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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
体中心记者张琬茜）有的人因聚光灯而醒目，
有的人则因信仰而伟岸，一个关于信仰、关于
国旗的故事，9月28日燃爆海南人朋友圈。

当天上午，海南日报镜工坊推出纪实微
电影《老旗手》，讲述了文昌市厚禄村一位老
旗手和3位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伍老兵的
故事。这部微电影在海南日报“两微一端”平
台首发后，迅速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形成刷屏
之势，收获了网友一致点赞。之后，“学习强
国”App“推荐”频道进行大屏推荐，南海网、
南国都市报、海口日报等媒体平台竞相转发，

“海南共青团”“海南消防”等微信公众号和
“海南警方”等官方微博也进行了大量转发。
截至9月28日晚10时，《老旗手》在海南日报
微信公众号阅读量超过21万。

据了解，这部微电影是海南日报献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作，微电影以厚禄村
这个远近闻名的“国旗村”为原型，以小见
大，用真实质朴的小故事烘托大主题。据
主创人员介绍，这部微电影的亮点，在于老
村长和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伍老兵的故
事碰撞，无论是“老村长”对升旗的执着，还
是退伍老兵向国旗报到，都传递出对祖国
的热爱，正如片尾所说，“每一个爱国的动
作，都是标准的。”

真实质朴的故事有直抵人心的魅力，《老
旗手》在网络平台推出后，获得了社会各界的
好评。远在异国他乡的文昌华侨们表示，片
子感人至深，将家国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
出来。片中“老村长”的原型及扮演者陈奕
喜、3位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退伍老兵陈治
国、张宗昌、孙立亭也成了“网红”，许多网友
留言称：“村长演得太好了！朴实憨厚。”“今
天才知道在天安门升国旗的老旗手就在我们
身边，心里很激动！觉得自豪！”

值得一提的是，微电影中的3位退伍老
兵，全部参加过1999年国庆50周年大阅
兵，而这次参与拍摄微电影恰逢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于他们而言，向国旗报到，是一种使
命，更是一种爱国情怀的延续。当退伍老兵
陈治国将视频转发到护卫队战友群里时，不
少战友纷纷表示：“爱国就是那么简单，护旗
就是那么纯粹。永远的国旗护卫队，大家都
是护旗手。”“每当你们再一次穿上礼服，我
就感觉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怀念以前在天
安门国旗护卫队的日子！”

除了在网络上形成刷屏之势，在线下，
这部微电影也被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典型
案例进行传播。文昌市委、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将在当地大街小巷的宣传平台播放
《老旗手》，传递本土爱国故事，激发群众爱
国情怀。此外，万宁奥特莱斯等各大商圈
也将在国庆期间大屏滚动播放《老旗手》，
向广大市民游客传递正能量。

据了解，未来几天，海南日报新媒体还
将陆续推出创意H5、原创歌曲MV等创意
新媒体产品，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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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旗手》拍摄地文昌厚禄村坚持举行升旗仪式

五星红旗飘扬在椰林深处
■ 本报记者 孙婧

从文昌锦山镇开车到厚禄村，路途偏远曲
折。9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顺着地图导航，几
经周折，才找到了厚禄村深藏着的入口。

这个村庄，户籍人口100多人，常住人口才几
十人。但它并非寂寂无名。外人给了它另一个
响亮的称号：国旗村！村民每个月都自发举行升
旗仪式，至今已坚持了3年多。

每一个听说的人，都会忍不住来这一探究
竟，先是邻村人，然后，镇政府的代表来了，他们
甚至把党日活动也放老在这里；接着，从本地媒
体到中央媒体，各路记者也抱着强烈的好奇心走
进“国旗村”。

厚禄村的故事就此广泛传开了。

升旗仪式表达爱国之情

记者来到这里时，厚禄村几乎全村人都出动
了，参与拍摄一部以“国旗村”为原型的微电影。

在村里走了一圈，记者发现，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小楼房和轿车，村道干净整洁，两旁林立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牌和艺术石雕。

