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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大致经历了起步期、丰富期和拓展期 3 个阶段。时空、人—物和

符号等元素作为政治仪式的主要“景观”，在新中国历次阅兵仪式中得到突出呈现和更新发展，共筑

着一个动态发展的阅兵仪式共同体。新中国历次阅兵仪式，内嵌着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变迁的见

证，具有激发政治情感、强化政治认同、维系政治秩序等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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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9 年开国大典阅兵到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阅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举办了 17 次规

模宏大的阅兵仪式。新中国 70 年历次阅兵仪式集

中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

的重大变化，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识。同

时，每一次阅兵仪式又都是一次思想政治教育，极

大地增强了民众的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因

此，对新中国 70 年不同阶段阅兵仪式的“景观”设
置变迁和政治功能表现进行考察分析，既有利于

全面理解和把握新中国各阶段特别是新时代阅兵

仪式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也有利于更好地阐释和

发挥阅兵仪式在意识形态传播、权力关系展演和

国家认同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的历史分期

早在公元前，阅兵就在一些文明起源较早的国

家进行，其中包括埃及、波斯、罗马、中国等。我国最

早期的阅兵可追溯到夏朝，春秋战国以后，我国古

代阅兵仪式渐趋成熟。一般认为，我国现代阅兵仪

式始于 1949 年，开国大典阅兵被视为我国现代阅

兵仪式的蓝本。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共举办了

17 次盛大的阅兵仪式，分别是 1949—1959 年期间

的 11 次国庆阅兵；1984 年、1999 年和 2009 年 3 次

国庆阅兵；2015 年 9 月 3 日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

兵，2017 年 7 月 30 日建军 90 周年朱日和阅兵，

2019 年国庆 70 周年阅兵。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史的

分期、政治社会变迁的基本线条以及阅兵仪式的变

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17 次阅兵仪式可以划分

为起步期、丰富期和拓展期 3 个阶段。
首先，前 11 次阅兵仪式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

式的起步期。这一阶段的阅兵处于我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环

境，高频度成为这一阶段阅兵最显著的特征。将这

一阶段称为新中国阅兵仪式的起步期，主要基于

两方面原因：一是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这 11 次阅

兵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进行的阅兵。一方面，阅兵

仪式的各项安排和各个环节没有定型，尚处探索

阶段；另一方面，以倒叙的方式进行审视，这一阶

段的阅兵仪式在展示的装备、传播的手段等与改

革开放后的阅兵仪式相比有较大差异，表现出刚

起步的特征。以传播的手段为例，这一阶段阅兵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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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传播主要借助印刷媒介进行报道，普通民众

更多地是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对阅兵仪式进行

非即时性的信息获取；而改革开放以后，民众则渐

次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移动互联网等方式对阅

兵仪式进行全程了解，逐渐突破时空限制，达到视

听觉一体的体验效果。二是从规制延续上来看，这

一阶段阅兵仪式所形成的程序和内容为之后的阅

兵提供了诸多参考，奠定了其先行、起步的地位。
比如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流程“升国旗，鸣礼

炮———阅兵总指挥向检阅首长报告，检阅式开

始———检阅首长向解放军指战员发布命令———分

列式开始———结束”得到传承和延续，之后阅兵仪

式唯一的变化仅是“检阅首长向解放军指战员发

布命令”被“检阅首长发表重要讲话”所替代。
其次，1984 年、1999 年和 2009 年 3 次国庆阅

兵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式的丰富期。这一阶段的

阅兵处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发展的国内外

环境得到极大改善。这一阶段的阅兵目的在于集

中展现改革开放的成就，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激

发民众爱国情怀。1984 年阅兵是我国在改革开放

后的首次阅兵，展现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政治、
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建设成就和新气象；

1999 年阅兵展现了国家改革开放 20 年在各方面

取得的显著成果，昭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

推向 21 世纪、中华民族昂首阔步进入 21 世纪的

自信和从容；2009 年阅兵是在改革开放 30 年、中
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后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举行的，

充分展示了我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极大地激

发了民众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之所以将这一

阶段称为新中国阅兵仪式的丰富期，主要是因为

从受阅部队、展示装备、传播手段、表现主题、象征

意义等维度来看，这一阶段的 3 次阅兵仪式都与

前一阶段的阅兵仪式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提升。虽

然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前后跨度时间长，至少以

10 年为 1 个周期，但是阅兵仪式的规模更加宏大、
场面更加壮观。同时，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已不再

是一般性的军队演习和军事能力展示，而更多地

是展现具有全民意义的举国庆典。
最后，2015 年的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2017

