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女兵成全了
我的文学与人生

湘江周刊： 您创作了很多与湖南
相关的作品，1997年出版的《西上天山
的女人》已成为您的代表作之一。 是什
么促使您来书写湖南女兵们的故事？

丰收： 我的父亲是陶峙岳将军的部
下， 我从小就生活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的军营里。 我的很多老师都是援疆的湖
南女兵。她们是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兵
团第一代孩子的教育，她们居功至伟。

我的发蒙老师姓文，就是湖南人。
当时部队一般穿得很土， 但文老师穿
布拉吉（苏联式样的裙子），带我们折
纸船，给我们讲故事、唱民谣。 上中学
时，我的语文老师李曼云也是湖南人，
她扎着两根大麻花辫， 大眼睛， 很漂
亮。 秋天， 我们最少有一个月劳动时
间，每天跟着老师去摘棉花。来回的路
上，李老师都给我们讲《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等苏俄小说，我还记得她讲的第
一个故事是《团的儿子》。落日晚霞里，
沿着垂柳依依的小溪， 李老师在前面
讲，我们步子快快地跟着走，听得津津
有味。 还有一位湖南来的数学老师叫
李素贞，课讲得真是太好了。她一直没
结婚， 一个人住一间小房子， 不多说
话。我看到朴槿惠就想起她，那种不惧
不迎的态度， 我印象特别深。 文革一
来，我高中没有读完，但恢复高考时我
数学能得满分， 全靠李素贞老师给我
打下的基础。 我现在还想找到她。

就是因为老在想念她们， 感恩她
们，包括对自己母亲的感恩，她在我人
生最重要的关口给了我很大支持，我
才拿起了笔。 有段时间我常躺在草地
上仰望苍天，想起她们，明白什么事情
都可以挺过去。所以我写了《西上天山

的女人》，这是我创作中最重要的一本
书。 有学者评价说，这本书开创了从女
性命运角度承载新疆百年历史的先
河。 我的文学与人生全得益于这些湖
南老师，我永世感恩她们给我的财富，
对我的成全。

百年新疆历史的
“破冰之旅”

湘江周刊 ：《西上天山的女人 》这
部书在促进湖南与新疆的新时期交流
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丰收：书出版不久，我带摄制组来
湖南，拍摄同名六集电视剧，结识了一
批很好的湖南朋友。 第二年，当时的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刘鸣泰就率领“新疆
天山行”新闻采访团进疆，开始了对援
疆湖南女兵的大规模采访报道， 后来
又有湖南省党政慰问团赴疆慰问湖南
女兵。 这一系列活动给了湖南女兵精
神上的最大安慰， 也使与女兵命运有
关联的老部队的创建历史和军垦精
神，在全国有了更大规模、更有影响力
的宣传和弘扬。 可以说这是百年新疆
历史宣传的“破冰之旅”，湖南与新疆
的交流进入一个新时代。

当时，我把全套的资料、包括采访
线索都无偿提供给湖南的朋友们，心
甘情愿。 在这个历史领域我开了一个
先河，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希望这些
湖南老阿姨一生的苦与乐有更多人知
道。 当年为共和国作贡献的湖南女儿
们的风采，应该为更多人知晓。

湖南和新疆在文学上
将有更多维度的交流沟通

湘江周刊： 这些年湘疆两地的来
往包括文学领域的交流更频繁， 毛泽
东文学院已经连续四年举办了新疆青

年作家培训班……您怎么评价两地的
文学交流？ 还有怎样的期待？

丰收： 新疆自古就是多元文化的
聚居地。 要想不被别人歪曲历史，就要
尊重历史、张扬历史，还要通过多种方
式搭建平台让人们有机会离历史更
近。 湖南省作协与新疆作协及生产建
设兵团作协开展文学“结对子”活动，
举办毛泽东文学院新疆作家班， 是非
常好的形式， 对新疆中青年作家的学
养的集中强化， 使每个学员都受益匪
浅， 更深入地了解了湖湘文化这支中
华文化重要的血脉。 比如，我们一进入
岳麓书院，就感受到一种气场，就知道
中华文化源有多么远，流有多么长。 一
到凤凰古城，哦，这个城有着和高昌古
城历史一样迷人的魅力；一到张家界，
哦，这里造物主也是鬼斧神工。 这些采
风活动让新疆作家对中华文明有了更
深刻直观的体验。

