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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第一天升国旗按126人编队方案实
施，其中护旗队员96人、礼兵30人，分别着14式
陆海空军礼服。

护旗队由前至后依次为国旗组3人、陆
海空军分队长3人、陆海空军队员90人。

队员90人编为6路15列行进队形，分准
备、迎旗、护旗、升旗和返回5个步骤，全程10
分钟。

重大节日升国旗仪式，一般参照每月第
一天升国旗方案执行，特殊情况根据任务需
要增加编队人数、鸣放礼炮。

平日升国旗由66人编成，国旗组3人，分
队长3人，队员60人编为4路15列，分护旗、升
旗和返回3个步骤，全程8分钟。

降国旗全年按66人编队方案实施，列队
形式和行进动作与平日升旗仪式相同，不安
排军乐团或录音伴奏。

国旗哨分两种形式，升旗后由3名着陆
海空军礼服仪仗队员徒手站立哨位；降旗后
由2名着陆军常服仪仗队员徒手站立哨位。

新版升降国旗仪式

解

读
昨日是新年的第一天。清晨6点钟，新年的

第一缕阳光还没洒下，天府广场就已经人头攒
动，大家聚在一起，等待着天府广场即将举行
的升旗仪式。这里将在7点钟，由武警四川省总
队成都支队“蓉城国旗护卫队”准时升旗。

人越聚越多，6点58分，天依然未亮。36名
国旗护卫队队员手持钢枪，迈着整齐的步伐，
正步走来。此时的人群鸦雀无声，紧紧注视着
前方的国旗护卫队。

36名队员走到升旗台前，擎旗手和升旗手
登上升旗台，其余队员围着升旗台分三面站立。
紧接着，在千余名群众的目光注视下，伴随着慷
慨激昂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府广场
上冉冉升起，1000多名各地群众齐齐唱起了国
歌，共同见证和迎接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7点整，分秒不差，五星红旗升上了旗杆
顶端。

人群中，很多市民都是一家人一起来观看
升旗仪式的。还有些来自省内其他城市甚至省
外。年仅7岁的齐欢欢一家就是专门从达州赶
到成都观看升旗仪式的。他的父亲说，孩子正
在上小学二年级，“在孩子元旦放假时观看庄
严的升旗仪式，我觉得有特别的教育意义。这
就是爱国教育，我相信他看过升旗后，会对国
旗、国歌、国家有新的认识。”他称，回去后还会
让齐欢欢写一篇观看升旗仪式的日记。

天府跑乐团成员陈丽萍，为了观看升旗仪
式，甚至起了个大早，从18公里以外的高新区
中和街道跑步来到了天府广场。她称，自己4点
钟就起床了，跑了1个半小时，“新年第一跑，是
跑来观看新年升国旗，感觉非常有意义！”

来自湖北的李晚松，观看完升旗仪式后，兴
奋地拍了几张照片，马上跟朋友搭乘地铁去了火
车站。他告诉记者，自己是趁假期来旅游的，为了
观看升旗，特意将回程的车票买在了升旗仪式结
束后的时间。“我觉得参与了升旗仪式，这样的新
年第一天才有意义”，他称，自己几年前曾来过成
都，而如今成都的发展和变化超出想象。“下次想
把父母带过来看看”，他称，下次再来，还会再来
观看升旗仪式。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每月第一天升国旗增加号手和礼兵的迎
旗环节。

新创作《升旗号角》音乐，由军乐团8名礼
号手在天安门城楼演奏，象征奏响新时代的奋
进强音。仪仗队礼兵在金水桥南侧列队，强化
庄重威严的气氛。

增加护旗队人数。
每月第一天升国旗护旗队员由过去36名增

加至96名，平日升国旗护旗队员由过去36名增
加至66名，更好体现威武雄壮的气势和阵容。

调整升旗时长。
原升国旗时演奏国歌3遍，时长2分7秒，与太

阳经过地平线的时长对应。现护旗队行进至国旗
杆基座位置，到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长仍保持
2分7秒。国歌完整演奏一遍，升旗时长为46秒。

调整军乐团出场和演奏位置。
军乐团由过去跟随护旗队执行演奏和返

回，改为提前从广场西侧进场，在旗杆基座南侧
区域演奏，护旗队出场和返回更加整齐划一。

调整《歌唱祖国》演奏时机。
每月第一天升国旗，将《歌唱祖国》从护旗

队出场行进间演奏，改为升旗后返回时演奏，护
旗队出场时不演奏音乐，全场安静，凸显护旗队
员的整齐脚步声，更好体现仪式的肃穆庄严。

调整护旗队动作。
护旗队进场正步行进时由肩枪改为端枪，

升旗时增加3名分队长下达“向国旗——敬礼”
口令、行举刀礼，增强威武气势。

调整升旗人员。
升旗组由原来的4人调整为3人，分别着陆

海空军礼服，代表全军官兵。着陆军礼服的升
旗手执行展旗任务，另外2名着海军空军礼服
的护旗兵握枪行注目礼。

天安门广场
升降国旗仪式
呈现七大变化

1日7时36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
新仪式在原升降国旗仪式基础上，相应增加
阵容，编设部分新动作，创作号角音乐，力求
庄重大气，彰显威武雄壮，充分展示新时代
强国强军风采。

