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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支革命武装

纪念章包括勋章和奖章，是
专门奖励在作战、训练、执勤、科
研等军队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员。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
颁发过各种各样的勋章和奖章。
这些勋章和奖章名称不一，但每
一枚都记录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伟大征程中的重要历史时
刻，见证着我党从初生走向胜利
的光辉历程。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开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海南师
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
士生导师郭根山教授认为，五四
运动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是
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重大事件，深刻影响了中国
百年历史进程。蔡於良收藏的

“铜质五四运动纪念章”就见证
了这一历史时期。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广州
誓师北伐。然而，早在此前一个
多月，就有一支部队已经率先出
发，孤军深入湖南，与北洋军阀吴
佩孚部展开激战。这支勇当北伐
先锋的部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支部队的
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
员，团长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因
此又被称为叶挺独立团。

蔡於良的藏品中有两枚北伐
时期的纪念章比较有代表性，反
映了这段历史，一枚是中国革命
军第四军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为
铜质珐琅材质，主要色调由红色
和蓝色组成，有“4A”、地球和“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等图
样和字样；另一枚是“北伐成功退
伍纪念章”，铜质珐琅材质，下方
自右向左刻呈圆弧状“北伐成功
退伍纪念章”几个隶书字样，背面
则刻有“NO12597”。

郭根山说，由叶挺担任团长
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中国共产
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
在北伐战争中，率先从广东出
发，首战碌田，长驱醴陵，力克平
江，直入中伙铺，奇袭汀泗桥，大
战贺胜桥，攻占武昌城，所向披
靡，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民革
命军第四军北伐部队赢得了“铁
军”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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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纪念章。

收藏纪念章初心：

传承珍贵的
历史馈赠

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

“我是摸着纪念章长大的，这
些纪念章是我童年时代的回忆，
看着就有亲切感。”1952年，蔡於
良出生于海南澄迈，从小听着海
南党史长大。

1950年 3月 5日下午，在雷
州半岛的海岸边，一场庄严的誓
师大会正在召开，解放海南岛战
役将以这里作为出发点，就此拉
开大幕。

那时，十万国民党残军退守海
南岛，企图把海南岛作为反攻大陆
的跳板，共产党人却创造了一个奇
迹——依靠简陋的木帆船摧毁国
民党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强渡琼
州海峡，胜利完成登陆。“我父亲是
给解放海南岛的四野军人做饭的
伙夫，我从小就跟解放军在一起，
他们常常抱我，我总会情不自禁
去摸摸他们的帽徽和肩章。”蔡於
良收藏纪念章的初心，源于童年
时期对共产党人的崇拜。

“在残酷的战争中，共产党抛
头颅洒热血，这些都凝聚在一枚
枚纪念章里。”从广东工艺美术学
校毕业后，蔡於良被分配到海南
工艺美术研究所，后调入海南出
版社工作，他的业务是画画与设
计，后逐渐成为海南知名画家，靠
着卖画的收入开始慢慢收藏与党
史相关的纪念章。蔡於良有两大
间屋子专门存放这些纪念章，每
一枚纪念章都被他放在一样尺寸
的透明盒子里，在桌子上平铺排
开，很是壮观。

为了让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
时代的年轻人，通过这些纪念章
了解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走过的
光辉历程，蔡於良还特地在家里
搭建了一个简易摄影棚，专门给
纪念章拍照，并将这些照片配以
文字介绍发布在网上。“这些获赠
纪念章的革命者本应有史料记
载，但战时人员流动大，再加上共
产党人比较低调，不喜欢宣扬自
己获过什么奖，所以很多纪念章
都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正是因为很难弄懂这些纪念
章的来龙去脉，蔡於良更深感肩上
的责任重大。“这是历史馈赠给我
们的礼物，我们有责任传承给下一
代。”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这些纪
念章的资料整理出来，让这些散发
着岁月气息的历史见证物，一代代
传承下去，让年轻人记住历史，真
切感受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让历
史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

