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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7 日，北大荒千里沃野生机勃勃，机械化栽插的水稻已

经返青，农民在田里除草。

4年前，金健米业携手黑龙江天正粮油食品，进驻地处北大荒

的尚志市，创建粳米生产基地，辐射周边五常、延寿，每年收购加工

原粮10多万吨，生产的金健东北长粒香米、五常大米供不应求。

“当年开垦北大荒，来了许多湖南人。”黑龙江金健天正公

司董事长陈文兵说，沿着先辈的足迹，公司将扩大产能保供给，

为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出力尽责。

【特写·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黑龙江考察，首站来到农垦

建三江管理局。在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习近平逐一察看

当地出产的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他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

味深长地说：“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回放·北上要粮食 南下要橡胶】

1956 年，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他向中央表明决心：“新中

国的荒地都包给我干吧！我这个农垦部长有这个信心！”他向中

央提出：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

1957 年，王震到湖南省军区作报告，动员三湘子弟挺进北

大荒，向亘古荒原要大米。

“可敬可爱的父母亲，一腔热血赴边疆。”原湖南省政府副

秘书长廖克勤回忆，听了王震的报告，在省军区司令部工作的

父亲廖瑜一周内写好申请，母亲也放弃了人民银行长沙中山路

支行的工作，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与 1000 多名驻军及家属一

起，乘火车辗转来到北大荒 852 农场。

王震亲自选址的 852 农场，距离珍宝岛仅 150 里。一到农

场，住进窝棚样式的“马架子”，连里组织大家弯木做辕、搓麻为

索，靠人力拉犁开荒。

廖克勤回忆，当时生产有机大豆，全部出口日本换外汇，支

援国家进口先进的车床刨床铣床，发展工业生产。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吃日本豆腐。却不知道，先有东北大

豆，才有日本豆腐。”