记者1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解放
军仪仗队、军乐团以“亮相即精彩、出场即震
撼”的标准，高质量完成调整后的第一次任
务，充分展示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奋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的时代风貌。

与此前相比，新调整的天安门广场升降
国旗仪式主要呈现七大变化。

新年第一天
天府广场看升旗
成都昨日由“蓉城国旗护卫队”准时升旗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广告部86787449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阴 6℃~12℃ 北风1~2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247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编委 尹向东

2018年1月2日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十一月十六

迎着新年第一天的朝阳，新调
整后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1月1
日早晨隆重举行。这是由武警部队
调整至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任务
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首次执
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

作为展示国家形象、凝聚奋进
力量的重要活动，这次天安门广场
升国旗任务调整，迎来升国旗仪式
的新气象新风采，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国家司礼层面的
标志性呈现，展示了新时代大国风
范和强军风采。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当8名礼号
手在天安门城楼演奏新创作的《升
旗号角》音乐，人们听到的是中华民
族为实现伟大复兴奋进的号角；当
解放军仪仗队迈着铿锵的步伐从天
安门走出，人们看到的是人民解放
军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前进
的昂扬斗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伴
着国歌声冉冉升起，人们看到的是
伟大祖国昂首迈进新年的蓬勃朝
气。“鼎新气象冠山川”，新时代肩负
着民族前途命运，新时代担当着人
民共同梦想，凝聚起不断发展进步
磅礴力量的中华民族正以万千新气
象迈向新时代。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天安门广
场升国旗任务，是神圣的使命、光荣
的职责。由人民解放军护卫国旗，就
是要更好地体现人民解放军推进现
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
和平的坚强意志，展现人民解放军
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
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强军目
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新时
代风采，并更好地推进国防教育、培
塑全民国防意识。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中国
站在了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只有具
备敢于变革的魄力、勇于创新的决
心，才能拥抱新时代、创造新辉煌。

以新气象迈进新时代，以新作
为开启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标定了
一座里程碑、擘画了崭新蓝图。让
嘹亮的号角、雄壮的国歌、飘扬的
国旗激励召唤着中华儿女为实现
美好愿景拼搏奋斗，不负这个伟大
的新时代。 据新华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

解放军
担负国旗护卫任务

展示了什么

■■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国家司礼层面的标志性呈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国家司礼层面的标志性呈现
■■ 展示了新时代大国风范和强军风采展示了新时代大国风范和强军风采

日前，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供电照明系统施工顺利完成并全
线亮灯，这意味着历经14年筹备、
建设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主体工
程已具备通车条件，符合工期计
划目标。

涉及大桥通行车辆规管、车

辆运行、保险理赔、通关、应急救
援等各项通行政策已完成研究工
作，有关政策将相继出台。

为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港
珠澳大桥珠澳通道将实行“合
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
港珠澳三地已联合成立公司共

同 运 营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并 确 定
140 辆常用车辆。香港特区政府
将粤港跨境私家车配额数目增
至 10000 个。通行费收费方案已
举行听证会。

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是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据新华社

全长55公里 港珠澳大桥工程具备通车条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广场升降国
旗仪式经过多次调整。

1982年12月28日，原武警北京总队第六
支队十一中队五班进驻天安门，担负天安
门广场升降和守卫国旗任务。我国有了第
一套规范的国旗升降仪式。35年来，武警国
旗护卫队用挺拔的军姿、威武的气势，维护
着祖国的尊严，向世界展示着国家和军队
的形象。

前不久，在央视《挑战不可能》节目中，
武警国旗护卫队的36名战士完成了“两个一
百步”精准挑战——他们从金水桥起点出
发，以每步75厘米的步幅，首先进行一百步
正步走，然后变换为齐步走，再行进一百步。
两百步结束以后，32名国旗护卫队的队员，
在国旗杆南侧的32个终点站位处站定并且
全部对位精准。

在35年的时间里，战士们共升旗降旗
25000多次，从未有过失误。这背后，少不了
日复一日的苦练……

据新华社、人民网

武警国旗护卫队35年0失误

回

顾

昨晨，人民解放军担负国旗护卫任务后，首次举行
升旗仪式 新华社发

昨晨，由军乐团8名礼号手在天安门城楼演奏新创作的《升旗号角》，象征奏响新时代的奋进强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