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

萨布黑·阿赫蔑达夫
历史学博士

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旗
“阿塞拜疆国旗，不仅仅是一面旗帜，这是我们国家的象征，独立的象征”因此每一个阿塞拜疆公民都应该自
觉，珍重。对国旗的爱应该与对祖国，对人民，对国家的爱是相等的”。

盖达尔·阿利耶夫

在摩米涅-哈东的古墓碑上刻有
八角星，并在八角星内部题词为
伊斯兰教的“真主”。
纳希切万地区（12世纪）

国家象征的通过是任
何一个国家的首要任务。
它代表着国家的对外标
8

志，因此在创建它时必须
考虑到国家的历史经历和
传统，国家标志的更换取
决于历史发展的特性，
在“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
盖达尔·阿利耶夫的告阿
塞拜疆人民书中关于新的
2001年，新世纪和第三个
三千年”中提到现代化的
阿塞拜疆国家的标志是国
会，政府，军队，货币统
一，旗帜，国徽，国歌，
宪法，这才是符合现代全
世界步伐的国家标志。
没有标志的存在，人
类文化历史的实践是很难
想象的。在很大程度上标
志用于必要的全球通用方

面，比如说，在宗教上，
国家法上。当可以短暂的
表达合理的意思时要用到
标志。在古时候人们信仰
超自然力量，祖先的灵
魂，同时使这些信念表现
成具体的和明白的圣像。
神圣的动物图像被挂在旗
杆上，以便部落的所有人
都能看到。相似的图像逐
渐转变为世代相传的标
志—这样标志就出现了。
标志-是一些丰富抽象的
形式的反映和人类知识的
凝聚，用象征性手法绘制
而成的。1 标志可以以单
独个体的形式而存在，
或者是具有一些搭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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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标志是一样的有
意义和重要，就像单词一
样，他们很快会被识别，
并帮助克服语言的障碍。
标志在不同的程度下起作
用:有些标志只在一个国
家或一种文化里有意义；
而有一些则在不同的地方
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标
志是这个时代和文化的信
仰和社会习俗的反映。标
志的来源是通过与邻国的
贸易，战争和文化中（经
常指的是宗教信仰）得来
的。
标志经常会出现在旗
帜上，宽阔的表面和高高
的杆子，这样可以使更多
www.irs-az.com

鼻子上带有八角星图案的小船

人受到影响。旗帜是在一
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
的，并融入了这种环境的
主要思想。旗帜的颜色和
她上面的图案，就是用来
表达思想的象征。旗帜可
以看做是具有独特个性的

报关单，可以打开它主人
的思想和世界之窗，在人
类的历史上和现代时期，
旗帜都像征着人类的统
一，具有一种很难评估的
含义。旗帜是统一的象
征，它被认为是特殊的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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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21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1918年11月9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的国旗

物，带着它参加战争，并
为它而牺牲。
在条幅上的象征和标志
不是反映了过去，就是反
映了对未来的追求。但是
任何情况下，每一面旗帜
的颜色和位于它上面的标
志都讲述了自己国家的命
运。有的时侯人民会失去
独立，但是人民的记忆里
会保存着对旗帜标志和色
彩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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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国家出现在古
老的东方，在这里也就出
现了第一批旗帜，在古老
的美索不达米亚市出现了
以信仰为标准形式的旗
帜：像太阳一样的铜盘或
金盘挂在旗杆上。在埃及
法老拉姆贼萨三世（12041173年至今）时期 2 ，挂
在墙壁上的旗杆上的条幅
被认为是古老的旗帜的图
像。关于旗帜最古老的书

面记载出现在1122年，中
国皇帝周朝政体时期。3
标志的历史在阿塞拜疆
也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古
代。带有太阳和鹿图像的
旗帜是独一无二的 这幅旗
帜保存在阿塞拜疆历史的
国家博物馆的收藏品中。
（主要针对于三千年历史
的下半部分和两千年历史
的下半部分）4
在旗帜上，标志间接地
传播了颜色，标记或图片
和题词。颜色在徽章学里
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颜
色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标
志不同的方案数量，提高
了它们不相同的几率，并
使创造出更多的配衬。每
一种颜色都具有一定的思
想含义。所有的国家都运
用历史上比较好看的色彩
标度表达自己的民族观，
政治观，思想观，赋予能
够表达他们最主要的特征
和个性。每个黑色代表
了 永 恒 ， 谦 虚 ， 死 亡 6。
有许多民族，甚至长久存
在的相隔很远的民族之
间，但是象征却有着一样
的（相似的）意义：狮
子—力量，大度，勇敢，
权力。马—狮子的勇敢，
鹰的尖锐视力，犍牛的力
量，鹿的速度，狐狸的灵
巧；牛—繁殖力强，生
命旺盛；鹰—权力，洞察
力；鱼—警惕性；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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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9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政府会议的记录

