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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日的余晖映照在碧波万顷的海面! 一群英姿飒爽的
女民兵正手握钢枪在大海边巡逻""

!"#$

年代!一
部风靡全国的电影 #海霞$! 让电影人物拍摄的原

型%%%三亚西岛上的女民兵!名扬大江南北&

半个世纪的脚步轻轻走过& 第一代西岛女民兵!已经由天
真烂漫的花季少女!变成了年近古稀的长者!她们曾经接访过
许多中央首长和海外名流政要的视察! 岁月在她们的面容与
发际间轻轻留痕!女民兵们英武之气却不减当年&

渔家姑娘编入炮兵班

!"%"

年
&

月! 三亚西岛驻地官兵训练场上! 多了
&

位
女兵俏丽的身影& 和驻岛官兵不同的是! 女兵没有统一的
制服! 头戴遮阳斗笠! 身着红肚兜! 一身蓝灰裤子! 脚蹬
解放鞋&

他们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第一代西岛女民兵 '八姐妹
炮班 (& 按照一门炮所需要的配置设计 ! 陈洪柳担任炮长
)即班长*! 陈香兰担任瞄准手! 苏兰新担任一炮手! 负责
拉开炮膛! 陈粦梅为二炮手! 负责装填炮弹+ 苏日农+ 王
福花+ 陈发妹+ 王乃莲分别担任三+ 四+ 五+ 六炮手! 负
责传输炮弹&

在
'"%$

年代之前! 在西岛上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

女人下船船不开! 女人摸网没有鱼& 成立之初的女民兵炮
班! 遭遇了不可思议的攻击& '姑娘家打炮后就生不出孩
子(+ '有子不娶八姐妹( 等流言在岛上流传& 面对此情此
景! 八姐妹用刻苦的训练! 回击流言的攻击& 每天清晨

(

时! 当驻岛官兵晨练的号角吹响!

&

个女民兵也迅速起床集
合! 开始了一天的训练&

时隔多年之后! 空穴来风的谣言不攻自破& 此后数代西
岛女民兵成家后都有了强壮的后代&

白天训练晚上巡逻

在陈香兰的家中!一张黑白照片很是醒目& 第一代八姐妹
坐在一条小渔船上!班长陈洪柳站着吹海螺!其他的七个人都
或坐或蹲!每人手里拿着一杆步枪& 陈洪柳说,我们当时每天
主要就是训练!或者在近海巡逻&

位于西岛正南
)*"

公里处的'双帆石(是当时女民兵训练
的固定靶位之一&

+

月末的午后!阳光正猛!第二代女民兵领着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当年她们打炮的训练场牛王岭下! 西岛周
围的海水湛蓝& 远远望去!'双帆石( 似乎在随着海涛轻轻晃
动&

'瞄准手注意!目标正前方& (第二代女民兵二班班长陈开

桃朗声道&

'看到- (当年一班的瞄准手谢秋兰迅速应答&

'炮弹全装药- (三+四+五+六炮手迅速列队!传输炮弹
""直到今天!每一个女民兵还记得自己的角色& 每次走过
训练场!大家就会情不自禁来一次打炮演示!这个场面实在
太熟悉&

西岛方圆
+*(&

平方公里! 当时部队主要驻扎在岛的西南
郊!渔民主要居住在东部& 整个西岛两公里长的东部海岸线!

就是女民兵'把守(的哨岗& 每天晚上吃过饭!两名女民兵就会
扛上步枪!拎起煤油灯!开始在海边巡逻&

巡逻的时候!看到有人走动!女民兵就要上前对暗号& 一
直没有遭遇真正的敌人! 并没有让女民兵们有失落的感觉,

'我们做的就是备战!我们每天晚上认真站岗巡逻!敌人知道
也就胆怯了!不敢来犯& (

'小树夹花处处黄!珊瑚礁石砌围墙& 榆林港外东西瑁!睁
大眼睛卫国防& (郭沫若为西岛女民兵创作的这首小诗!生动
道出了西岛女民兵们守护边防的生活&

没见过女子打炮这么厉害

!"(,

年
+

月!海南军区的首长来西岛!视察女民兵打炮&

当第一发炮弹命中
-

公里远的土堆之后! 首长指着
+

公里开
外的一棵小树!问大家敢不敢打& 陈洪柳带着姐妹们大声道,

坚决完成任务&

瞄准!装填炮弹!开炮& 炮弹呼啸而出& 一击命中-

军区首长称赞说, 我还没有见过女子打炮这么厉害的!

