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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荣誉战旗巡礼

在人民空军英模荣誉馆里，陈列着
一枚不同寻常的纪念章——空军首届
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纪念章。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29 日，空军首
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上，空军领导向参会的全体英
雄、模范、功臣和集体立功单位的代表，
颁发了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
会纪念章等奖章和证书。

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是我军优良传
统。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继承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自建立初
期就十分注意开展立功创模活动。
1950 年 3月，空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
颁发了《空军立功暂行办法（草案）》，立
功创模活动随之逐步展开。1950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及原
总政治部 1951 年颁发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立功条例草案》，使空军部队组织
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有了参考及实行办
法。

抗美援朝战争中，部队革命英雄主
义精神高涨。为激励官兵克服困难、奋
勇作战，1951 年 10月，空军政治部颁发
了飞行员和其他人员的战时立功标准，
鼓舞了官兵斗志，各类功臣和集体立功
单位大批涌现。1952 年共有 15830 人
立功，并开始出现英雄和模范，其中一
级英雄 5人、二级英雄 9人、二级模范 2
人 ，立 功 单 位 450 个 。 1953 年 共 有
23902 人立功，其中二级英雄 4人、二级
模范 7人，立功单位 823个。在此期间，
空军政治部颁发《空军部队暂行立功标
准（草案）》，初步统一了空军的立功标
准。

1954年 1月 15日，在空军航校首届
教学先进代表会议上，“二级模范”邵长
源、徐庆春的先进经验被总结推广，使
得立功创模活动既鼓舞了官兵士气，也
起到了指导工作的效果。这一年，部队
和航校飞行事故明显减少，航校教学质
量有了一定提升。据统计，1954年共有
17091 人立功，其中二级模范 9人，立功
单位 450个。

1955 年 3月，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
臣代表大会将立功创模活动推向了更
高层次。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有 407
名、列席代表 132 名。其中包括飞行、
机务、教学、军政、后勤等 40 多个不同
岗位的优秀代表。

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
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
略者。”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粟裕等分
别为大会题了词。朱德还亲临大会，亲
切接见全体代表。

这是人民空军历史上第一次规模
空前的群英盛会，是人民空军自创建以
来，对取得辉煌成就的立功单位和涌现
出的英雄、模范、功臣的隆重表彰和集
中展示。它鼓舞了部队士气，激发了斗
志，增强了全体空军指战员使命感、责

任感和荣誉感，形成了“英模之间比一
比、战友之间追一追”的良好氛围，对人
民空军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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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军不顾
中国政府一再劝告，悍然越过“三八线”，
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9月 6日，第 50
军奉命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第
一次战役打响后，第 50军奉命入朝，加
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1952年初，第 50军第 148师在朝鲜
半岛西海岸要点紧急构筑坑道工事，同
时抓紧战术和爆破等技术训练，以防敌
人突然袭击。同年 7月，敌人在海上活
动更加频繁且越来越猖獗。该师师长赵
鹤亭决定派出师直属侦察小分队到灰岛
上设伏，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师直侦察连决定派 2 排担负此重
任。2排排长王东荣率领 1班于 7月 24
日深夜登上灰岛。当晚，战士们淋着暴
雨在岛上一边搜索，一边前进，并未发现
敌人。接下来的几天中，为了隐蔽行动，
部队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大声说话、
不准生火做饭。战士们每天就着井水吃
点干粮，在岛上等了好几天。

7月 27日，敌人终于出现了，战士们
兴奋不已。班长崔如瑞首先发现东南海
面上出现了敌大小汽船各一艘。他立即
向排长王东荣报告了敌情。王排长命令
大家严密监视，做好战斗准备。

很快，一艘大汽船向大和岛南端
快速驶去，瞬间不见了踪影；另外一艘
小汽船直接向灰岛驶来。这时，各战
斗小组已经进入伏击区，随时准备战
斗。在船离岸边只有十几米时，大家
看清楚船上只有 8 个敌人。敌军似乎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不慌不忙地把
船靠在岸边，大摇大摆地陆续登岸。
当敌人悉数上岸后，随着一声战斗命
令，战士们纷纷扔出手榴弹。手榴弹
瞬间在敌军中炸开了花，敌人惊慌失
措，到处溃逃。

此时，战士李少安发现一个敌人正
沿着岸边石头往上爬，欲袭击侦察排的
侧面，便果断开枪射击。伏击战正激烈
进行，敌军的大汽船突然急速驶来增
援。待敌船靠近后，机枪手扣动扳机，一
排子弹扫射过去，敌船慌忙调头逃跑。

