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軍墾博物館，在綠色掩映的石河子市：一座從戈壁荒灘脫胎換骨
的兵團新城裡，並不起眼。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評選的 「全球最佳人
居城市」，遍地都是三層以上的漂亮樓房。

然而，這個長久作為地標性建設的小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前，都一直
是兵團人引以自豪的精神航燈。

1950年，王震將軍站在大片戈壁荒灘前，望着千里茫茫的蘆葦蕩，大
手一揮，豪邁地說： 「就在這裡開墾出百萬畝良田，並新建一座城市留給後
人！」

將軍的話語，猶如戰鬥的號角，激勵着鐵軍的戰士，向着千里荒原發起
猛烈的衝擊。

沒木頭，戰士們冰天雪地步行百餘公里，上山伐木6000餘棵，再將一
根根比腰還粗的圓木抬回來；沒建材，他們自建磚窰，土法生產水泥……

在荒原上建城市絕非易事。
那個時候，工地上到處都是慷慨激昂的喇叭聲，戰士們通宵達旦地連續

作戰，金茂芳和戰友們像一架架不知疲倦的永動機，辛勤地勞作着……一撂
60公斤重的特製磚，簡單地掛在麻繩的兩端，繩子深深地鑽進她細嫩的肌
膚。

從磚廠到工地，每天背多少個來回，金茂芳已記不清了。歲月，留在她
身上的是一層厚厚的繭和無數張泛黃的獎狀。

三年一套棉軍裝
至今，金茂芳還保存着一面用毛筆書寫的 「向黨獻紅心」的黃色綢錦，

上面標註了那年她個人擬完成的糧食生產量。這是老人最為珍貴的精神財產。
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愛美的金茂芳，曾將巴掌大的毛衣領子縫在了棉衣

上做裝飾，可最終她還是沒捨得將這塊寬大的綢錦拿出來量體裁衣。
化雪做飯，頂燈縫鞋，工地抬飯，田間演出……在這裡，金茂芳和其他

女兵一樣，除了同男兵一道幹背磚、種地的純力氣活，還拿出了自己特殊的
手藝。

到了 1951 年下半年，許多部隊連續 4 個月都沒領取經費，將節省下來
的經費，直接捐給了工業建設。短短兩年時間，兵團人就建成了露天大煤礦
、水電廠、水泥廠、棉紡廠等100餘個大中型工礦企業。

剛投產，他們就再次響應中央的號召，將包括人員和設備在內的企業，
全部無償移交給地方政府。

守邊奉獻如軍人
今天，看到展廳內那件補了上百個補丁的羊皮大衣，金茂芳仍會流淚不

止。那是一個勇於犧牲自我的年代， 「一切為了國家」成了那代兵團人最為
堅定的信仰。

在遙遠的邊境農場，那些衛國戍邊的兵團人，同樣創造了一部可歌可泣
的英雄史詩：身懷六甲的孫龍珍為了捍衛祖國的領土，犧牲在敵軍的槍口下
； 「西北邊境第一連」的吳桂壽老人，每天偕老伴自發在邊境線上為祖國升
起鮮艷的五星紅旗；處身塔克拉瑪干大沙漠中的老兵，為了體現對祖國的忠
誠，紛紛把骨灰留在那片茫茫無際的沙海……

在邊界線上，兵團人與守防部隊同巡邏，共同守護祖國的北大門。
「這就是兵團人，捍衛領土、壯我國威，敢於擔當、勇於犧牲。」金茂

芳堅信，熱血兵團會像博物館入口處那杆金星閃耀的老槍與坎土曼，成為華
夏兒女的永恆記憶。

為了銘記那段歷史，石河子廣場專門立起兩尊展現老一輩軍墾大生產形
象的巨大雕塑— 「軍墾第一犁」和 「戈壁母親」。

如今，那些意氣風發的女兵和男兵們，都成了兩鬢斑白的老者。 「我們
從不後悔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這片廣袤的戈壁大漠。」金茂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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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金茂芳，每天都要去石河子廣場散步。閒暇之餘，她還與同
鄉的姐妹們，一起造訪廣場對面那座她們再也熟悉不過的三層小樓──兵團
軍墾博物館。地窩子、木拉犁、煤油燈……60年前的滄桑歲月，都是金茂
芳她們難以忘卻的回憶。

那座紀念館，是包括她在內所有兵團人心中的紅色聖地；那座紀念館，
凝聚了全體兵團人奉獻犧牲精神的紅色記憶。

三萬女兵輾轉萬里入疆
博物館裡，當年火熱的生活、戰鬥場面，已被定格為歷史印象，掛在了

牆端，供各地慕名來訪的遊人參觀。60年前，金茂芳正就讀於山東一個高
級學堂。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年輕人一樣，革命的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相交織
的衝動，常在她的內心深處掀起層層波瀾。