听着国旗在风中猎猎作响，看着眼前的一
切，记者忍不住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村民们
开始了升旗仪式？而升旗仪式对他们来说，又有
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升旗仪式就是表达我们的爱国情怀。正是
有了党和国家，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面
对记者的疑问，升旗仪式的发起人之一、锦山镇
湖山中学校长陈川杰这样回答。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2013年以前的厚禄
村，穷啊！”陈川杰说，由于村里临近水库，土地无
法耕种开发，村民们大多数靠外出打工，所以村
里常年人口稀少，挣扎在贫困线上。后来，国家
给村里修好了第一条水泥硬化进村路，全村也逐
渐实现脱贫。卸下了贫困的包袱，村民们重新燃
起了对美好生活和美好家园的渴望：“国家都给
我们搭把手了，我们自己也要争气谋发展！”

借助村级“一事一议”资金，加上村民捐钱集
资，投工投劳，厚禄村把东西两个村小组之间的
荒地重新利用起来，清理、铺砖、美化……一年一
小片，三年一大片，慢慢拼凑出了今天的村中心
公园和广场。村民们在大树下立起了石桌石凳，
美好家园有了新模样。

升旗仪式凝聚爱国之心

“村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了，思想境界和精神
面貌也要跟着提高，环境建设还需要继续凝聚大家
的力量，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升旗仪式。”陈川杰说。

2016年，村民们合力在广场上建起了升旗
台，制作国歌墙。同年8月，第一场升旗仪式开
始了。厚禄东村小组和西村小组的组长分别担
任升旗手和护旗手，陈川杰主持仪式，并发表爱
国主题演讲。当时留守在村里的30多位村民，
见证了厚禄村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场面。

“当时老村支书陈勋祥还在世，他参加升旗
仪式的时候，双眼含泪，几次想扶着轮椅站起
来。”厚禄村东村小组组长陈海感慨地说，很多村
民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经历这样庄严神圣
的时刻，当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歌声中缓缓升起
时，大家眼里都有泪花。

那次之后，厚禄村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一，以
及重要节日、纪念日，假日，都举行升旗仪式。

“我们农民也没受过正规培训，不知道怎么
样升旗更规范，但是想用这样的行动来表达爱国
的心情。”陈海说。

这不是一次、两次，不是半年、一年，3年多
来，除了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外，厚禄村的升旗
仪式从未中断。

即使是95岁的老阿公陈伟珍，也尽量参加每
一场升旗仪式。“早几年还可以走路的时候，公公
就扶着代步架去看升国旗，他跟我们说，听到国
歌，心里就高兴！”陈伟珍的儿媳说。

升旗仪式传承红色基因

除了留守村里的老人外，升旗仪式的队伍
里，也渐渐有了年轻人的身影。他们节假日归
乡，就轮流担任升旗手和护旗手，身体力行，将这
份爱国情怀传承下去。

“升国旗在我心中不是简单的仪式，而是对
革命先烈的一种致敬，我们能有今天和平的生
活，要懂得感恩。”如今在镇上经商的年轻村民陈
泽莱，也成了升旗仪式中的老面孔。

多年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同升一面
旗，共筑一个家”成为了厚禄村村民的共识。

陈海说，从前，厚禄村村民大多在外打工，平
日很少有集体活动，大家交流得少，民心比较涣
散，在组织升旗活动一段时间后，村民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融洽了。

“大家捐钱成立公共基金，主动参加集体劳
动，出人出力。村里这些年的变化，是村民们热
情建设的成果。”陈川杰指着广场边的花草、文化
墙、艺术石雕告诉记者。

现在，厚禄村有了新的盼头：要建设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红色基
因代代传递下去。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

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3名退伍老兵参演《老旗手》——

向国旗报到！
■ 本报记者 孙婧

9月21日，在文昌厚禄村，微电影《老旗手》拍
摄进入休息时段，孙立亭、陈治国、张宗昌3名国旗
手走到树荫下，摘下帽子，头发已经湿透了。但3人
只是解开了束腰的皮带，依然保持着板正的坐姿，生
怕把军装弄皱。

准备开拍时，3人站起来，扣上腰带，戴好帽子，
仔细摸查着帽檐、领口、衣角，又相互检查对方的仪
容仪表。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于无声中透露出秩序
感，一看便知，久经训练。

没错，他们的来历的确不一般：都曾经是原天安
门国旗护卫队的一员，都曾参加过1999年新中国成
立5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

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装着国旗

“2003年退役后来海南，在这工作生活十多年，
快成半个海南人了！”陈治国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不是唯一一个在海南发展的国旗班战士。“印
象中，从1993年至今，有近30名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退伍老兵在海南的各行各业工作。”陈治国说。

