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冬中的坚守： 六年没有回家过春节

北京的冬天， 寒风凛冽。 凌晨5时， 天还未亮， 国
旗护卫队五班班长、 展旗手李明奎和战友们已经开始
洗漱了。 一年四季， 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都和太阳一
同升降， 夏至时， 升旗时间为凌晨4时许， 冬至则为7
时许。 不过， 即便冬季日出时间较晚， 官兵们在5时
左右也起床了。 “用冷水洗脸！” 太阳没升起来之前，
气温保持在零下十几度， 西北风像小刀子一般锋利，
刮得脸生疼 。 有南方来的新兵 ， 怕冷 ， 想用温水洗
脸， 这一举动被李明奎喝住了。 新兵不理解， 李明奎
就会把其中的原因讲给他们： “用温水洗脸， 毛孔是
打开的 ， 很容易冻伤 。 而用冷水洗脸 ， 不容易冻伤
……”

如今，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个个都知道， 要用冷水
洗脸， 用热水泡脚。 一天训练下来， 最累的就是脚，
尤其是刚刚被选拔到国旗护卫队的士兵， 他们要经过
为期三个月的强化训练， 期间， 每名新兵都要踢坏三
到五双皮鞋， 训练的强度可想而知。 对于他们来说，
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当属 “泡脚” 了。 临睡前， 班长
会为新兵们打水泡脚， “这也是国旗护卫队的传统之
一， 我当新兵时， 班长是这么照顾我们的， 现在我也
会这样去做。 优秀的传统不能断档。” 李明奎解释道，
用热水泡脚， 不仅可以防止冻伤还能解乏， 让士兵好
好放松， 为第二天训练做准备。

去年冬天， 北京一连下了好几场雪， 除了冷， 还
有一个问题是滑。 在执行升降旗任务时， 官兵们如何
保证脚下不打滑 ？ 李明奎透露了他们的 “小秘密 ”
———环卫工人会提前为他们 “铺路”。 由于金水桥是
有坡度的， 下雪天很容易打滑， 为此每逢雪天， 环卫
工人都会提前在金水桥上铺一层防滑布， 等到临升降
旗时， 再把防滑布拿开， 这样一来， 金水桥的地面便
可保持干燥， 官兵们在通过时脚下便不会打滑。

冬天给官兵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有春节。 士兵服
役两年期满， 如果没有退伍， 第三年可以转士官， 转
为士官后， 每年都有一次假期， 可是在国旗护卫队，
把假期放在春节休的人寥寥无几。 李明奎告诉记者，
他当兵6年都没回家过过一次春节， 而这背后的原因
颇为温暖： “一方面是春节时游客数量多， 任务比较
繁重； 另一方面是每年都会有新兵来， 他们是第一次
在部队过春节， 如果我们这些老兵都回家了， 谁来照
顾他们 ？ 如果不转士官 ， 他们在部队只能过两个春
节， 为了不让他们留下遗憾， 我们这里所有的领导和
骨干都会留在部队和大家一起过春节。”

有一件事令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印象深刻， 那是
一年的除夕夜， 一对老夫妇特意给正在执行警卫国旗
任务的士兵端来热腾腾的饺子， 虽然士兵按照纪律不
能吃， 但这一举动却让他们心里特别温暖， 至今仍口
口相传， 官兵们说， 这就是 “军民鱼水情”。

春风中的喜悦： 首次上方阵前会失眠

冬去山明水秀， 春来鸟语花香。 春的使者， 驱散
了料峭的寒风， 送来了温暖又幸福的气息。 这样的气
息每一名国旗护卫队的官兵都曾感受过， 那便是第一
次跟随方阵走出天安门、 走过金水桥、 走向国旗杆的
时刻。 关于 “幸福的第一次” 是什么感受？ 国旗护卫
队的官兵们私下里曾多次聊起， 至于答案， 竟是出奇
的一致： “不知道， 大脑里是一片空白的。”

“如果在训练中各项动作都达标了， 就会进入国

旗护卫队的预备队， 跟着方队完成每天的训练， 进一

步磨合。” 李明奎说， 如果能走到这一步， 就说明离

正式上方队不远了。 虽然有心理准备， 可真正接到通

知时， 还是会非常激动。 在之前一天晚上， 班长会带

着即将正式上方队的士兵到国旗杆下进行彩排， 告诉

他明天站在第几路第几名， 要做什么动作等。 一般来

说， 士兵这个晚上是很难睡着的， 兴奋、 自豪、 期待

……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 只盼着天快亮起来。
可是真正跟着方队走出天安门那一刻， 之前的情