毛泽东文学院的新疆作家班办了
四届，唐浩明、谭谈、水运宪、王跃文等
著名作家都给他们上过课。 新疆作家
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学员， 毛泽东文学
院为他们准备全套专门的炊具， 配专
门的厨师， 以后还会建一个专门的清
真厨房，这都是要花精力花金钱、付出
热情的，不容易。 现在新疆的作家们都
很希望能来湖南参加作家班， 我希望
两地的作者在文学创作上能更深入地
拓宽写作面， 比如研究湖湘文化对新
疆的影响到底有多深， 比如书写新疆
第二代湖南人的故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人们的价值
取向变化很大，但国家不能分裂、民族
要团结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湖
南和新疆在文学这个精神层面上更多
维度更深层次的交流沟通， 有着传播
正能量的重要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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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周年。
湖南与新疆，有过怎样悠长的历史文化渊源？
让我们随一位作家穿越江南腹地与大漠边陲， 触摸中华历史与文化最深处的苍凉、

壮烈和柔软。
1997年，这位作家的报告文学《西上天山的女人》首度披露了援疆湖南女兵故事，也

开启了新时代湖南与新疆两地文学因缘的“破冰之旅”。
他感慨，湖南女兵“成全了我的文学与人生”。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龚旭东

从左宗棠西征到王震入疆，
湖南与新疆掰不开

湘江周刊： 三湘大地与天山南北
虽然相距千里，但渊源深厚。从中国近
代史到中国现代史、当代史，湖南与新
疆掰不开。 湖南人在新疆是一个很壮
烈、很有历史感的话题。

丰收：是的。如果说，在中国，哪一
个省份对地处边远的新疆影响最大，
可能所有人都不会质疑，是湖南！新疆
面积占中国的六分之一，它多灾多难。
但在每一个危急关头， 都有国家和民
族应当铭记的精英出现， 湖南人是其
中最突出的。

首先，就是左宗棠。当时入侵新疆
的阿古柏匪帮， 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已
经翻越了天山，整个新疆即将陷落。左
帅在耄耋之年抬着棺材进疆， 并把行
辕从酒泉搬到哈密， 一举歼灭阿古柏
匪帮，收复了大部分新疆。当时沙俄借
口匪帮入侵，已经占了伊犁，湖南人曾
纪泽正与态度强硬的沙俄当局谈判，
这时能助曾纪泽以胆识和作为后盾
的，也是左宗棠。

当年左帅的行辕就在今天的哈
密，中军之地至今仍称为“大营房”，现
在兵团十三师的师部也在这里。 从哈
密到酒泉一路西进， 可以看到不少苍
劲的左公柳。左宗棠的部下、湖南人杨
昌浚有首歌颂一代镇边将军伟大功劳
的七绝，流传很广。现在哈密城区到处
可见非常苍劲的柳树， 不管是汉族还

是维吾尔族， 也不管是老土著还是刚
去的居民，都珍爱这些老柳树。

1949年的新疆也命悬一线。 在亚
太会议上，美、苏、英已经开始肢解新
疆，划定了天山南北各自的势力范围。
在这个危急关头， 中共中央决定提前
进疆，又是湖南人站出来。彭德怀的第
一野战军，王震的第二、第六军，穿越
河西走廊急行军， 像当年左宗棠一样
屯兵酒泉。 当时国民党驻新疆的警备
总司令陶峙岳也是湖南人， 他立足国
家与民族的最高利益，积极顺应民意，
在酒泉城和彭德怀、王震见面和谈。六
分之一的中华土地免遭战火， 新疆非
常完整地回到了祖国。

现在整个新疆的人口布局， 就是
以当年进疆的共产党10万将士和后来
投诚起义的国民党陶峙岳的10万将士
为基础形成的。 20万大军组成的生产
建设兵团屯垦戍边， 新疆大态势渐成
格局。 自西汉就有的历代中央王朝治
理边疆的屯垦戍边大政方针， 是由彭
德怀、王震、陶峙岳为代表的湖南人承
前启后、发扬光大的。