灰岛伏击战只进行了半个小时就结
束了。侦察排击毙敌 4人、俘虏 4人、缴
获木船 1只、卡宾枪 4支，执行任务的 9
名战士无一伤亡。因作战英勇顽强、战
绩突出，侦察排于 1953年 8月被志愿军
总部授予“智勇侦察排”称号。

2017年，“智勇侦察排”所在连改编
为陆军第 77 集团军某旅侦察营侦察 2
连。历代官兵在战旗感召下，凭着过硬
的军政素质和逢敌亮剑、一往无前的血
性虎气，叫响“为荣誉而战”的战斗口号，
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用“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诠释了新时代
“智勇侦察排”传人的血性担当。

“智勇侦察排”战旗—

灰岛设伏勇歼敌
■张 军 陈俊生

军史撷珍

每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的“双拥”
活动（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不仅是我
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各级的一项重
要工作。人民军队从诞生那天起，就高
度重视群众工作，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
着鱼水情深的血肉联系。目光回望，把
“双拥”作为一项活动、一项工作，在每
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例行开展，还要从
1943年说起。

（一）

那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
驻在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由红
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
前线后，驻守延安、履行保卫党中央
和边区使命的，是由部分主力部队骨
干和陕北地方部队整编成的八路军
留守兵团。1940 年前后，由于国民党
的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留守兵团
困难多，军政、军民之间产生了一些
矛盾和纠纷。

在 1942年 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级
干部会议上，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
一些同志表示，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
政府”“闹独立性”。情况反映到中央机
关，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12月下旬的
一天，毛泽东专门在杨家岭接见了萧劲
光、莫文骅及参加会议的甘渭汉、耿飚、
周仁杰等留守兵团的干部。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询问了军政、军
民关系的情况。大家当时都有点情绪，
认为地方政府一些人的批评片面、不符
合实际，没有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对
部队支持不够。有的同志讲，现在有的
老百姓“很厉害”，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
官兵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听完说：
“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
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
这是件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
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
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
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
中去了，这该多好哇！人民群众敢批评
军队，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民主建政工
作有成绩。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
们部队工作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
仗。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
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
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
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
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
必须坚持的原则。”

这次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接近
中午时才结束。莫文骅、甘渭汉等人离
开后，毛泽东又把萧劲光留下，与他进
行了个别交谈。

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
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
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
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
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
决定的事情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
最后，毛泽东笑着说：“萧劲光，你是个
大知识分子！”听了这句话，萧劲光一
愣，心想，我怎么算大知识分子呢？仔
细品味，萧劲光意识到主席的话是一语
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上过中学，又出
国留过学、吃过洋面包的人，在当时部
队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
一方面是提醒自己不要太书生气，自恃
清高，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
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想到这里，
萧劲光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与西
北局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我应负主要责
任。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
在领导，自己没有以身作则，对部队教
育不够。今后一定拿出具体措施，加强

与地方同志的团结，改善军政、军民关
系。”事后，他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二）

萧劲光向来雷厉风行，说干就干。
在毛泽东接见留守兵团干部的当天晚
上，他就主持召开兵团党委会，学习贯彻
毛泽东关于军政、军民关系的指示，研究
在即将到来的 1943年春节期间做好群
众工作，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问题。此
次会议议定并很快落实了三件事：

一、由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负责，组
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拥护政府爱护
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普遍进行拥政
爱民宣传教育。

二、萧劲光亲自主持起草了《八路
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
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以下简称《拥
政爱民决定》）。这一决定，在认真分
析留守兵团部队拥政爱民工作形势、
说明进一步做好拥政爱民重大意义的
基础上，具体列出留守兵团各级军政
机关必须执行的 12个方面的内容。第
一条规定：“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拥
政爱民的重要意义，军队应该坚决执
行政府法令……对于过去不尊重政府，
只顾自己，不顾政府法令，不顾群众利
益的思想与行为，必须予以彻底纠正。”
第二条规定：“军队须尊重各级政府机
关，对于政府负责人，应以本部队首长
同样看待，不得轻视与污辱。军队无权
逮捕政府人员与人民。”第五条规定：
“军队与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
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
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必须了
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
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
与人民的良好感情。”最后一条明确提
出：“拟定今年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
民运动月（具体工作另有指示），以掀
起部队拥政爱民的热潮，推动今后拥
政爱民工作的开展。”这一文件于 1943
年 1月 25日正式发出。