绪又都不见了。 李明奎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光荣且艰巨的任务， 一心只想着做好无暇顾及其他。
至于到底是怎么走出天安门， 怎么走过金水桥， 怎么
向国旗杆挺进的， 大家都说不上来。 这不难理解， 任
何一个人， 在经历人生中重大时刻时， 脑子都是空白
的， 那或苦或甜的滋味， 是在回忆中体会到的。

“听说今年新兵里已经有00后了。” 今年的新兵招
募结束后， 这个消息在国旗护卫队中传播着。 在90后
扎堆的国旗护卫队， 24岁的李明奎已经算 “岁数大”
的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 6年前， 刚满18岁的他听说自
己被挑选到国旗护卫队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近千名新兵， 只挑选50个人到国旗护卫队预备队。
外在条件是硬指标： 身高在180厘米至190厘米之间，
脸型、 脖子长度、 肩膀高度、 胳膊长度、 腿型等都要
符合一定的标准。 达到这些要求， 仅能获得一张 “入
场券”， 想成为国旗护卫队的正式一员， 还需闯过好
几道关 。 “兵先考虑思想 ， 思想是放在第一位的 。”
李明奎说， 每一个到这里来的士兵首先要从思想上对
“护卫国旗” 的任务高度重视， 其次才看动作标准。

“动作标准”， 在采访时， 李明奎说出这四个字时
显得云淡风轻， 而包括他在内的每一名国旗护卫队成
员， 都曾为这四个字付出过巨大代价。 头上顶着大瓷
碗、 后脖领夹着扑克牌、 左右脖领扎着大头针、 腰部
背上十字架、 腿间再夹一张扑克牌， 然后拔军姿4小
时。 “这是来国旗护卫队第一天的训练内容， 所有方
式全都招呼上 ， 没点儿耐力真受不了 。” 李明奎说 ，
训练的过程十分艰苦， 但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 因为
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我要到国旗护卫队！

背十字架， 是让士兵的脖颈、 肩膀、 腰背保持挺
拔， 形成一道直线； 后脖领夹扑克， 左右脖领扎大头
针， 头顶大瓷碗， 是让士兵的脖子 “硬死”， 做到一
晃不晃。 也正因此， 国旗护卫队官兵们获得了 “铁脖
颈” 的称号。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每名进入国旗护卫队的士兵
都要先经过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连训练， 如果合格， 就
能进入新兵排。 新兵连的训练是让士兵熟悉军营的生
活， 新兵排则是对士兵进行强化训练。 李明奎的班长
曾对他说过， 强化训练是挑战心理极限和生理极限的
训练。

仲夏里的考验： 汗水会把外套都浸透

夏季起床时间比冬季要早一些。 凌晨3点半， 当整
座城市还在沉睡时 ， 国旗护卫队的起床哨已经吹响
了。 早起难免犯困， 为了呈现最佳状态， 官兵们起床
后会进行一小时左右的训练， “我们会跑步热身， 人
在出汗后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 这样一来既
锻炼了身体， 又能把身体中的乏劲儿除掉。” 李明奎
说， 除了训练， 每次升旗前， 官兵们必做的事情还有
洗漱， 如果没洗漱就执行任务， 是对任务不重视， 对
国旗不尊重， 这在国旗护卫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夏至前后 ， 日出时间较早 ， 在执行完升旗任务
后， 官兵们可以补一会儿觉， 午饭之后， 也有一个半
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样算下来， 国旗护卫队官兵每天
的睡眠时间也能达到8小时， 只不过被切成了三部分。

除了执行升降旗任务， 国旗护卫队还担负着另外
一项重要职责———24小时警卫国旗。 警卫国旗的任务
由官兵们轮流担负， 每岗2个小时， 如果赶上凌晨0点
到2点站岗， 那么就要在11点半起床准备， 结束之后再
回来休息。 不过， 一个小时之后， 3点半， 还是照样要
和其他人一样起床， 去执行升旗任务。