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带有
国旗图像的邮票

久性；橡树—强硬，有威
势；月桂—光荣，荣誉；
太阳—财富，富裕等等。
各种颜色和象征搭配的
最终确定是旗帜履行主要
功能的方式—成为国家的
象征7。
众所周知，在俄罗斯
沙皇瓦解后，阿塞拜疆人
民获得了恢复自己国家机
构的机会。1918年5月28
日阿塞拜疆民主委员会宣
布了独立。国家固定标志
的通过成为当时阿塞拜疆
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重要措
施之一。最初的旗帜形式
是以奥斯曼帝国的旗帜为
例子来做的。1918年6月
21日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
www.irs-az.com

第一面旗帜通过了，旗帜
是长方形的一块红色亚麻
布，上面有一弯新月和一
颗八角星，月和星均为白
色。提醒大家，在当时奥
斯曼帝国的旗帜上是以五
角星为图案的。
巩固国家政体，研究国
家标志的形成历史，更换
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旗帜
已成为问题。新的设计方
案应该反映三种思想：突
厥主义，伊斯兰教主义，
渴望进步。著名的哲学
家扎马列基纳·阿福甘尼
（1838-1897）对这些思想
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自己的书“民族统一
的哲学和宗教统一的根本

本质”和“伊斯兰教的统
一”中证明了只有在宗教
团结，民族统一和研究欧
洲国家进步的规则条件下
才能取得穆斯林人民的进
步。哲学家扎马列基纳·
阿福甘尼是思想起发人，
对此付出辛苦的还有思想
家比如：伊斯玛伊尔·别
克·嘎斯坡林思给，兹亚·
果戈尔，阿里·别克古协
因杂德，阿罕默德别克
阿·嘎耶夫，穆罕默德阿·
民拉·苏里杂德，把他的
思想做成了报告“社会主
义，伊斯兰教主义，现代
化” 8 。1914年在巴库的
杂志“基立里克”中刊登
了穆罕默德·阿民·拉苏里
杂德的一系列文章，在这
些文章里提到国家的复兴
需要固定的标志，能够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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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民族自觉意识，宗教，
语言，历史，现代化和进
步。9
1918年11月9日根据阿
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代表发
达里汗·或以斯给的报告
确定了国家新旗帜的方
案。这一次旗帜的形式是
由三个平行的横长方形相
连而成，自上而下蓝红绿
三色，红色部分中间有一
弯新月和一颗八角星 10 ，
月和星均为白色。一弯新
月象征了伊斯兰教，而
一颗八角星，按照哲学家
或以斯给的意思是代表了
八个字母的含义“阿塞
拜疆”（阿拉伯语字母表
11
），根据研究人员的意
思，这颗星的八个角同样
象征了阿塞拜疆在阿拉伯
描述中的形象称号---“火
之国”，在阿塞拜疆的正
式报纸上刊登了“阿塞拜
疆的国旗”这篇文章，在
这篇文章里给予了新国旗
新的解释12。1918年12月7
日国家的新旗帜在国会大
楼前方升起。在穆罕默德·
阿民·拉苏里杂德的讲话中
提到“…这面由三种颜色
组成的旗帜代表了阿塞拜
疆的独立，由民族委员会
升起的这面旗帜，代表了
突厥人的自由，伊斯兰教
的文化和现代化，它将在
国歌的伴奏下永远随风飘
扬…” 13 。1918年12月10
12

日在报纸“阿塞拜疆”上
报道了这样一篇文章，文
章中讲到，在阿塞拜疆民
主共和国的国旗上有三种
颜色是突厥民族文化，现
代民主主义，和伊斯兰教
文明的象征 14 。创作阿塞
拜疆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作
曲家，音乐学家乌泽伊勒·
嘎之别噶夫写到“阿塞拜
疆共和国是在非常健康的