20万大军在新疆屯垦戍边，
是完美的“国共合作”
湘江周刊：您如何评价20万大军在

新疆的屯垦戍边？新疆与湖南的自然环
境差别非常大，您觉得那里的自然环境
对在新疆的湖南人有什么影响？

丰收：我个人认为，两支部队合二
为一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可以称

得上是最完美的“国共合作”，领头人
就是湖南人。这对新疆的发展、对整个
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和平都有非常深远
的影响。

建设兵团不占用老百姓的用地，
完全围绕两个“边”安营驻扎。 一个是
沙漠边：天山以南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天山以北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另一
个“边”是指中苏、中印、中阿、中蒙、中
巴等中国与周边八个国家的近5700
公里的边境线。这是自西汉以来，又一
轮更宏大，更稳固，更人道，更有活力，
也更有经济成果的屯垦戍边， 是一轮
新的更大规模的西部大开发。 只要尊
重历史，就会认可这个结论。

在新疆那么高天阔地、 苍凉硬性
的地方， 湖南人霸蛮精神的创造力空
间更大，得到了更血性的张扬。越艰难
的环境越能显示湖南人的气概。 王震
和陶峙岳将军带去的大部分士兵是湖
南人，湖南人这股劲就是不一样。那段
历史惊天地泣鬼神，现在想想都后怕：
盐都没得吃，靠一点点手抓麦子，人就
能活下来，就能把荒地开出来。王震将
军一辈子铁马冰河，戎装一世，可以魂
归故里，也可以去北京八宝山，但他要
把骨灰撒到天山南北。 那方土地对于
他来说有太重大的意义。

新疆有座“凤凰城” ，
新疆的辣椒比湖南还辣
湘江周刊： 湖南与新疆两地的交

流，包括汉文化与边地的交流，除了左

公柳等， 在新疆大地上还有哪些物质
文化留存？

丰收： 新疆是多元文化汇聚的地
方，金戈铁马驮着这段历史往前走。新
疆的今生前世， 无论是汉简等地下出
土的资料，还是地面的文化留存，都与
汉文化深度融合。 这是没办法否定的
历史事实。

在天山以北有座小县城玛纳斯，
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
之地。它之前还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
“凤凰城”。凤凰是汉文化的南方图腾，
玛纳斯的布局就像一只凤凰， 有凤头
有凤尾，比湖南凤凰古城格局还要像。
我正在创作的一部长篇， 就是写凤凰
城。 上世纪90年代我曾骑着自行车从
石河子到这里考察。 它的汉文化遗存
很多，有湖南会馆、山西会馆，还有龙
王庙、娘娘庙、关帝庙。 这座城始建于
明朝，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有个叫谢彬
的学者，也是湖南人，来过这里，认为
这是新疆最富有的地方之一。

当年左宗棠入疆，有很多肩挑小篓
追随西征军大营为部队服务的人，叫做
“赶大营”，他们最后也留在了天山南北
的角角落落。他们带来了内地特别是湖
南的各种东西，湖南的长豆角等各个品
种的瓜果菜蔬新疆都有。你问新疆有辣
椒吗？ 有，品种比湖南还要多，有的比湖
南的还辣。我小时候院子里有个湖南来
的廖阿姨，我就爱吃她做的白辣椒。 把
辣椒用开水过一下，太阳底下晒了后用
坛子封起来，特别好吃。

1950年代，天山脚下，戈壁深处。 新疆兵团农八师
莫索湾农场，收获的季节来临。

清晨，一位扎麻花辫的大眼睛女老师，领着一群小
小少年去摘棉花。 一路上，女老师讲起了保尔·柯察金
的故事，孩子们的心，被牵去天高云阔的远方……

女老师叫李曼云， 上世纪50年代初从湖南援疆的
一名湘女。 小少年里，有位叫丰玉生的小男孩，多年后，
他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协副主席、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作协主席丰收。