三、制订、颁布了留守兵团部队《拥
政爱民公约》。《公约》明确规定：（一）服
从政府法令；（二）保护政府、帮助政府、
尊重政府；（三）爱护公共财物；（四）不
侵犯群众利益；（五）借东西要还，损坏
东西要赔偿；（六）积极参加生产，减轻
政府和人民负担；（七）帮助人民春耕、
秋收和冬藏；（八）帮助人民进行清洁卫
生运动；（九）了解民情风俗，尊重民情

风俗；（十）向人民宣传，倾听人民意
见。为了使《公约》能够切实付诸实践、
发挥作用，各单位还制定了具体检查落
实的措施。

获悉留守兵团研究起草《拥政爱
民决定》的消息，边区政府很受启发。
他们也立即行动，并于 1 月 15 日先于
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
于拥护军队的决定》（以下简称《拥军
决定》）。《拥军决定》从三个方面，即
“拥护军队是边区人民与政府应尽的
责任；过去拥军工作有严重的缺点；必
须积极改善和加强拥军工作”，检查了
此前拥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
改善、加强拥军工作的意见和措施。
《拥军决定》具体要求各级政府“应将
本决定和《拥政爱民决定》”，及最近颁
布的陕甘宁边区新订《优待抗日军人
家属条例》《陕甘宁边区军民诉讼条
例》《陕甘宁边区调整军民关系维护革
命秩序办法》等文件，“配合起来作详
细具体的讨论，并请军队派人参加，切
实检查当地的拥军工作，总结经验，纠
正缺点，以进一步增强军民的团结”
“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
给以定期的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
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
绩者应给批评、指责和惩罚”。边区政
府同时决定，拟与留守兵团政治部商
办，将 1943 年 2月定为“全边区拥军运
动月”。

1943 年 2 月 5 日是春节。在这前
后，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
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
动、“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
多彩。萧劲光、莫文骅等留守兵团机
关、部队的领导，分头到部队驻地群众
中走访，检查群众纪律，送医送药，帮助
群众解决困难。有违纪现象的官兵在
自省自查的基础上，主动登门道歉，向
地方政府或群众赔偿损毁的物品。边
区政府各级行政部门按照《拥军决定》
和以此为据拟定的“拥军公约”，全面检
查各村镇优待抗属、烈属和退伍伤残病
老革命军人的情况。春节前，边区主席
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给部队发了
慰问信。林伯渠还和中共西北局领导
同志，一起率领慰问团前往南泥湾慰劳
在那里垦荒的部队。整个 2月份，到军
委和留守兵团机关、部队慰问演出的群
众、文艺团体络绎不绝，军民联欢活动
接天连日，演出场地上人山人海，欢歌
笑语响成一片。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
荒》，就是延安群众在拥军活动中演出，
并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广泛传播开
的。许多年后，曾任留守兵团副政委的
方强，谈到当年“双拥”活动的场景，仍
然激动不已。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
道：“1943年春节，留守兵团首创拥政爱
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拥军活动，
使军民更加团结。这一活动保持至今，
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延安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是萧劲光同志一重要
历史贡献。”

（三）

“拥政爱民、拥军”活动，进一步改
善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使陕甘宁
边区呈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
互助、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巩固了战略
后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八路军》卷中提到：“1943年的拥政爱

民运动，实际上也是当时整军和基层
连队整党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广大干部战士更深刻认识到我
军的本质、宗旨和任务，大大提高了执
行群众纪律和做群众工作的自觉性，
军民关系上的问题大量减少，如兵团
直属队当年上半年发生的违纪案件减
少到前一年同期的七分之一”“同年 7
月，国民党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边
区群众在自卫动员中，大力支援我军，
靠近前线的富县一带群众，自动献金
献柴、送菜送猪羊，送衣服。后方的群
众，积极为部队代耕，献金劳军。据 24
个工厂的不完全统计，共献边币 120
万元。这一切，使官兵备受鼓舞，部队
士气大大提高”。毛泽东对“双拥”活
动十分赞赏，多次称赞说这样搞很有
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他还
在会议上强调，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
志都应该懂得，每年春节前后的“双拥
运动月”是“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
工作”。

1943年 10月 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
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更加具体地提
出：“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
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
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
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
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
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
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
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
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
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
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
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
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
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
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
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
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
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
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
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
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抗日根
据地、解放区军民于 1944年正月更广泛
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之
后，每年春节前后举行的“双拥”活动，
越来越深入人心，受到军民各方面的支
持和欢迎。几十年下来，“于每年正月
普遍举行一次”，逐步成了一项制度，并
与经常性活动结合起来，使“双拥”精神
贯穿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成为党和军队
的优良传统。

“双拥”传统的由来
■吴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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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开展“双拥”活动。 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