由黄金铸成的女人饰品（19世
纪，阿塞拜疆民族历史博物馆）

民族基础和突厥哲学中产
生的… 同时阿塞拜疆也
希望运用欧洲的智慧建立
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国旗
的三种颜色表现了这些思
想”15。 1919年5月28日在
报纸“阿塞拜疆”报道了
乌泽伊勒·嘎之别噶夫的“
一年”这篇文章，在这篇
文章里他指出“我们国旗
的意义主要取决于颜色，
蓝色—突厥的色彩，绿色伊斯兰教的色彩，红色—

进步和文化的色彩”16。
红色旗帜在阿塞拜疆
以书面形式记载起源于八
九世纪。由胡拉米派发起
对阿拉伯侵略的自由战
争。在波斯来源中被称
为“苏勒哈列幕（意思是
红色旗帜的）”，而在阿
拉伯来源中被称为“穆哈
米拉”（意思是穿着红色
的）。胡拉米派为在阿塞
拜疆恢复拜火教而战争，
也因此选择红色的旗帜和
红色的衣服作为标志，然
而当时只把红色作为战争
和拜火教的象征是不正确
的。观察古手抄本书籍中
五彩或单色的插图，丝绸
和地毯的颜色证明了在阿
塞拜疆红色是最喜爱的颜
色之一，被用作漂亮的同
义词。红色具有很多种意
思，而在阿塞拜疆思想家
的作品中从20世纪起才开
始把红色作为进步的颜
色。
与红色相对的绿色只
意味着善良，生长力和新
生命诞生的色彩承担了保
护和高兴的意义。17 蓝色
就像突厥的颜色，跟古老
的突厥一代和上帝—老天
爷（突厥语的意思是天）
有一定关系，“给哟克久
勒科”的称呼就是这样出
来的—蓝色的突厥人。
已经在19世纪末期，在东
方和和在欧洲绿色才被作
www.irs-az.com

为伊斯兰教的色彩，而蓝
色被认为是突厥色彩。综
上述，阿塞拜疆的国旗选
择了蓝色，红色和绿色。
在苏联政权时期在阿塞拜
疆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上
保留了红色和蓝色区域，
虽然他们被赋予了另外一
种思想，而被认为是伊斯
兰家的色彩的绿色被取消
了。
在现代的徽章学中红
色象征了力量和威严，蓝
色—人格和自尊，绿色—
自由，希望和健康。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阿塞
拜疆传统的手工艺品中也
广泛的应用了蓝红绿的搭
配。如此，还有在珍贵的
宝石上蓝红绿的搭配可以
www.irs-az.com

在16世纪大不里士的军人
头盔上，16世纪萨满工匠
做的盾牌上，16世纪的护
臂甲上经常看到，17世纪
由大不里士的工匠制作的
皮制盾牌上，在大不里士
制作的送给俄罗斯沙皇萨
菲王朝沙赫鲍里斯·国东
君主的宝座，在今天都保
存在莫斯科的兵器陈列馆
里。18 在出土文物博物馆
保存着大量的金饰品，由
蓝红绿三色的宝石装饰，
并带有新月和星星的图
案。这些颜色的搭配还经
常在地毯，刺绣甚至在建
筑物上都经常遇到。
在欧洲历史文献中认
为，新月也是拜占庭的象
征，是在土耳其夺取君士