年的建军 90 周年阅兵和 2019 年的国庆 70 周年

阅兵分属于新中国阅兵仪式的拓展期。这一阶段

的阅兵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社会

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长期努力，“党的面

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

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

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1]10。新时代的 3 次阅

兵与以往 14 次阅兵有着显著不同，它们拓展了新

中国阅兵仪式举行的时空、表现的主题和设计的内

容，创造了多个首次，体现了新时代的新特点。
一是阅兵仪式在时空上的突破。在举行时间

上，这一阶段阅兵不再局限于国庆日。2015 年阅兵

的举行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7 年阅兵

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是在建

军节前夕举行。在举行地点上，朱日和训练基地成

为天安门广场之外新中国阅兵仪式的又一场所。
二是阅兵仪式表现主题的拓展。一直以来，新中国

阅兵都是作为国庆庆祝活动的基本仪式，其核心

主题是为新中国庆生。新中国阅兵主题在新时代

阅兵中得到了拓展。其中 2015 年阅兵是我国首次

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进行的阅兵，彰显了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主

旨；2017 年阅兵是我国首次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为主题组织的阅兵仪式，沙场点兵的形式

体现了“实战化”的色彩。三是阅兵仪式设计内容

的创新。新时代 3 次阅兵在仪式内容的设计上有

着诸多创新亮点。2015 年阅兵特别邀请了外国军

队参阅、邀请外国领导人出席观摩阅兵仪式，体现

了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际性以及中国愿为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信心。2015

年阅兵中的抗日老兵方队和英模方队，2019 年阅

兵中的战旗方队，这些历史元素的体现增强了阅

兵活动的历史纵深感、厚重感，凸显了人民军队

“赓续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理想”的鲜明特色。2017

年阅兵和 2019 年阅兵中仪仗方队同时高擎党旗、
国旗、军旗接受检阅，2019 年阅兵还特别增设了检

阅首长向党旗、国旗、军旗行注目礼的环节，体现

了仪式的庄重与威严。

二、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景观”设置的

变迁

西方有学者将仪式分为通过仪式、纪念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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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交往仪式、痛苦仪式、节日仪式和政治仪式等

6种。[2]94 在这 6 种仪式中，政治仪式是一项表达政

治情感、传递政治讯息的仪式活动，它由时空、
人—物、符号等诸多要素组成。这些不同的要素在

政治仪式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一

定的程序得以表现和发挥。以政治仪式的理论视

角观之，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中的时空、人—物

和符号等“景观”设置蕴含着特定的政治寓意和象

征意义，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发展“上演

一部政治戏剧”。
首先，在时空上，任何一个仪式的举行都处于

特定时空的配置中。就时间方面，除了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兵和建军 90 周年朱日和阅兵，新中国 70 年