「大家都想為新生的共和國貢獻力量，我選擇了當兵，只不過在新疆。
」聽說金家的女兒要去漢朝使臣班超出使的西域，鄉親們都很驚訝。

1952年，女兵金茂芳隨着浩浩蕩蕩的大軍，一路凱歌進疆。後來，她
得知，連同自己在內的2萬山東女兵進疆，其實都是給在新疆屯墾的男兵當
媳婦的。當時，為了讓屯墾官兵扎根邊疆。王震將軍曾上書中央，動員
大批婦女進疆。從1950年起，先後有陝、甘、湘、魯四省近3萬女兵應徵
入伍。

很快，在黨組織的介紹下，金茂芳嫁給了同為軍墾戰士的一名老兵。新
婚的洞房是一個被稱為公共洞房的地窩子。第二天，她和丈夫就搬出去，分
別住在集體宿舍的大通鋪。因為，這個地窩子，還要騰出來給其他的新婚者。

翌年，他們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接着，老二、老三，相繼出世。對
丈夫，金茂芳有着難以割捨的複雜感情。在沒有玫瑰花祝福的日子裡，木訥
的丈夫帶給她的，總是不盡的溫暖與踏實。和其他姐妹一樣，她們的丈夫都

比自己大至少6歲以上。因為，戰爭年代，他們馳騁沙場、奮勇殺敵；硝煙
過後，他們忙於耕稼，勤於勞作。

刀耕火種的開墾歲月
1954年，金茂芳和丈夫依令就地復員，成了一名專職田間耕作的兵團

人。 「你們現在可以把戰鬥的武器保存起來，拿起生產建設的武器。當祖國
有事需要召喚你們的時候，我將命令你們重新拿起戰鬥的武器，捍衛祖國。
」至今，金茂芳還記得毛澤東當年對兵團人的囑託。

那年，十萬軍人像金茂芳夫婦一樣就地復員。上世紀60年代中期，又
有數十萬來自於內地的支邊青年加入了兵團建設的洪流。

如今的兵團，共由13個農業師和1個建工師組成，近260萬人口分布於
全疆各地……「兵團的使命，就是穩定新疆和鞏固邊防。」金茂芳的子女，被
稱為「兵團二代」。如今，她的子女也堅守在新疆這片熱土上。 「地窩房，沒
門窗；一日三餐，玉米間高粱；一陣號聲天未曉，尋火種，去燒荒……」這
是兵團建設初期的真實寫照，成了金茂芳和姐妹們一生中最難忘卻的記憶。

那是一段異常艱苦卓絕的苦難歲月。
那時，她們的丈夫，赤裸上身，三人一組，前拉後推，肩頭頂起粗重的

木犁，在荒蕪沉睡了萬年的荒漠上，開始拉起美好生活的希望之舟。
金茂芳和姐妹們，則穿着厚重的棉衣，一邊背負着年幼的孩子，哼着輕

盈的兒歌，一邊參與勞作，將一把把金色的麥種，撒向曾是一望無盡的戈壁
荒原。她仍然記得，就是在兵團人條件最好的日子裡，家家戶戶也只有一面
黃土壘成的牆，上面掛滿了大鐮、鋤頭等農具，粗笨的石墨，土砌的鍋台，
簡陋的方形木几，以及中間塗了泥巴的柳條水缸，構成了兵團人家的全部。
正是這些純手工製作的粗陋用具，陪着金茂芳和家人，走過了一段最為難忘
的屯墾歲月。

那是一段艱苦異常也浪漫異常的歲月。
除了參過軍的老軍墾外，田間地頭，還聚滿了來自五湖四海的熱血青年

，他們一群群從內地千里迢迢來疆，寬大的軍衣軍帽，無法遮掩他們稚嫩的
神情。

在震天的號子聲裡，他們與老軍墾一道，或揮舞着撻子打麥場，或抬起
沉重的夯石平地基，或是背着沉重的水泥袋艱難前行，身邊激起的塵埃，彷
彿宣告着他們正在與年輕訣別。

荒地上，在幾件拼來的衣服搭個簡易涼棚避個暑，或是勞動歸來倒盆水
沖個澡，成了年輕的軍墾戰士最為愜意的事。

自哈密起，環蜿蜒的西北邊關南下，那些被稱為 「兵團
」 的村落或城鎮，如珍珠般散布於西北國界的邊緣。第一代
兵團官兵，是橫刀立馬、所向披靡的十萬軍中勇士。他們鑄
劍為犁，在荒蕪的大漠戈壁上，用雙手開創了屯墾戍邊的千
秋偉業。如今，這些忠誠的 「哨兵」 的後人們，仍在為華夏
九州戍守着遠方的家園。