后来，廖克勤知道，各地进驻北大荒的湘籍军人有 5000 多

人。王震的亲妹妹也来到 852 农场，分配到医院洗布草。王震还

专门“打招呼”：不许特殊照顾。

廖克勤记得，农场种植的水稻品种主要是“农垦 58”。上世

纪 60 年代，王震也支持家乡种植“农垦 58”，这个品种在湖南推

广到 1800 多万亩，成为湖南历史上栽培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

“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在王震的带领下，3年

开荒达到 1000 万亩。此后，几代农垦人接力奋斗，北大荒开发耕

地 3500多万亩，年产粮食 70亿公斤，成为名副其实的“北大仓”。

北向荒原要粮食，南向野岭要橡胶。

1959 年，刚刚起步的云南橡胶事业需要人。湖南省委把调

集 5 万名青壮年的任务分配给醴陵、祁东、祁阳。

“当时支边有条件，要‘根正苗红’。”祁东人萧成明记得，自

己刚读初二，跟随哥哥到大队报名，通过了审核，心里很高兴。

一路上，大家乘坐军用卡车、火车、汽车、小火车、拖拉机，

辗转近 10 天才到达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农场。

当时的房子是毛草顶、竹笆墙，四段竹子埋在土里搭个床。

让人害怕的是，毒蛇钻床下、蜈蚣钻被窝。萧成明说，自己被蜈

蚣咬伤，痛了一天一晚。

但困难再大，也不敢耽误“砍山坝”。男人放大树，女人砍小

树和杂木，一尺一尺清理出土层，一棵一棵种上三叶橡胶树。短

短 3 年，云南农垦橡胶种植面积从 5 万亩猛增到 20 万亩。

1964 年，王震到西双版纳考察。萧成明记得，每月口粮从 35

斤加到 40 斤。大家心里倍感温暖：王震还是关心家乡人呵！

如今，澜沧江两岸，橡胶林密布山野，云南已成为我国三大

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之一。

美丽的橡胶林，凝结了三湘儿女的铮铮血脉。

【画外音】

在战场上，农垦人被赞为“最可爱的人”；在垦荒中，他们被

誉为“最可靠的人”。

廖克勤感叹：党的一声号召，三湘儿女立即奔赴边疆。我们

孝敬父母，也更爱他们驻守的土地，那里凝聚了他们的青春和

血汗，值得后代用生命去守护和传承。

“御敌湘军称十万，征西湘女过八千。代代湘人戍边来，丰

碑座座满天山”。

2005 年元旦刚过，象征八千湘女进疆，重达百余吨的“湘

女石”，千里迢迢从新疆哈密运抵长沙，安放在湘江公园。

大雨过后，记者来到长沙市湘江风光带，见到了这座“湘

女石”。厚重的天山石雕，湿漉漉的，仿佛挂满了思乡的泪珠。

【特写·《共产党宣言》】

新疆兵团石河子军垦博物馆陈列着一本《共产党宣言》。

这是王震夫人王季青于 1997 年捐赠。据介绍，王震最爱读《共

产党宣言》，读了不止百遍。这本陪伴王震一生的《共产党宣

言》，为十六开线装本，雕刻印刷，文中有许多王震的红笔批

注，体现了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回放·八千湘女上天山】

1949 年 9 月上旬，王震请缨进疆，获得毛泽东批准。月底，

王震率 10 万官兵向新疆开进，促成新疆和平解放。

当时选王震进军新疆，毛泽东已经想到了垦荒戍边：新疆

就是一个“大南泥湾”。

10 万大军进疆后，军粮供给成为头号难题。从甘肃拉粮

食，运价是粮价的 7 倍。1950 年初，王震下达命令，要求全体军

人一律参加农业生产。

359 旅挺进南疆。在 719 团驻防的库尔勒开都河岸，战士

们白天拉犁开荒种粮，晚上住在原始洞穴式的地窝子里，每天

最多干活达到 14 小时。

到了秋天，麦浪覆盖了荒原。全旅开荒量达到 31 万亩，驻

疆部队当年开荒总数超过 100 万亩。

南泥湾奇迹又一次在新疆上演！

然而，10 万大军绝大多数是单身汉。王震听到年龄大的

士兵议论：没有老婆不安心，没有儿女难扎根！

为了使广大官兵扎根边疆，王震上书中央，要求组织动员

大批女同志进疆，参加建设充实边疆。中央军委很快做出了 5

年内动员 10 万女青年入疆的计划。

响应党的号召，1950 年到 1952 年，八千湘女分批踏上西

进列车，投入到大生产行列。

据“军垦二代”史珂回忆，长沙刚解放，父亲参了军。不久，

接到护送湘女入疆的任务，抵达新疆后留在喀什被服厂工作。

“湘女入疆，有的编入被服厂踩缝纫机，大部分下放到农

场干活。”史珂还记得，骑兵部队解散后，战马分配给农场运输

队。小时候，他见到战马驮运午饭，炊事员用手拍一下马背说：

“老伙计，走吧。”战马就会把饭送到工地，来去自如不用人看

管。

1954 年 10 月 7 日，驻疆部队按规定进行整编，成立中国

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担负屯垦戍边的使命。

到 1966 年，兵团事业达到鼎盛时期，当年实现工农业总

产值 9.77 亿元，占全区四分之一。

紧接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央于 1975 年撤销新疆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农垦总局。3 年后，王震写信给党和

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

邓小平十分注重调查研究。1981 年 8 月，在王震、王任重

等人陪同下，77 岁的邓小平到新疆视察，听说北疆推广地膜

棉花，他格外感兴趣。

在石河子农场三连，面对一块 400 多亩绿油油的棉田，邓

小平轻舒一口气说：“好大一片地哟！”

当时的石河子市委书记刘丙正介绍：“地膜覆盖植棉技术

是王震同志倡导引进的。”邓小平高兴地说：“王胡子，你在新

疆把地膜棉花推开了，这个办法不错。”

王震率部队进疆后，请来苏联植棉专家迪托夫教授，采用

地膜覆盖等一系列科学技术，在玛纳斯河流域种植 3 万多亩

棉花，当年平均单产皮棉 50 多公斤，打破了北疆不能种植棉

花的旧传统。

听着介绍，邓小平不时地点头说：“很好，很好，你们创造

了奇迹。”

1981 年 12 月，眼见时机成熟，邓小平提出恢复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

【画外音】

如今在新疆，一直流传“左公柳、王震棉”的故事。史珂称，

湖南人左宗棠在清末收复新疆，从陕西潼关至新疆哈密修通

大道，下令士兵在大道两旁遍植杨、榆、柳等行道树。王震率部

队进疆，带领官兵种棉花，被人们赞誉为“左公柳、王震棉”。

“王震率领的部队，湖南人最多。八千湘女上天山，人数也

在各省中排第一。”史珂称，先辈流血流汗，筑起屯垦戍边的

“生命界碑”，留下了丰厚的战略遗产。

芒种时节，记者来到浏阳市北盛镇，眼见成片平坦的水田，早稻

在拔节生长。这里自古便称“北盛仓”，当地农民都是种田的好手。

上世纪 20 年代，王震在此领头闹革命，组织“庄稼里手”

拉起浏北游击队，参加秋收起义，一路紧跟共产党南征北战，

成为开国上将。

除了赫赫战功，王震还有另一个丰功伟绩：屯田开荒。

【特写·王震故居】

位于北盛镇马战村的王震故居，始建于清末，是一座黄土

抹墙、青瓦覆顶的农家院落。1908 年，王震在这里诞生并在此

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陈列物中，有一封王震写给弟弟的家书，落款是 1967

年 10 月 28 日。在信中，他对谷种、沤肥、插秧、收割，问得十分

详细，流露出对家乡农业生产的真情关切。

北盛镇政府的同志介绍，广东、新疆、海南、黑龙江等省的

农垦部门多次组团前来，或投资办厂，或参观学习，感悟农垦

精神，牢记初心与使命。

【回放·南泥湾“第一犁”】

“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如今的南泥湾，陕北的好江

南……”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传唱中国农垦的“第一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进入最艰难的时期。