'你们就是古代的花木兰+当代的穆桂英& (当年三八妇女节!

海南军区正式将炮班命名为'八姐妹炮班(&

正式命名为'八姐妹炮班(之后!

&

名女民兵继续进行日常
训练& 不过八姐妹炮班注定将走上更大的舞台!在海南军区组
织的比武中!炮班开始走出西岛亮相!展现英姿&

!"(,

年
!$

月!在海南军区举办的炮兵实弹比武中!'八姐
妹炮班(取得了第一名!并且荣立三等功&

!"(.

年
&

月!'八姐妹炮班( 和五个驻地部队进行海上运
动目标的实弹射击比武! 以五发四中的优秀成绩取得了第一
名&

不仅训练和比武!在西岛牛王岭上!女民兵炮班和驻岛官
兵一起挖坑道!修筑山下工事& 两个多月就修筑起长达

+/

余
米的坑道!里面有储存弹药+吃饭+睡觉的地方&

在驻岛官兵的协助下! 女民兵还自编了不少生活训练的
歌曲& '咱们炮班八姐妹!都说红装不如武装美!平时练武为打
仗!操炮用炮显神威""(铿锵有力的.八姐妹炮班之歌$是其
中传唱最多的&

中央首长一个接一个来西岛

到各地频频比武 !驻扎在祖国的南哨 !西岛女民兵开
始 /出名 (了 &

!"(,

年到
!"(.

年 !不断有中央首长来到岛
上看望女民兵&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 +叶剑英 +徐向前 +

聂荣臻 +罗瑞卿 +余秋里 +王震 +陶铸等先后上岛 !观看炮班
的比赛&

外国友人也来造访!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以及二战时期
英国名将蒙哥马利也上岛视察女民兵& 给女民兵印象最深的!

是来自苏联的记者上岛对他们的采访& 在超过一周的采访时
间里!来自苏联的记者一起和女民兵训练生活& /苏联记者当
时采用的相机十分的先进& (在第一代女民兵的照片中!只有
苏联记者拍摄的照片是彩色的&

回想起和首长在一起的时刻!女民兵笑着说,很多时候!

我们只是接到任务为首长示范打炮! 首长和我们握手慰问就
走了!首长走了!训练我们的教官方才告诉我们,刚过来的首
长是什么级别的领导&

令老姐妹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叶剑英元帅那次登岛& 叶帅
在观摩完女民兵们的射击表演后非常兴奋! 当即赋诗一首,

/持枪南岛最南端!苦练勤操固国防!不让敌机敌舰逞!目标发
现即消亡(!鼓励坚强的西岛女民兵&

直到今天!年近六旬的第二代女民兵炮班的曾亚仟!还念
念不忘叶帅当年摸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们守卫着祖国的南
大门!要建设保卫海南岛&

多位中央首长的接见女民兵!令岛上的渔民羡煞& 不少渔民还
打趣地说,你们的手都被中央首长握了!回家都不要洗手了&

给毛主席献烟斗

毛主席对全国女民兵的建设很是关心!写下了/飒爽英
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
装(的诗句& 西岛女民兵对毛主席充满了期待!期待毛主席可
以登岛视察& 但毛主席一直都没有机会来!到了

!"0$

年代!

大家合伙购买了一个精致的烟斗!通过别人献给毛主席&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一代代的西岛女民兵一直到了今
天!新一代的女民兵连长麦世霞今年刚满

,$

岁!已经做了
-+

年的西岛民兵& 她感觉,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西岛女民兵勇
敢和坚强的特性一点也没有改变&

走过当年的练兵场!迎着习习海风!第二代西岛女民兵朗
声高唱.八姐妹炮班之歌$!%%%/咱们炮兵八姐妹!革命的颜
色永不褪!一颗红心为革命!誓把海岛来保卫00(

歌声和着海涛的拍岸声!一如当年的豪迈之情&

西岛女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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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和西岛

炮班八姐妹合影#

本版照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程范淦 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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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西岛女民兵正在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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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一部风靡

全国的电影 $海霞 %"让电

影人物拍摄的原型&&&三

亚西岛上的女民兵" 名扬

大江南北' 今年是三亚的

西岛女民兵炮班成立
("

周年 " 从
&#(#

年成立之

初" 西岛女民兵的青春之

歌在守卫祖国南大门的日

子中飞扬而激越#

&#)$

年

的三八妇女节" 海南军区

正式将西岛女民兵炮班命

名为(八姐妹炮班)' 在三

八妇女节来临之际" 海南

日报记者寻访了几代西岛

女民兵" 走进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