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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剑兰

2019 年 9 月 18 日，电影《疲惫的英雄》

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L-SPACE 无

限活动空间隆重举行。作为会议特邀嘉宾，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指挥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升旗指挥刀发明人，“天下

第一刀”专利人沈从岐亮相发布会现场。

沈从岐算得上是真正的老兵，但他更

以天下第一刀的发明人而闻名于世。他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指挥

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升旗指挥

刀———天下第一刀的发明人，他一生的精

力和心血见证了宝刀制造的过程，体现了

最为典范的中国工匠精神。

天下第一刀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来

的。当年，他提出，我们国家发展了，军队强

大了，其他国家都有仪仗指挥刀，唯有中国

没有。所以他要做一把具有中国社会主义

特色的现代化指挥刀，并且要求这把刀在

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当时总后

装备研究所的专家跑遍全国有名的刀剑工

厂，也是因为时间短，要求高，绝对是要万

无一失，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指挥

刀。最后是中央军委找到了沈从岐。

沈从岐是浙江省庆元县人，也是宝剑

之乡龙泉人，是一个老兵。此前，沈从岐在

亚运会的时候曾做过 600 把中山宝剑，赠

送给外国的来宾。凭着对共和国的忠诚和

对铸造刀剑的独特见解，沈从岐踏上了艰

辛铸刀路。沈从岐认为，无论作为兵器，还

是工艺品，刀剑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凝聚

着一种民族精神。于是，他大胆构想铸刀的

每个细节、每个步骤。前期试制没有资金，

就拿出全家的积蓄和国家落实政策给他补

发的全部工资；没有制作经验，就四处取

经，奔波于大江南北制作刀具的厂家，连新

疆、内蒙古等一些生产少数民族专用刀具

的厂家也一一拜访。

经过了 10 次制刀送审，都被认定是质

量相当好，远超预期。最终，沈从岐研制的

指挥刀由中共中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召

开了三次会议作出决定，最终拍板定了下

来。沈从岐

研制的宝

剑，顺利

地通过了国

家标准的检验，

并呈送军委有关

领导过目。

“天下第一

刀”笔直坚韧的刀

形，象征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力量，如展翅凤

凰的护手，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侧看

又似昂首挺胸的和平鸽，体现中国人民爱

好和平与人友好共同发展的心态;刀手柄顶

部的大红宝石，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环

绕四周的 34 颗小宝石则代表包括中国台

湾在内的 32 个省自治区市和两个特别行

政区；整个刀体共有 56 颗宝石，象征 56 个

民族；刀鞘上蚀刻九龙腾飞与万里长城图

案，纹理繁缛细密，工艺精湛绝伦。龙是中

华民族的吉祥图腾，九龙代表九州大地，象

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

势下，各行各业万里腾空、飞跃前进。护手

采用合金精工铸造，电镀黄金，外观正视是

展翅欲飞的金凤凰，代表高贵与美好；侧视

则是纯洁美丽的和平鸽，祝愿和平与幸福。

凤凰与和平鸽合二为一，化作国刀护手，表

意和谐、和平为最高贵的美好。

该刀工艺繁复，耗时甚久，但最终正品

都出落得明净如清泉，光耀如日月；刀形独

特笔直造型，象征中华民族泰山压顶不弯

腰的英勇气概，又呈青云直上之势，合国旗

清晨随红日冉冉升起之意境，寓意国家人

民的事业蓬勃向上，自强不息;刀经特殊热

处理，具备良好的弹性，刚柔并济，威武亲

和，合国家礼仪功能；底部饰以云龙纹，一

面铭刻“天下第一刀”与“沈从岐 R”，另一面

则铭刻迟浩田题字：威武文明 壮我军威。

“天下第一刀”于 1992 年 9 月 26 日正

式确定为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指挥刀，同年 9
月 30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此签

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自 1992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队长和分队长正式佩