历次阅兵仪式都是在 10 月 1 日国庆日举行。同

时，2015 年和 2017 年两次阅兵仪式的举行时间，

也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传递出特定的政治

目的。选取固定或特定的时间举行阅兵仪式，能够

进一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增强民众的凝聚力。新

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在时间上除了表现出相对固

定和稳定的共同特征外，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

要表现为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同阶段阅兵仪

式举行的频率不同。第一阶段我国面临内忧外患

的处境，需要通过高频度阅兵仪式来震慑国内外

敌人，增强民众对新生政权的拥护和认同。第二阶

段我国国内外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举行阅兵仪式

主要是为了展现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阅兵

仪式也逐渐成为民众观赏视觉展演、分享精神意

义的重要活动。第三阶段多次举行阅兵仪式主要

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关。面对

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保持适当频率的阅兵仪

式对内能够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激发民众

团结进取的斗志和信心，对外可以展现我国负责

任的大国形象，同时震慑敌对势力。
就空间方面，新中国 70 年来的 17 次阅兵除

了 2017 年阅兵地点在朱日和军事基地举行外，其

余均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选择天安门广场作为阅

兵仪式的场所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和历史因素有

关。天安门广场坐落在国家首都的中轴线上，从建

成至今，一直都是国家权力核心的象征。同时，数

百年来，天安门广场的空间形态也经历了从封闭

到开放、从皇权到民权的演变过程。正是因为其在

新中国成立后所承载的权威性与人民性，天安门

广场成为人民接受国家政治洗礼和感受国家主人

翁地位的最佳仪式场所。
其次，在人—物上，仪式活动的主体是人，而

物一般在仪式活动中承担着展示和象征的作用。
就人员方面，检阅首长和受阅官兵在多样的人员

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两者间的互动既体现了权

力关系，也象征着政权的稳固。同时，检阅首长和

受阅官兵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是检

阅首长的角色在第二阶段发生了更迭。在第一阶

段阅兵仪式中，检阅首长由朱德、彭德怀等以三军

总司令或国防部长的身份担任，毛泽东主席在天

安门城楼上观看整个阅兵仪式，并举手答礼。第二

阶段开始，检阅首长由中央军委主席出任，这也成

为后续阅兵仪式的惯例。二是受阅官兵在不同阶

段呈现出兵种和方队上的变化。在兵种上，新型兵

种不断涌现。如 1984 年阅兵首次出现空降兵，

2009 年阅兵首次出现特种兵，2019 年阅兵首次出

现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等，兵种

逐渐趋向现代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在方队上，各

阶段考虑政治环境或阅兵主题的因素有着相应的

安排。如第一阶段公安部队组成方队接受检阅是

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第二阶段女兵方队开始出

现在受检阅方阵中体现了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

第三阶段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向世

界传递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
就器物方面，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中的器物

除了国旗、领导人画像和标志性建筑等外，最具象

征意义和最为引人关注的器物分别是服装和武器

装备。服装上，除 2017 年阅兵外，检阅首长多是身

穿中山装对受阅官兵进行检阅，这一中国文化元素

传递出中国力量、承载着中国梦想。2017 阅兵习近

平身穿迷彩服检阅部队，则体现了检阅野战化、实
战化。阅兵仪式中受阅官兵身着新式军服亮相，展

现了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从根本上反映了国防军

队现代化建设成就。武器装备上，新中国 70 年阅兵

仪式中的参阅武器装备经历了从缴获的“万国牌”
到实现全部国产，从装备技术落后到赶上甚至引

领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展现了我国国防军队建

设 70 年自力更生、拼搏奋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最后，在符号上，政治仪式由一个个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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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这些符号能够在政治仪式中留下隐匿的痕

迹，以其强烈的隐喻和暗指能力在政治仪式的操

演过程中担负起输送和转移特殊政治信息的重

任”[3]。阅兵仪式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符号传

达特定政治寓意。仪式符号可以分为语言符号和

非语言符号。阅兵仪式中的语言符号包括口语和

文字两种，主要涉及标语、口号和讲话。通过语言

符号，政党或政府能够掌握解释仪式意义的主动

权，在这基础上实现宣扬政治主张、塑造政治权威

的目的。第一阶段阅兵仪式的语言符号主要表现

为以“万岁”为后缀的各类型标语或口号，如“毛主

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第二

和第三阶段的阅兵仪式虽有沿用“万岁”口号，但

更多地是使用“好”字，比如“小平，您好”“同志们

好”“首长好”“主席好”等。这一变化反映了我国政

治现代化进程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阅兵仪式

中的非语言符号包括声音、图像和数字。声音符号

主要体现在鸣礼炮声响和军乐团奏乐，图像符号

主要有国旗和领导人画像，数字符号主要指鸣礼

炮的响数。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大都有鸣礼炮和

军乐团演奏，变化的主要是鸣礼炮的响数和演奏的

曲目。在 1949 年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中，鸣放礼炮

28 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到 1949

年建立新中国 28 年的奋斗史。从 1999 年国庆 50

周年阅兵仪式开始，鸣放礼炮的响数发生了变化，

与当年的纪念日联系在了一起，如 2019 年是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因此国庆阅兵仪式中 56 门礼炮鸣

放炮声 70 响，寓意 56 个民族 70 载春华秋实的拼搏

和奋进。同时，新中国 70年历次阅兵仪式也有保持

稳定不变的符号，例如国旗、毛主席和孙中山的画

像等。作为阅兵仪式中的核心符号，它们建构了国家

的基底，表达了民众的共识，是政权的象征和标志，

是政治记忆得以生产、政治权力得以维系的保障。

三、新中国 70 年阅兵仪式的政治功能及

其发挥

仪式是一个涵盖表演、象征、文化等多维度的

复杂综合体，因而，仪式的功能也是多样化的。学

者们对仪式功能的分析集中在情感、信仰、秩序等

方面。就情感方面，涂尔干用“集体欢腾”一词来描

述仪式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如果有氏族或者是

部落的一部分受到召请参加集会，这时候，这种集

中就发生了，他们将举行宗教仪典，或者通常按照

民族学的说法，叫做‘集体欢腾’（corrobbori）。”[4]285

情感功能是仪式对于个体浅层意识的作用，再往

深层次，仪式的情感功能就上升为信仰功能。有学

者认为仪式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能够形成一种共

识性的认知、产生一种供认可的精神。美国学者凯

瑞提出“传播仪式观”的概念，指出仪式的传播不

仅指一种分享和传递信息的行为，而是一种“共享

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5]7。对于组织的作用而

言，人类学中结构———功能范式的学者如布朗、特
纳等认为仪式具有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团结