新華社記者 賈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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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團收入兩成來自天業
《玻璃碎了》是一部反映國營玻璃廠從瀕臨破產走向新生的舞台

話劇。這部話劇，由企業的員工們自發創作。她的主角，就是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系統最大的化工龍頭企業── 「天業」集團。

「天業」，取名當初，意即 「天山南北最輝煌的企業」。經過浴
火重生般的陣痛，曾經快要垮掉的玻璃廠，華麗轉型為年納稅32個
億，總資產達260個億的大型化工集團。如今， 「天業」已成為戈壁
新城石河子的一張閃亮名片，她成了執著、頑強的兵團人在戈壁荒灘
開闢輝煌現代工業的見證。

「天業」的前身，是一家國營玻璃廠，因經營不善，1986 年對
外欠資就高達600餘萬元。兵團農八師決定對其破產重組。從那天起
， 「天業」就與傳奇式人物郭慶人緊密相聯。

郭慶人，出身大資本家的上海青年，高中畢業後，將人生的坐標
選擇在了萬里之遙的新疆烏魯木齊一所今天已消逝的地質勘探學校。
畢業後，他留在新疆兵團一個農業連隊，種地、教書、當拖拉機手。
腦子活，善管理，加上膽子大，郭慶人很快從焊條廠的技術員被提拔
為地膜廠的副廠長。就在他幹得如魚得水之時，師領導委以他重任，
讓他接任玻璃廠。就任後，郭慶人決定建塑料製品廠，投產地膜。因
為，當時整個農八師上百萬畝的土地上，掀起了廣植棉花的 「白色革
命」。敏感的郭慶人意識到，地膜生產最具潛力。當年底，投資見效
。地膜廠不但一舉還清了外債，還贏了利。這時，大家看到新的 「掌
門人」，確實是一個有思路、有膽略的實幹家。就在地膜為企業帶來
源源不斷的經濟效益時，郭慶人卻又把目光投向了節水灌溉。

節水灌溉是大勢所趨
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大興農業建設。然而，缺水卻成了制約

新疆向農業大區快速邁進的 「瓶頸」。參觀了土地沙化更為嚴重的以
色列農業，郭慶人對其滴灌技術產生了濃厚興趣，並由此萌生一個論
斷：大水漫灌式的農業耕作方式，定被淘汰。節水滴灌，是中國現代
農業的大勢所趨。

這位目光遠大的兵團人，決定向節水滴灌領域進軍。
建立博士後工作站和國家級技術中心、國家級工程中心，國家地

方聯合工程研究中心，承擔了國家863項目……在借鑒以色列滴灌技
術的基礎上，他們自主研發了適合大面積農業灌溉，帶壓力、能過濾
、省人力的 「米字工」型節水塑管，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多級泵水器。

1996 年，戈壁灘上這個塑料廠賺到了真正意義的第一大桶 「金
」。這一年， 「天業」集團正式掛牌成立，並在上海成功上市。

雄心勃勃的郭慶人，準備將節水產品推向全國──畢竟，中國是
一個整體欠水的國度。就在此時，新疆提出了 「優勢資源轉化戰略」
──要把新疆廉價資源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石河子兩個年產量
6000 噸塑化產品的化工廠進入了 「天業」的視野。決策會議上，犯
着心臟病的郭慶人坐着擔架，冒着虛汗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思路和觀點
，說服了農八師領導：上！快上！

2003年， 「天業」集團正式開建 「20萬噸聚氯乙烯聯合化工項
目」。這是一套產業循環組合，生產出來的產品，主要解決節水器材
所需化工原材料，其他附加產品，將被轉化成水泥建築材料。

如今，收入佔整個兵團收入五分之一的 「天業」，各項經濟指標
每年正以40%增長速度遞增，一躍成為新疆最大的重化工企業。她所
生產的節水灌溉器材，已成為全國馳名商標，並連續兩年位居中國輕
工業塑料行業十強企業之首。

兵團人，還有一個走向世界的夢想。

初夏，玉米苗長得正歡。此刻，正是鋤草、澆水的農忙季節，
可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六師共青團農場，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僅
有寥寥幾位農者。

「如今，上千畝的地，只要2個人就夠了。」生產科長王志傑驕
傲地介紹， 「作為中國西域的 『波爾多』，我們正全面推進現代化
農業！」

地球那一端，盛產葡萄酒，且農業同樣現代化的法國知名小鎮
波爾多，正好與共青團農場處在同一緯度。多年來，在西北打造一
個 「波爾多」小鎮，是共青團農場的矢志追求。
現代農場節水節肥