用仪仗指挥刀”的命令。

2017 年 6 月 18 日，在香港回归 20 周

年的特别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天下第一

刀”发明人、共和国老兵沈从岐同志不远千

里，亲自奔赴驻香港部队赠刀，参加了庄重

的捐赠仪式。

“天下第一”刀自启用以来，相继见证了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

60 周年庆典、九三大阅兵、APEC 峰会、G20
峰会等重大历史时刻，并数次走出国门，成

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刀”。2019 年 10 月

1 日国庆之时，特再次献上这把荣耀、威武

的指挥刀。

天下第一刀发明人沈从岐和儿子沈宏与儿媳肖婷受邀参加 全国榜样大会

三线记忆展馆再现峥嵘岁月 6569遗址还原当年生活激情

在举国喜迎新中国 70 华诞的日子里，

在今天祖国繁荣昌盛之时，我们不由自主

地回忆起当年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

三线建设，是上世纪 60 年代的中期，

在我国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家安全

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势下，党中央从国家长

远的经济建设、国家的战略安全和建立安

全可靠的战略后方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发出了“加强三线建设”、“备战、备荒为

人民”的伟大号召，动员全国各方面人力物

力投入的一场规模浩大的建设运动。

1965 年，作为三线建设的科研单位之

一，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代号 6569
工程) 选址于四川省大邑县雾山乡，并于

1969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建设。自光电所开

建以后，工程所在区域雾山乡车水马龙、热

闹非凡。上世纪 80 年代 6569 完成整体搬

迁以后，心苑林业在保留原风貌的基础上

进行功能再生改造，并全力塑造了当年三

线建设基础特征。2016 年 1 月，国务院国史

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副会长、国家计委

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王春才老先生一行视

察雾山农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雾山

农场是三线遗址再利用的典型，产生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欣然题字：

“雾山老瓶装新酒，三线遗址焕新颜。”

据有关资料介绍，三线建设国家共投入

2052亿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历时 15年之久，

在西南、西北 13个省区建设了以国防工业、

基础工业为主的近 2000 个大中型工厂、铁

路、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和科研院所。三线建设

之后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和国防

事业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抚今追

昔，我们更加感到了三线建设伟大而深远的

意义，它不仅有效预防了当时的战争威胁，而

且合理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和布局，保证

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传承三线精神，建设美丽乡村。祖国国

庆迎来 70 周年大庆之时，心苑团队更是增

添了开发三线遗址、建设美好山村的信心。

我们将以“有一种回忆叫三线，有一种生活

在雾山”为内容，以“打造完美假日生活”为

目标扎根雾山，实现都市人的美好回归。

祝福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Ⅰ雾山农场简介Ⅰ

雾山农场是集酒店住宿、餐饮、亲子娱

乐、体育运动、户外拓展、公司会议、生态农

业观光体验于一体的大型休闲度假项目。

项目位于成都市大邑县雾山乡两河口社区

7 组。总占地面积约 150 亩。项目所在地交

通便捷、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环境优良是休

闲度假的绝佳场所。

雾山农场于 2015 年建成并对外营业，

能同时容纳上百人会议、就餐、住宿、拓展

等活动，2017 年 6 月被评为五星级农家乐。

服务项目包括：酒店客房、特色农家餐饮、

室内体育馆、河边公园、真人 CS 基地、射箭

场、酿酒坊、药泉浴区、亲子厨房、美术馆、

大中小型会议室、蔬菜种植观光体验区、生

态跑山鸡养殖区、杨梅基地、心苑书吧、雾

山古茶室等。

Ⅰ三线记忆展览馆简介Ⅰ
大邑县三线记忆展览馆免费对外开

放。展馆占地约 2000 平方米，从三线建设决

策背景、全国三线建设形式、川渝地区三线

建设以及中科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6569)发

展历史等多方面展示了那段峥嵘的岁月。

还以丰富的实物，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生

活建设场景。展馆于 2018 年 12 月被成都市

委组织部评为成都市基层“微党校”市级实

践示范基地。

展馆以丰富的三线建设史料为载体，

融合了光电研究所旧址参观、课堂教学、口

述历史等形式。在现场讲解及游览过程中，

用一个个生动的真实案例，展现三线建设

者艰苦奋斗、爱国敬业、无私奉献、精益求

精的可贵精神，用文化力量感染学员，并号

召大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新时代的建设热

潮中来，运用到当下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

中来。

教学内容有史料参观、视频学习、口述

历史、三线课堂、重温入党誓词，歌唱祖国

等，目前已累计接待各单位党支部、约 150

批次，共计约 5000 人，已累计接待各企事业

单位、机关团体、大专院校等游客共计

30000 人次。

有一种回忆叫三线，有一种生活在雾山
———成都心苑林业集团董事长周健在新中国70华诞之时致词

荫 森林综合体规划蓝图荫三线记忆展览馆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特此献上指挥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