了解到文昌“国旗村”的故事后，陈治国欣然答
应到村里参加一次升国旗活动。升旗仪式，升旗手、
擎旗手、护旗手，一个都不能不少。为此，陈治国还
联系了自己的战友——同在海南工作的张宗昌、在
上海工作的老班长孙立亭。

即使退役了，但老兵们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装
着国旗。“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国旗在我心中的分量是
至高无上的，每次看到和国旗有关的一切行为和现象
都会去关注，容不下半点沙子。”陈治国说，“我们扛旗
的姿势，国旗的位置，旗面五星的朝向等等，都有很多
讲究，看到不规范的行为就忍不住要去指正。”

有一次开车经过一个村庄，发现村头旗杆上的
五星红旗已经破损不堪，陈治国立即停车下来，联系
村里负责人更换新的国旗；还有一次，陈治国受邀来
到一处军营，看到部队宣传文化窗里有一张战士们
升国旗的照片，他发现战士将五星红旗扛在了左肩，

“国旗应该扛在右肩的。”他马上就找到营区负责人
反映这个错误，最终撤下照片。

站在国旗下，心一定是澎湃的

如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大阅兵即
将举行，也让参加过1999年国庆阅兵的孙立亭回忆
起当年的场景，“大阅兵前，我们不仅要接受加强训
练，还要维持每日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那段时间
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身体和精神的付出非常大。”

“升旗仪式既是一种仪式教育，也是激发老百姓
爱国情怀的重要仪式。”对于升旗仪式，孙立亭有自
己的理解，“当你站在国旗下的那一刻，心一定是澎
湃的。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时，现场群众总
是高唱国歌，我们被这种爱国之心感动了。”

退役多年以后，孙立亭和两位战友在海南文昌
厚禄村，再次体会到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那种类
似的震撼与感动。“厚禄村村民在今天这个年代，在
这个地方，坚持升旗3年，让我这个国旗下的老兵都
深受教育！”孙立亭说，虽然村民们的动作不标准，但
此时此刻，他被村民朴实无华的爱国情深深感动。

“这一次参与微电影拍摄，是个很好的契机，让我
们有机会与村民进行交流，为村民带来一场高标
准的升旗仪式，圆了村民们的心愿，这也是
我们来此的初衷。”孙立亭说。

（本报文城9月28日电）

网友留言集锦

@倪晓勇
（原天安门国旗护卫

队退伍老兵）
电影很短，情怀很长；村子很小，舞

台很大；演员很少，演绎很广。看到当年的老班
长，再穿当年的老礼服，容颜易老，精神不变，体形变化，步

伐依然，爱国就是那么简单，护旗就是那么纯粹。永远的国旗护卫
队，大家都是护旗手。

@彭凯
（原天安门国旗护

卫队退伍老兵）
一日升旗手，终身升旗

手。大家都在怀念过往的点点滴
滴，中国人、中国心。战友们都是杠杠滴

@黄婉莹莹莹莹
96 步，是从金水桥走到国旗杆下的步数；不大

的村子，是故事主人公走过的最长的训练之路。
46秒，是国旗升起的时间；近百次的升旗仪式，

是村子里最激动神圣的时刻。
一年365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都会与太

阳一同升起；自2016年8月起，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
海南文昌厚禄村的上空。守护好这面五星红旗，是
14亿护旗手的职责和使命。

@六便士
当 国 旗

护卫队员捧着国旗，
踏着正步出现在画面里时，

泪水便充斥了我整个眼眶。 我一
直相信，爱国这件事情是流淌在每个中国

人的血液中的，无需言语。无论当下你的处
境如何，当国歌奏响时，激情澎湃的心境，便
是对信仰最好的诠释。我爱你，中国。

@玲妈 上小学时我也是一名升国旗手，
周一学校都要升国旗！看了这部微电影心里
无比的激动。向我们的国旗致敬，我爱你我
的祖国！

@就是一种feel 爱国是一代又一代人的
传承，在国庆到来之前，看到海南拥有这么一个暖
人的故事，真好！

@陈丽萍 当国歌奏响时，当看到退伍
老兵矫健的步伐、英姿飒爽，真的很感动。
感慨自己身为中国人而骄傲。

@炜枫 淳朴的阿伯，机灵的小朋友和不
忘初心的国旗班老兵，他们成功捕获了观者
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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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旗手》微电影截屏。

微电影《老旗手》拍摄花絮。
海南日报新媒体部供图

扫描二维码
看纪实微电影《老旗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