的功能。阅兵仪式的功能与仪式相比，往往体现出

较浓的政治色彩和特性。新中国 70 年历次阅兵仪

式发挥着激发政治情感、强化政治认同、维系政治

秩序等政治功能。
首先，激发政治情感。有学者指出：“统治者们

数千年来（实际上是自从有统治者以来）一直努力

通过设计和使用仪式，激发民众的情感以支持他们

的权威，唤起大众的热情以支持他们的政策。”[6]18

阅兵仪式通过自身的神圣感和庄严感，对民众在

情感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民众感受到国家的发

展和强大。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共享的情感体验

被更新，民众对政党、国家、领袖的热爱之情以及

对伟大祖国的自豪感被唤醒。3 个阶段阅兵仪式所

激发的政治情感也有所侧重。新中国刚成立，国家

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高频度的阅兵仪式激发了

士兵和民众保家卫国的集体心理，坚定了民众捍

卫新生政权的信心，增强了民众的安全感。同时，

在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上，通过集体高喊“万岁”
等口号，民众对党、国家和领袖的热爱与忠诚之情

被激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国家发展步入正轨，在这一阶段，至少

10 年一次的阅兵仪式成为民众狂欢的节日，民众

从阅兵仪式中感受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翻天覆地的

变化，他们的爱国情怀日益高涨、国家自豪感和民

族自信心逐步增强。由此，民众对改革开放的认同

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被激发。进入

新时代，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民族复

兴步伐势不可挡，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军容军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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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严、武器装备先进、群众面貌自信、国际社会瞩

目，展现了大国的风采和一流军队的风貌，激发了

民众对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和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强烈自豪感，表达出民众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团结奋斗的豪迈气概。
其次，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的是民众对

政党、政权的拥护和支持以及对国家表现出一种

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阅兵仪式通过使用众多

有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的象征符号，特别是体现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元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人民取得伟大成就的成果等，构建民众对政党、政
权和国家认同的框架。不同阶段的阅兵仪式在强

化士兵和民众政治认同的方式上表现出较强的时

代特点。第一阶段，在国内政治问题延续和冷战的

国际背景下，我国国内外环境复杂严峻，因此阅兵

仪式针对现实情况，客观上营造了一个“他者”。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阅兵仪式中，这个“他者”更多

指向的是“敌人”，政党和国家通过利用“一致的敌

人”来感召、动员、团结民众，强化他们对国家的认

同。第二阶段，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的

扩大，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

比，“他者”的含义偏向“他国”，“敌人”的含义被有

意淡化。同时，阅兵仪式上领导人反复向民众强调

“我们”这一复数人称代词，促使民众定位自己国

家主人翁的身份，从而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对
社会主义的认同。第三阶段，我国国内外环境与第

二阶段又发生了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

实施“西化”“分化”，周边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意识

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因此，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除

了像第一阶段那样强调“他者”“敌人”来凝聚民众

和士兵的认同外，还通过唤起民族深层的共同历

史认知、激活人们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构建起民

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强化他们对政党、国家、民族

的高度认同感。
最后，维系政治秩序。政治秩序需要靠权威来

维持，而阅兵仪式则为实施这一活动的主体———
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权威保障。阅兵仪式通过选

用特定的标语、口号、音乐以及展示尖端的武器装

备和标志性的发展成果来展现一个政权维护自身

统治的底气和意志，加强对民众的强大感召，从而

构筑起稳定的国家环境和政治秩序。不同阶段阅

兵仪式所维系政治秩序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表现出

一定的差异。第一阶段，新生政权面临着国内外敌

对势力颠覆的危险，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主要通

过广泛动员民众、构建良好的“领袖———群众关

系”来凝聚民众的情感和力量，从而起到维护新生

政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利开展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争取良好国内外环境的目的。第二阶

段，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国内外环境虽然发生了很

大改善，但形势依然比较严峻，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力量遭受重大挫

折，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主要通过展示突出的发

展成就、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来明确执政党

的权威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从而引导民众支持改

革开放，增强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

心，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三阶段，中国

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并存，这一阶段的阅兵仪式除了综合使用前两个

阶段的方式，还通过整合的历史观和强大感召力

的民族梦想，体现人民政权合法性的历史逻辑，展

现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全新的发展面貌和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引导民众坚定“四个自信”，从而

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铸就伟大梦想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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