暑期， 对官兵们的考验一是早起， 二是高温。 一
年四季， 国旗护卫队的礼服都是同一套， 冬不穿棉，
夏不穿单。 因为升降旗是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 所以
必须要着正装。 在升降旗之前的训练时， 官兵们就会
戴上手套 ， 穿好衬衣 ， 套上外套 ， 蹬着长靴 。 “夏
天， 每次执行任务回来， 全身都会湿透， 包括外套。”
李明奎说， 为了保持美观， 官兵们每天都会洗衣服，
尤其是白衬衣和白手套， 每天晚上都要洗。

在执行警卫国旗的任务时， 官兵站在岗哨上是不
能动的， 夏季蚊虫多， 期间万一有虫子飞到脸上怎么
办？ 用手去拂吗， 这是十分不雅观的。 为了保持良好
形象，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练就了不凡的忍耐力。 在
最初的训练中 ， 他们会抓来蚂蚁放到脸上爬 ， 到后
来 ， 蚂蚁爬对他们来说只是 “小儿科 ”。 如此能忍 ，
练习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他们心中对警卫国旗这
项任务高度重视， 深知不能因为个人而影响国旗的形
象， 影响国家形象， 会在心里自己给自己加码。

在国旗护卫队中， 老兵每年都会给新兵讲这样一
件事。 曾有一位老人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时， 将风筝
掉进国旗警戒区， 由于警戒区内不允许游客进入， 老
人就在旁边收线， 想把风筝拉回来。 可他不知道， 线
搭在了正在站岗的士兵脖子上， 士兵站在那里纹丝不
动， 直到站岗回来， 战友发现他的白衬衣染红了， 再
一看， 他的脖子生生被风筝线剐出了一道血线。

每每看到国旗护卫队执行任务， 我们都会被他们
的大长腿所折服， 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 官兵在站立
时， 双腿中间是没有缝隙的， 不过， 这可不是与生俱
来的， 为了让双腿间没有缝隙， 他们中不少人甚至会
在睡觉时， 用背包绳把自己的双腿捆起来。 “我们在
训练时， 双腿间会夹上一张扑克牌， 然后拔军姿4个
小时， 期间， 如果腿一松， 扑克牌就会掉下来。 为了
不让它掉下来， 就要把腿使劲往后压， 但人的忍耐力
是有限的， 有的士兵刚来时坚持不住， 扑克牌就会掉
下来， 你的掉了， 我的没掉， 就说明你落后我一点。
为了迎头追上， 晚上睡觉时， 士兵就会把自己的双腿
捆起来进行矫正。” 李明奎说。

而让李明奎印象最深的一项训练 ， 叫做 “压脚
尖”。 一般人在踢正步时， 脚尖会自然地往上翘， 但
军人在踢正步时脚尖是要绷直的。 为了做到一出脚，
脚尖就自然绷直， 新兵们要经历一段魔鬼训练———跪
在地上， 脚面贴住地面， 下腰， 直至头着地。 那个训

练就像运动员拉韧带一样， 之后会非常疼。 因为宿舍
是上下铺， 那段时间， 很多人上下床都要靠战友扶着
才行。 即便这样， 也没有一个人打过退堂鼓， “既然
来到这里了， 就要做好。” 李明奎说， 训练最苦最累
的时候， 他想的就是这句话。

秋阳下的执着： 不能让群众留下遗憾

秋风起， 北京的气温总算降了下来。 国旗护卫队
的官兵们大都喜欢秋季， 这时， 既没有夏日的酷暑难
耐， 也没有冬日的彻骨风寒， 还少了春日里纷飞的杨
絮 。 1999年出生的李兵祥是国旗护卫队里最年轻
的士兵之一， 算上今年秋天， 他来这里才满一年， 还
没有正式进入护卫队的方阵。 新兵选进国旗护卫队，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 会根据个人素质进行分类，
一部分人为方阵预备队员， 一部分人为展旗手预备队
员 。 李兵祥是按展旗手培养的 ， 一名合格的展旗
手 ， 要做到在国旗挂上旗杆升动时， 迅速将17平方米
的国旗， 向空中甩出个扇形， 即 “展旗”； 当国旗降
至杆底的一刹那 ， 迅速将国旗收拢成一个锥形 ， 即
“收旗”。

能把国旗向空中甩出扇形， 展旗手的胳膊必须要
有劲儿， 为了练出臂部肌肉， 李兵祥每天要举300次到
500次的哑铃， 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胳膊疼得根本举不
起来。