坦丁堡之后的效仿 19 。然
而历史文献证明，在东方
的古老时期新月和八角星
就已被作为象征标志。在
古埃及人那里新月作为女
神依稀达和女神哈特火勒
的象征，同时也是生长和
繁荣的象征 20 。月神在古
埃及是头顶圆月和新月的
形象。在美索不达米亚新
月和星星是女神伊始达勒
的象征。在萨萨尼多夫沙
皇时期，新月和星星的图
案在每个执政者的硬币上
都有显示。新月在旗帜上
的图案在阿拉伯哈里发国
家逐渐开始被认为是伊斯
兰教的象征。总而言之，
从十字军东侵的时代开
始，新月就已经被认为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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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的象征了。
星星在很多文化中是
很普遍的象征标志。星星
自古以来就是永恒的标
志，而在后来—星星成为
了追求更高愿望和理想的
标志，星星是路标和幸福
的标志，数字“8”在东
方具有着神圣的意义，突
厥女神乌玛依的戒指里就
是带有八根金针。从美索
不达米亚到澳大利亚这么
巨大的空间里星星被认为
是金星行星的象征标志。
在伊斯兰教里，新月是神
和超自然力量的象征。按
照伊斯兰教的传统天堂
的第八个台阶（章奈特·
吴里-阿里的建造来自于
天国）。
运用新月和八角星作为
象征标志在阿塞拜疆的历
史已不止一千年。在一系
列陶器时代，用铜雕塑成
了动物的（鹿，牛，羊）
14

犄角，而这些犄角都具有
新月的样式。据研究人员
的意思，这些犄角被认为
是月亮的象征。在阿塞拜
疆国家博物馆内的收藏里
保存了一面带有两颗八角
星图案的铜制国旗。这样
的星星图案可以在“国不
斯坦”的船头上和刻在峭
壁上的画里可以看到。
很有意思的是高加索的阿
尔巴尼亚沙皇札弯石腊
（629-681）的图像做成了
铜制的香炉（七世纪；现
在保存在国家的埃尔米塔
日博物馆内）。在沙皇的
皇冠上很清楚的看到了新
月的图案。在伊斯兰教时
代新月和八角星的神圣意
义就保留了下来。
还有，在纳希切万（12
世纪）地区，在摩米涅哈东的古墓碑上刻有八角
星，并在八角星内部题词
为伊斯兰教的“真主”。

在后来新月和星星的图案
就变得到处可见，并在实
用装饰艺术的盛大节日的
物品上经常遇到。
在1920年四月份的侵占
结果中，阿塞拜疆民主共
和国垮台，在阿塞拜疆成
立了苏联政权。所有国家
的和独立的固有标志都被
取消了，给阿塞拜疆人民
换成了外来的苏联象征。
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了民族解放运动，阿塞拜
疆民族共和国的三色旗再
次合理的作为国家的象
征。1990年11月17日在纳
希切万自治共和国的第一
届国家议会上，阿塞拜疆
民族共和国的国旗再次
成为了自治共和国的国
旗。1990年11月29日颁布
了国家最高命令“关于更
改阿塞拜疆苏联政体的称
号和国旗”，由共和国最
高议会“米利”于1991年
2月5日批准。1995年11月
12日在全民选举中，全民
投票通过了阿塞拜疆独立
的第一次宪法，在23章里
详细描述了共和国的三色
旗帜。
许多正式的文件对国旗
的宣传起到了作用。1998
年3月13日颁布了共和国
总统令“关于加强研究阿
塞拜疆共和国固定标志的
研究工作”。在文件中指
出，“我国人民和部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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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的教育，深入理解国
家固定标志的精神直接对
社会上的爱国精神起到了
加强作用”。
2004年6月8日总统令
“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
国旗的使用规则中规定
了旗帜的样式和具体使用
旗帜的事件。2006年2月7
日颁发了总统令“在阿塞
拜疆总统下属设置徽章委
员会”2007年11月17日颁
布了总统令“关于在阿塞
拜疆共和国巴库市建立国
旗广场”
。根据这些文件，
在巴依罗夫海角兴建了
20000平方米的广场，在
这里进行了宽60米，长75
米重350公斤的旗帜放在
高度为164米旗杆上的工
作，同时在这里还进行了
旗帜博物馆的建设。
2008年9月15日颁布了
总统令“关于阿塞拜疆
共和国总统旗”，在总统
令中批准了总统旗运用
国家旗帜的颜色。2009年
11月17日颁布了总统令“
关于开设阿塞拜疆共和国
国旗日”。按照总统令每
年的11月9日为国旗日。
总统令的条款证明了三色
旗对于阿塞拜疆人民的意
义：“作为阿塞拜疆民族
共和国的纪念，这面旗帜
展现了我们对自由思想，
民族价值观和全社会和平
的信仰”。
www.irs-a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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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列克别勒，阿塞
拜疆—这是世界的国
家。
呢·古鲁咋德，再一次
在阿塞边疆讲述宗教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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