纪念章沉淀着历史
的重量，铭刻了舍身报国
的英雄儿女的卓越功勋；

纪念章满含着情感
的温度，承载了后人对
民族英雄的无上崇敬与
深深怀念；

纪念章象征着美好
的祈愿，寄托了中国人
民对正义与和平孜孜不
倦的追求；

党徽、帽徽、奖章、
勋章……一枚枚红色纪
念章铭刻着一段段历
史，记录着党的光辉历
程，铭记着共产党人的
光荣与梦想。

6月25日，海南日
报记者一走进海南收藏
家蔡於良先生家中，便
被 满 屋 整 齐 摆 放 的
1000 多枚纪念章所吸
引，从五四运动、北伐
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及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依
次排开的纪念章，仿佛
是一幅党史长卷，让我
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
前进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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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的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不仅各部队颁发
的勋章、奖章进一步增多，许多军区
和野战军为纪念战役胜利和作战区
域解放也曾颁发过纪念章，如1948
年第四野战军暨东北军区“解放东北
纪念章”、1949年华东军区“淮海战役
胜利纪念章”、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
军“解放海南岛纪念章”等。

“蔡於良收藏的这一时期的纪
念章比较全，涵盖三大战役的辽沈
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和西
南进军，比较全，具有一定价值。”

据史料记载，辽沈、淮海、平津
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争取起义、
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
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
合计共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
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
被消灭。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
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
大江。”这是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
领南京》中的诗句，蔡於良收藏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赠渡江胜利
纪念章”就反映了这一历史。1949
年4月20日，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接
受和平协议条款，21日，毛主席、朱德
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
顽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强渡长江
战役，彻底摧毁了国民党所谓天堑江
防堡垒，渡江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国民
党南京政府垮台灭亡。

天空、白云、波涛汹涌的大海，
一艘艘悬挂鲜红“八一”军旗的木帆
船正劈波斩浪迎面驶来……这是蔡
於良收藏的“解放海南岛纪念章”的
正面图案：在白色的边廓里，上面是
天空，天空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大
海上万舟齐发，所有旗杆上都飘扬
着红色的“八一”军旗；在天空与万
舟之间，自左至右有“解放海南岛纪
念章”八个红色的字，分两行排列：
上一行为“解放海南岛”五个字，下
一行为“纪念章”三个字。

在纪念章背面有一别针，可方
便地将纪念章戴在胸前；下部标注
了纪念章的制作单位和颁发单位：

“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其
中“颁发”二字另起一行。1950年
初，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43军的
10万余人，组成了渡海登陆作战兵
团，在当地地下武装、冯白驹指挥的
琼崖纵队的有力配合下，我主力部
队横渡琼州海峡，经过10多天的激
战，于5月1日解放了海南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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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共产党人书写的荣誉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曾两次
大规模地为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
功臣颁发勋章和奖章。其中一次
是1955年，将“八一勋章”和“八
一奖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独
立自由奖章”、“解放勋章”和“解
放奖章”分别授予在红军时期、抗
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
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

蔡於良用精美的盒子珍藏着
“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勋章”
“三级八一勋章”，每一枚都有完
整的证书，上有受勋者的名字。

“八一勋章”和“八一奖章”的中心
图案是红星和“八一”，突出反映
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独
立领导革命武装的光辉历史；“独
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
的中心图案是红星和延安宝塔
山，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人民抗日民
族战争的革命大本营；“解放勋
章”和“解放奖章”的中心图案是
红星和天安门，象征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武装夺取全国胜利。

在郭根山看来，从1933年7
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发布《关于颁发红星奖章命
令》，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
四军广泛开展的热火朝天的“新
英雄主义运动”；从1946年开始
的贯穿解放战争、遍及全军各部
队的立功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
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立功
受奖、授予称号、颁发功勋荣誉章
等制度，对荣誉的珍惜与崇尚，催
生了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英
雄。