“边区干部战士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没有纸，冬

天没有被盖。”

为解决十分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

食”的号召，由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李富春具体组织开展陕甘

宁边区大生产运动。

1940 年 6 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湖南宁远人乐天

宇，实地考察中发现了南泥湾（当地人叫烂泥湾）。朱德总司令

获悉后，在乐天宇陪同下三次实地勘察。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部，面积达 40 平方公里，周边人烟

稀少，水源丰足、土质肥沃，是开荒种地的理想场所。

1941 年 3 月，朱德派王震率 359 旅 7000 余将士开进南泥

湾。当时，全旅营级以上干部多半是湖南人。

“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王震带头参加生

产劳动，每个连队成立生产组，长期搞生产；其余官兵在军事训

练之余，抽两个月至三个月参加生产，农忙时还要帮助老百姓。

上自旅长、下至炊事员人人动手，改良沼泽地种水稻，向

阳山坡造梯田种小米、高粱，营房周边种蔬菜、洋芋。庄稼种上

后，又按照“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下达养殖任务，修

砌猪圈和羊圈，周围打土墙防备狼虎豹。

到 1944 年，359 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 26.1 万亩，产粮 3.7

万石（一石为 300 斤），养猪 5624 头。除满足自给外，上交公粮

1 万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够吃一年，还留下可

吃一年的余粮。

除了种粮食，359 旅还开办了被服工厂，人民军队和老百

姓丰衣足食，加深了军民“鱼水情”。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

上从未有过的奇迹。”

【画外音】

距王震故居不到 100 米，孙琴正打理“故居餐馆”。她告诉

记者，自己是听着王震的故事长大的。

孙琴回忆，自己 5 岁时随奶奶（王震的妹妹）到北京住过

一段时间，还记得饭后有水果吃，北京的水蜜桃很甜，吃完一

个还想吃。大爷爷（王震）说，不能多吃多占。

“老一辈最听毛主席的话。”王震家族后人王庆炳说，湖南

人会种田、会养猪，吃得苦、霸得蛮，才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

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向亘古荒原要大米，北大荒变成“北大仓”——

习近平意味深长地说：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1

黑龙江省虎林市，在八五零农场，王震将军点燃

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建起纪念雕塑。(资料照片)

王震引进地膜覆盖技术，北疆种植棉花获得成功——

邓小平点头说：“很好，很好，你们创造了奇迹。”2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李志宏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

在天山……”简明的诗句，生动描述了人民军队

359 旅“又打仗、又生产”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垦事业，为党和人民军

队战胜极端困难、绝处逢生提供了物质保障，为民

族团结、边疆稳定构建起长效机制，凝聚成永不褪

色的红色灯塔。

千千万万湖南人，响应党的号召，争先恐后投

入屯垦戍边，无私奉献青春才华，把荒原变成粮

仓、戈壁变成绿洲、盐碱滩涂变成良田、荒山野岭

变成胶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没有路你走出一条路，受过多少累、吃过多少

苦，日里夜里你迈开大步，带我把理想追逐……”

在建党 100 周年到来之际，一首“紧随你的脚步”从

垦区唱响，唱出三湘儿女“永远跟党走、无悔戍边

疆”的心声，把人们的思绪又带回到艰苦卓绝的峥

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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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4月 1日，中央农垦部部长王震（右一）

在长沙靖港视察油菜种植情况。 唐大柏 摄

记者手记

心中只有国家
张尚武

采访“农垦人”，记者时时为他们的农垦精神所

感动。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不是本地人自然繁衍

形成，也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地域人口的简单迁徙。

他们是戍边官兵、复转军人、支边青年、知识青年、

科技人员，都有钢铁般的意志，从内心深处坚定地

跟党走。

中 国 农 垦 的 精 神 高 地 在 湖 南 。南 泥 湾“ 第 一

犁”、八千湘女上天山、北大荒变“北大仓”、彩云之

南种橡胶，这些奇迹都与王震紧密相连。而在浏阳

北盛，王震的族人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中

只有国家”，对祖国、对人民不求索取，只有奉献、再

奉献。

只要党一声令下 ，湖湘儿女自觉担当开荒先

锋，举家戍边，几代屯垦。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

量，让不同地域、众多层次的人群，凝聚在同一面拓

荒的大旗下？采访中，记者得出的答案是，他们出于

对共产党的高度信赖，甘愿付出青春和血汗，凝聚

起“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垦一代”如同一棵树，永远在那里守望边疆。不

止一位“垦后代”这样说：他们爱党爱国家，就是要发

扬农垦精神，继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他们爱边疆，

因为那里是老一辈流血流汗的地方，无论如何也不

能弄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