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个人来送行的却很少，大多女

生都是瞒着家人去新疆当兵的，

都是一个人上的火车，行李也很

简单。

 

行程两个多月到达乌鲁木齐
火车的座位都是木头硬座，

部队早将我们分好了班组，每个

班8人。我们这批进新疆的新兵，

其实不只有女兵，还有男兵。在

火车开动以后，我们开始唱《共

青团员之歌》：“听吧 ! 战斗的号

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

器……” 没有离别的悲伤，只有

对去几���的�疆当��女兵去几���的�疆当��女兵几���的�疆当��女兵

的自豪、新奇与向往。

到西安已经是第三天上午了，

部队在火车站附近征用了一些老

式客栈、大车店之类，一个破围

墙围着，安排我们三百多人住下。

这样在西安一等就是一个

月，直到 9月底，我们坐车到了

兰州。车到兰州时天气很冷，部

队开始给我们发军装，穿上军装

时当然很兴奋。

一路往西，到了星星峡，就

是新疆境�，这�是新疆大��，这�是新疆大�，这�是新疆大�

匪乌斯满盘踞的地方。车队要开

始防备�匪的袭击，班长将机枪

架到车头上，并且告诫我们女兵，

要把头发盘在军帽�，如果听见

枪声就都趴下，不要吭气。靠近

星星峡时，副驾驶员一直趴在机

枪上，沿途盯着路�的状况，一

有情况司机就准备冲过去。我们

都很紧张，大气都不敢出，不过

幸运的是我们一路没遇到匪情。

                 

到南疆巡回演出两年
我们抵达乌鲁木齐时，已经

是十月下旬了。一个月后，我被

分配到了军区�工团。

�工团给每个人发了一个月

的津贴，两个银元，因为父亲在

临行前曾提出要求，我每周一定

要写封信邮寄回家，如果没时间

写，就只寄一个信封回家，家人

知道我还在就行了，此后的几十

年一发了津贴我就这样做。

元旦过后，军区�工团分成

北疆南疆两个团，我们要到南疆

基层连队去巡回演出。出发之前，

�工团给每个人发了一大包散装

棉花，让自己动手做褥子，面对

带着棉花籽和老鼠屎的棉花包，

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年轻妹子无

从下手。有经验的老同志开始带

头动手演示，从院子�折一根柳

树枝，不断抽打棉花，将柳枝上

粘下的棉絮扯下来，铺陈到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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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刘海伦   文 / 奉荣梅

我在新疆工作生活近 30
年，时常整理翻看当年在部
队的照片，有辗转在千里戈
壁大漠里基层连队的演出，
有出访几个国家的巡回表演，
还有在北京多次汇报演出被
国家领导人接见……