这些共产党人、革命前辈和
民族英雄，本身就是荣誉，有如日
月经天，江河纬地，写在中国共产
党历史的天空，写在中华民族广
袤的原野上，成为后继者的自豪
和民族的骄傲；而他们留下的这
些纪念章，就是一部几代共产党
人用牺牲和奉献书写荣誉的历
史，一部为人民翻身解放和国家
安危不断追求荣誉、创造荣誉的
历史。

（报道中部分史料来源于《解
放军报》2011年8月8日《我军勋
章、奖章的发展历史》，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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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纪念章
教育我们要珍惜和平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
四军和地方各级抗日政权的抗
日斗争异常艰苦，为了激励斗
志，各部队自行颁发了各式各样
的纪念章，质地也千差万别，除
了有银质、铜质之外，还有银片、
铜片、铁片、胶片等等。蔡於良
拿着一枚铅制的纪念章感慨道，
抗战时期，我党物资匮乏，虽然
纪念章做得很薄，但这不仅是颁
发给活着的战士，更是在深切缅
怀那些为挽救民族危亡而牺牲
的先烈们。

据史料记载，由于处于战争
环境，我党颁发和制作奖章、纪念
章没有统一的规定，多为银质和
铜质，颁发奖章的一般为师以上
部队，但最低也有团级部队。这
个时期的纪念章主要有如晋察冀
军区“铁军前卫奖章”、冀中军区

“五一奖章”、冀晋军区“星旗勋
章”和“红旗奖章”“留守兵团奖
章”、抗大七分校“劳动英雄奖章”
以及八路军“荣誉战士纪念章”、
山西新军“决死队四周年纪念章”

“抗大三周年纪念章”“抗大五周
年纪念章”等。

蔡於良也收藏了一些抗日战
争时期的纪念章，如“八路军胜利
奖章（铜质）”“山东省政府颁特等
奖章（铜质珐琅）”“山东省政府颁
一等奖章（铜质珐琅）”“新四军五
师铁军前卫奖章（银质）”“新四军
颁二等功臣奖章（银质）”等。

除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纪念
章，201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前夕，中央还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向约21万
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
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
友人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表
彰他们的历史功勋，彰显他们的
荣誉地位。

“国家如此隆重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既是对抗战老兵的尊
敬，又是给我们年轻人的一次精
神的洗礼。纪念章就是鲜活的教
材，教育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和
平，努力工作。”蔡於良表示，无数
抗战英烈为国洒下鲜血，值得永
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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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军性奖
章以“红星奖章”最为著名。1933
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提出在“八
一”建军纪念日颁发“红星奖章”。
然而，因红军长征，形势发生了变
化，“红星奖章”只在 1933 年和
1934年“八一”建军节时颁发过两
次，后来没再继续颁发。

蔡於良收藏了一枚很特别的
布质纪念章，这枚纪念章是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
表大会证章，以红绸布加工而成，
正面为泛黄五角星图案，其上中央
是“代表证”三字，上有弧形排列、从
左至右“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十七个红色繁体字。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第
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形成拥
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
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
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
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
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
观环境。中共中央于9月20日作
出决议，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
央政府，各苏区选派代表参加中
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20日，中华
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到会代表
600余人，这次大会宣告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成立，并选举产生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这些代表胸前佩戴的‘大会
代表’证章，也就是我收藏的这枚
纪念章。”蔡於良说。

据《中国共产党早期海南人》
记载，出生于海南琼山县（今海
口）的中共党员曾昌鸾当时被中
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和琼崖苏维埃
政府委派为琼崖苏区代表，出席
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此外，据史料记载，1930年8
月，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在母瑞
山成立，后来，这个师被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命名
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琼
崖工农红军独立师的建立，标志
着琼崖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一个新
的水平，推动了琼崖土地革命新
高潮的到来。”蔡於良说。

解放西北纪念章。

井冈山时期红军“公
粮模范”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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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劳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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