共青團農場共有土地24萬畝地，主要種植小麥、棉花、玉米、
番茄等作物。他們率先在兵團系統推行現代化農業，成功打造了農
業機械化示範基地，節水灌溉示範基地和現代化農業示範基地。

走進田間，王志傑向記者做起示範：大型播種機工作時，先自
動鋪好滴管。接着，在其上面覆蓋一層地膜。最後，在滴管出水處
，均勻地紮孔、點播種子。整個過程，幾乎同步，一天下來，每台
機械可播種上百畝。

這種種植方式很科學：地膜既能防止水分流失，還能將覆蓋在
其下面的野草在高溫照射、密不透風的條件下燙死，省卻鋤草的麻
煩。再者，因為滴灌是一孔對一苗的精細化澆水方式，節約了大量

水資源。在此基礎上，團場的職工直接將肥料注入滴灌，又節約了
大量化肥。

機械化示範基地不遠處，是兵團農機服務中心。偌大的廠區內
，停了至少50台大型採棉機。

正在檢修的技術人員于天柱說，採棉機一天可採棉150-200畝，
從採摘到打包，全部都是自動化。今年收棉前，他們準備再購買150
台，這樣才勉強滿足農六師棉地的採摘需求。

一陣轟鳴的機器聲中，記者在1號自動化泵站內，參觀了現代化
的節水灌溉方式。

源於雪山和江河的地表水，在泵站泥沙池簡單沉澱後，經層層
過濾處理，被加壓輸送到位於田間地頭控制室，用戶根據需要，打
開閥門澆水。

「控制室屬於二次微調，既能對水中的雜質做最後的過濾，防
止滴管的孔眼被堵，還可給每根滴管升壓，使其管中的水自然流淌
出來。」王志傑指了指地頭一所所紅色的板房， 「團裡近7萬畝地的
供水，就靠2個泵站和分散到田間地頭的控制室。」與傳統的漫灌方
式相比，滴灌耗水量僅相當於原來 40%，卻節約了 85%以上的勞動
力。

牧畜、家禽集中飼養，林果實現循環產業、職工憑證上崗……
現代化農業示範基地展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中國西域波爾多小鎮

石河子市石河子市 趙戈攝趙戈攝

▲部隊參加修建的康蘇選礦廠 資料照片

▲金茂芳在石河子市軍墾博物館內 「駕駛」 着50多年前與她朝
夕相處的原蘇聯生產的莫特斯拖拉機，牆壁上掛着的圖片是
1962年拍攝的年僅29歲的她駕駛同一台拖拉機時的情景

趙戈攝

▲金茂芳在家中 趙戈攝

▲石河子廣場戈壁母親雕塑下人們閒情逸致打太極拳 趙戈攝

▲遊客參觀石河子市的軍墾博物館 趙戈攝

▲冰峰五姑娘 資料照片

▲一位拾花工在農六師的棉田裡拾棉花 趙戈攝

背景資料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分布在中國西北的新疆境內，是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的組成部分，承擔着國家賦予的屯墾戍邊職責。

自西漢時期始，中國歷朝歷代都把屯墾戍邊作為開發邊疆
、鞏固邊疆的一項重要措施。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後，駐疆人
民解放軍為鞏固祖國邊防，加快新疆發展，減輕當地各族人民
的經濟負擔，將主要力量投入到生產建設中，開展了大規模的
生產活動。1953年5月，駐新疆部隊分別整編為國防軍和生產軍
。其中二、六、五軍大部和二十二兵團全部編入生產部隊，分
別整編為10個農業師、1個建築工程師、1個建築工程處、1個
運輸署，共約10.55萬人。次年10月，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成
立，其使命是勞武結合、屯墾戍邊。

兵團成立後，按照 「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在天山南北的
塔克拉瑪干、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和自然環境惡劣的邊境沿
線，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在茫茫戈壁荒漠上建設成一個個田
陌成片的綠洲生態網絡。

如今，兵團總人口近260萬，由漢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
、回族、蒙古族等 37 個民族組成，轄有 14 個師、175 個農牧團
場、1500 多個國有獨立核算的工交建設商企業，並形成了門類
比較齊全的經濟體系和健全的社會事業及公、檢、法、司機構
。兵團的土地面積7.43萬平方千米，佔新疆總面積的4.47%，約
佔全國農墾總面積的1/5，是全國農墾最大的墾區之一。▲石河子市一家棉紡企業的員工在車間工作 趙戈攝

新疆天業化工城全景新疆天業化工城全景

▲老一代軍墾回憶當年 李常寶攝

▲郭慶人（前排中）檢查工程建設

石河子市的新型工業與新型農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