在收旗时， 国旗仍在飘扬， 为了动作美观， 士兵
要用右手手掌内侧将国旗打到旗杆上， 然后完成收旗
动作。 每个展旗手在刚练习这个动作时， 都要吃些苦
头。 一边是肉， 一边是铁， 一次训练下来， 手上就长
了血泡。 “等到把血泡打烂， 皮肤结了痂， 手掌就会
变得硬实起来 ， 再完成动作时 ， 就不会出血泡了 。”
才接受训练的李兵祥， 手上的血泡还没有完全结痂。
而他的班长 、 现任展旗手李明奎手上的伤口早已不
见， 唯一的证据是他右手手掌比左手要更厚实些。

面对高强度的训练， 李兵祥坦言， 有一段时间，
他压力很大， 不过现在好多了， 一是习惯了， 更重要
的是， 班长会想出很多办法来给大家减压。 “为了各
项训练都达标， 必须得给自己施加点压力。” 李明奎
说， 每个人都是从新兵走过来的， 他很理解新兵在面
临高强度的训练时心理上会产生一些波动， 当初， 他
的班长曾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如今他自己当了班
长， 也会尽可能的去帮助新兵。

每月1日的升旗仪式， 军乐队会到现场演奏国歌，
官兵们管这一天叫 “大升旗”。 每逢这天， 前来观看
升旗仪式的人都会比平日多些， 尤其10月1日， 每年这
天都会有数万名群众前来观看升旗。 因此， 在国庆节
前夕， 官兵们会增加训练强度。 采访中， 李明奎几次
提到， 外地游客难得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很多人甚
至一生只能看一次， 为了不让游客留下遗憾， 执行升
降旗任务时， 每个小细节他们都力求尽善尽美。 比如
多数人在观看升旗仪式时， 都会拍照留念， 如果苦等
半宿却拍到一张士兵闭眼的照片， 一定会很失望。 为
了让双目炯炯有神，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在训练中会迎
着太阳练眼神， 直至能连续40至60秒不眨眼才算过了
这一关。 再比如踢正步， 国旗护卫队官兵们走下金水
桥， 要踢正步走到国旗杆下， 为了让步伐整齐划一，
官兵们每一步的距离甚至精确到厘米： 正步一步85厘
米， 一共踢96步。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当五星红旗伴随着国庆日的
第一缕朝阳冉冉升起时， 国旗护卫队的官兵们和千千
万万名前来观看升旗仪式的中国人一样， 心中洋溢着
对祖国母亲最真切的热爱与祝福， 同时， 他们也收获
了这个特殊身份带给他们的骄傲与荣耀。

国旗护卫队五班班长、展旗手李明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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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晶晶//文文 万万玉玉藻藻//摄摄

冬冬去去春春来来夏夏复复秋秋，， 每每
天天，， 当当第第一一缕缕阳阳光光洒洒向向北北
京京城城时时，， 天天安安门门国国旗旗护护卫卫
队队都都会会准准时时从从天天安安门门城城楼楼
正正中中拱拱形形的的大大门门中中走走出出
来来，， 执执行行升升国国旗旗任任务务。。 对对
国国旗旗护护卫卫队队3366名名武武警警官官兵兵
来来说说 ，， 国国旗旗 ，， 重重于于生生命命 。。
一一年年336655天天 ，， 他他们们把把对对祖祖
国国的的无无限限忠忠诚诚，， 化化作作护护卫卫
国国旗旗的的实实际际行行动动，， 并并因因此此
赢赢得得了了亿亿万万人人民民群群众众的的崇崇
敬敬与与爱爱戴戴。。

我我和和我我的的国国旗旗
整齐划一严格训练

升旗仪式的变迁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亲自按下电钮升起

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2日， 北京市供电局陈鸿年和胡其俊担

负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任务。
1976年5月1日， 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担负天安门

广场升降旗任务。

1982年12月28日， 武警部队国旗班担负天安门广
场升降旗任务。

1991年5月1日， 3人升降旗仪式扩编为36人升降
旗方队。

自此， 36名国旗护卫队的官兵， 每天清晨都会从
天安门城楼下走出， 在天安门广场将五星红旗升起。

——————国国旗旗护护卫卫队队的的春春夏夏秋秋冬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