军队建设勃发更加强大的

正能量。★
题图 2017年，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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