“我难忘的湖南女老师还有很多。 因为感恩她们，
我写了《西上天山的女人》，首度讲述湖南女兵的故事，
引起了全国关注。 她们成全了我的文学和人生。 ”

10月下旬， 丰收率毛泽东文学院第四届新疆青年
作家班来长沙，并接受《湘江周刊》独家采访。 我们发
现，“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沉寂故事终能流传，最初的文
学因缘就种在他的少年时光里。

时光背后，是连结湖南与新疆、面向团结与和平的
历史之门，未来之门。

丰 收 ， 原 名 丰 玉 生 。
河南夏邑人。 1980年毕业于
新疆大学中文系 。 新疆作
协副主席 ， 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作协主席 ， 中国作协
第六 、 七届全委会委员 。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 著有
中长篇报告文学 《西上天
山 的 女 人 》 、 《 绿 太 阳 》
《镇边将军张仲瀚 》、 《铸
剑为犁》、 《来自兵团的内
部报告》 等。

湖南与新疆的文学因缘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以来， 湖南对新疆各方面的支持援助力度不
断加大。 深厚博大的湖湘文化和丰富多彩的
天山文化相互融合、共同繁荣，湘疆两地文学
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入，取得了丰硕成果。

◇ 2011年，湖南省作协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作协达成了“加强文学交流与合作，共同
促进两地文学发展繁荣”的意向。 2012年正式
签订了两地文学交流合作协议；2012年10月，
湖南省作协毛泽东文学院举办第一期新疆作
家班，30名中青年新疆作家参加了培训。

◇ 2013年3月，湖南省作协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文联、作协达成了为期5年的文学交
流与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湖南省作协毛泽东
文学院每年秋季举办一期新疆作家班， 并组
织湖南作家赴新疆开展文学采风活动。 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每年至少选择1名湖南作
家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邀请湖
南作家赴新疆参与作家大讲堂及相关培训授
课活动。 双方每年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共同编
选由两地作家撰写的反映新疆、 湖南各族人
民精神风貌的作品集，《湖南文学》和《西部》杂
志每年推出新疆、湖南作家作品专辑或专号。

◇2013年10月，湖南省作协举办了第二
届新疆作家班，30名学员全部是维吾尔族、塔
吉克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作家。 湖南省作
协首次推行指导教师制度，聘请6位知名作家
评论家作为各位学员的联系指导教师， 深受
学员的肯定与欢迎。

◇2014年2月， 湖南省作协与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作协开展了文学“结对子”活动；同
年10月，第三届新疆作家班35名学员中有10
名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同时湖南省作协
联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 作协举办了新
疆作家阿拉提·阿斯木长篇小说《时间悄悄的
嘴脸》作品研讨会。

◇2015年10月， 第四届新疆作家班举
办， 汇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32名中青年作家。

◇新疆作家班催生了一批优秀文学作
品。 多里坤·吐鲁洪等十余人出版和翻译了自
己的文学作品。 首届新疆作家班学员谢耀德
创作的长篇小说《荒原之恋》首度揭秘中苏石
油合作往事， 是一部真实再现大动荡年代家
国变迁的命运之书，2013年7月初，毛泽东文
学院与鲁迅文学院、 中华铁人文学基金会联
合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了作品研讨会， 产生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 多家影视公司有改编电视
剧的意向。 湖南举办的新疆作家班成为民族
团结友爱、文学紧密交流的模范班，在全国文
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纪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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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将 筹
边尚未还，潇
湘子弟满天
山。 新栽杨柳
三千里，引得
春风度玉关。

———清 ·
杨昌浚 《恭
诵 左 公 西 行
甘棠》

1111111111111111111111

湘
疆
两
地

文
学
创
作
与
交
流

不 能 不
叹服一代决
策者天眼先
开的决策。如
果不是湘女
出塞，不是万
千女性西上
天山，就没有
喝天山雪水
长大的被社
会称做“军垦
第二代”的我
们。就没有我
们的儿子。 就
没有以后的
历史。如果是
那样，六分之
一个中国将
是怎样的？

———选
自《西上天山
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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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学院第四期新疆作家
班与湘西作家进行座谈交流会 ， 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主席 、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作协副主席丰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