湘女档案

母亲给我分了半条被子
去新疆

我报名去新疆当兵时，还在

周南女中上初中二年级，十四岁

半，小不点。我当时在学校很活

跃，身高已经 1 米 56，在学校

打篮球中锋，还喜欢打排球、羽

毛球、唱歌跳舞。

当得知我 1950 年 8月下旬年 8月下旬8月下旬

就要去新疆时，父亲是第一个反

对的。不知父亲在哪�找到的资

料，说新疆很苦，夏天热死人，“早

穿棉袄，午穿纱”，说那�的人

一年四季都穿一块皮货在身上，

冬天皮毛朝�面穿，夏天皮毛�

翻在�面穿。

但我很��地�示一定要去我很��地�示一定要去

新疆。父母都是开明的人，也就

开始给我准备一些行李。因为当

时是夏天，母亲把一床厚被子拆

开两半，缝了一床薄被给我，母

亲伤感地说：“我是半床被子嫁

了个女儿！”父亲拿出一张他自

己的小照片和 30 元钱给我，这

在当时来说是笔“巨款”。

我们是 1950 年 8月�6�早年 8月�6�早8月�6�早

上 9点到建湘路浏城桥的老火车

站集合的。母亲给我叫了一辆人

力车，拉上被子衣服，还给我准

备了脸盆毛巾洗漱用品，用网篮

提着。母亲与姑姑带着我的弟弟

妹妹，一起走路送我到火车站。

火车是十点出发，我们这批有三

百多人，像我家这样大大小小好

她领舞 C位的气质，
至今仍在

当我电话联系上湖南省歌舞

团88 岁的蒋昌焜老人，说要采

访她时，她的声音干脆利落，中

气很足，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也很忙呢。我带你去湖南省艺

校去找刘海伦吧！她记忆好，也

会说，她家还保存了很多老照

片。”于是，第二天上午，88 岁

的她，曾经的新疆军区文工团小

提琴手，以军人挺拔的身姿与步

伐，领着我来到岳麓山脚下，采

访她曾经的战友，新疆军区文工

团舞蹈演员，86岁的刘海伦老人。

她俩是1950 年 8月同一批去

新疆当兵的，同时分到军区文工

团，又是于1979 年一起拖家带口

地从新疆调回长沙工作。蒋昌焜

是湘乡人，在文工团拉小提琴，��

刘海伦��岁，她调回到湖南省��岁，她调回到湖南省

歌舞团工作直到退休。回到长沙

后，她们一直有往来。蒋昌焜的

丈夫在前年去世了，2021年底，

她邀请刘海伦从河西住到河东她

的家中一段时间，后来刘海伦在

她家楼下租房住了近半年，她们

常在一起回忆70 年前义无反

顾去新疆当兵的那些激

情燃烧的岁月。

刘海伦老人刚

租住到一楼，陈

设简单，但出入

方便。她虽一手

撑着腰部，但依

然可见当年领舞、

C 位的气质。她翻开

事先特意从楼上家中拿下

来的一本厚厚的影集，以及一

本新疆军区文工团的纪念册，

话匣子打开了。她确实如同蒋

昌焜老人所推介的一般，娓娓

道来，思维清晰，对�着相册

中那些长辫子、花裙子各种扮

相和舞姿，讲述着那一张张珍贵

老照片背后的岁月，老人那双依然

美丽的丹凤眼里，不时闪现着亮

光。对于去新疆途中的一些细节

以及进疆后部队的编制等，两位

老人的记忆有几处有出入，她们

又互相纠正、求证、补充。刘海

伦说，跳舞是自己青少年时代的梦

想，至今也不后悔当年的选择。

采访����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八千多名湘女踏上援疆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设发展，促进了民族团结进步，史称“八千湘女上天山”。
如今，当年风华正茂的八千湘女，很多已不在人世，其余的也都是耄耋老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启动八千湘女口

述历史项目，真实记录“八千湘女”人生故事，再现她们忠诚报国的大爱情怀、敢于担当的顽强意志、甘于奉献的崇高境界。

编
者
按

扫一扫，
看八千湘女
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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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海 伦，1936 年 出 生，

1950 年进疆，在新疆军区文

工团当舞蹈演员，1964 年转业

新疆工学院。1979 年调回湖南

省艺术学校做行政。现居长沙。

进疆翩然起舞 30 载，回湘 C位气质终不改

单上，最后棉花团只剩下棉花籽

和残渣，被褥就铺好了。

我们一百多人从乌鲁木齐往

南开拔，分很多站沿途驻扎演出，

最终到达南疆的和田。我们排

演了“团结建设新新疆大歌舞”，

就是 1964 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前身。

 

出访九个国家，
三次进京演出

我们是 195� 年 1� 月从南疆

和田回到乌鲁木齐的，汽车每天

走两三百公�，整整坐了1� 天车。

此后�工团每年五六月份下基层

演出，七八月份回来。那时候�

工团的演出很频繁，专业实力雄

厚，������、地���和������、地���和����、地���和

部队气魄，挖掘了很多优秀的�

��化遗产。

当时部队严令禁止谈恋爱，

�别是对我们舞蹈演员要求更

严�。

1958 年，我 �� 岁了，因为

别人的牵线我才开始考虑个人问

题。他是四川人，大提琴一号，

比我大 10 岁，是四川音乐学院

毕业的，刚调到了我们军区�工

团。�� 岁的我已经有 8 年军龄，

经常跳领舞，已经是�工团的专

家。我们1960 年元旦结婚时很

简单，布置婚房时我还在练功，

买窗帘选颜�都是别人帮忙，我

只说挑深颜�的窗帘，因为经常

夜晚排练到很晚，第二天上午要

补觉。当时我刚从北京参加国庆

十周年献礼回来不久，是 5月份

去的，还参加了全军第二次��

汇演，一去就是好几个月。

我随�工团多次为国家领导

人、�国元首、国际名人演出，

经常参加全国、全军和国际性比

赛并获奖。1959 年，我参与编

舞与演出的《鼓舞》在第二届全

军��汇演上�演，毛主席等中

央首长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全军

��代�队并合影，周恩来总

理还参与我团演员的联欢会。《盘

子舞》一直是我的保留节目之一，

我担任领舞与群舞，曾在国�为

数万观众演出过数场，并传授

给�工团其他学员以及兄弟�工

团同行。

我随�工团先后出访过埃

及、缅甸、叙利亚、阿富汗等 9

个国家，我家影集的老照片�备

注有简短�字，留存了那些青春

美好的记忆。

 

转业舞蹈教学，
1979 年回到长沙

1964 年春，我转业到新疆

工学院。196� 年我的大儿子出生

了，直到 1969 年才生下小儿子。

我最开始请保姆带，儿子老是生

病，196� 年底就写信请妈妈从

长沙来乌鲁木齐照顾我儿子，我

父亲笑母亲是“昭君出塞”。

1979 年， 我 们 夫

妻调回了长沙，在

岳麓山下的湖南

省�术学校工

作，那一年我

43 岁。我在 �

校从事行政管

理工作，直到退

休。我当初带到新

疆的那半条被子一直带

在身�三十年，还带回了长沙，

算是革命�物了，直到上�� 90上�� 9090

年代才被儿子扔掉了。在新疆近

三十年，从少女到青年、到中年，

围绕舞蹈�术的工作与生活，也

都被我装在影集�，�存在�海，�存在�海�存在�海

�、梦�带了回来。

我后来还回到新疆去过，寻

访当年在军区�工团、工学院工

作生活的��，也见到了一些老��，也见到了一些老�，也见到了一些老

战友，自然是很激动，很多感慨。

我们当年在长沙浏正街老火

车站上相识的几个周南校友，到

新疆后一起都被分到�工团，一

直到现在都保持联系，友谊绵延

了七十多年。

作者
简介

奉荣梅，中国作协会员，
资深编辑，专栏作家，主
创散文随笔与读书札记， 
出版散文随笔集《浪漫的
鱼》《寒花淡影》《迁客骚
人潇湘情》( 合著 )《品读
长沙 · 风流人物》等。

刘海伦在新疆文工团时下基层演出照。。

刘海伦与蒋
昌焜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