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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8月1日，那是个阳光明媚的
日子。不少女民兵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民
兵连成立当天的场景——

在阳江公社红色大队（现红色村）红
色娘子军操练场上，英姿飒爽的姑娘们
排成列队接受检阅。时任琼海县武装部
部长的冯华标宣布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正
式成立，宣读了民兵连连长及副连长、指
导员及副指导员的任命书。

随后，琼海县人民武装部政委徐振忠
向第一任连长云大兰授红色娘子军民兵
连连旗，冯华标向全体民兵连女战士授予
枪支。“那时发生的一切都让人热血沸
腾！”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第三任连长蔡兴
莲回忆道，民兵连成立时她还未到参加的
年龄，但观看了成立仪式，便暗下决心以
后要加入。

阳江镇党委副书记黄岳华介绍，红色
娘子军民兵连从第一任（1969年）至第八
任（1991年）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均由
琼海县人民武装部任命。女民兵从农村
挑选18岁至35岁初中以上文化、身体健
康、政治表现优秀的女青年参加。在当
时，能加入民兵连是一份莫大的荣誉。“那
时候，我们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战斗队，还
是生产斗争的突击队。”红色娘子军民兵
连第五任连长王裕婉说，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无论是烟园水利建设，还是“通天渡
槽”建设，民兵连都主动要求站在前线，姑
娘们抡起几十斤重的大锤子，一锤一锤地
打炮眼，手掌、膝盖无数次被鲜血染红，都
从不喊苦、从不喊累。

蔡兴莲说，修水利时常常需要执行爆
破工作，在这过程中点炮眼是一项危险而

艰巨的任务，一有闪失，就会有生命危
险。“按照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分钟之内
完成10个炮眼的点燃任务，而在当时，我
们没有一人有经验。”面对困难，蔡兴莲带
着十位勇敢的战士组成点炮队，在一个多
月的奋战中打了近5000个炮眼，从未出
现失误。

民兵连不仅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
还是农民致富的科技力量。1983年，红色
村刚刚种上了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由
于缺乏技术时常出现枯死现象。民兵连
里的战士们不仅通过技术指导帮助农民
解决了虫害问题，还引导农民种上了菠
萝、益智等作物，为当时红色村的经济发
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别看我们是女子，
修水利、种庄稼、维护治安……我们样样
在行！”蔡兴莲笑着说。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用无悔青春传承娘子军精神

永不褪色的红色番号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我们是听着红色娘子军故事长
大的，从小就被革命先烈们的精神所
感召，也渴望着能像她们一样。”时至
今日，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第三任连长
蔡兴莲，仍为自己当年能加入红色娘
子军民兵连感到自豪。

不少人还记得民兵连当年的辉
煌，无论是在农业生产，还是在思想
宣传上，这支曾风靡全岛的“新时代
娘子军”都曾作过巨大贡献。

如何才能加入民兵连？这不仅
要考虑其学历、身体素质，还要看是
否有组织能力，是否有坚定的意志。
蔡兴莲笑着说，1969年民兵连成立
时，自己也想第一时间加入，无奈当
时年龄尚小。庆幸的是，1972年，由
于各方面都表现出色，年轻的蔡兴莲
接过了重任，光荣地成为红色娘子军
民兵连第三任连长。“那时候，村里的
姑娘人人都想加入民兵连，即便没有
任何经济上的待遇，但只要成为民兵
连的一员，全家人都会引以为豪。”蔡
兴莲说。

在连队里，蔡兴莲点过炮眼、做
过演员，扛过锄头、也端过长枪。她
说，在连队里付出过的点点滴滴自己
从来都不觉得苦，她和战友们都有一
种坚定的使命感，“红色娘子军革命
先烈为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更要为
她们守下江山。”

40多年来，蔡兴莲曾在不少单位
担任要职，也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
热。但她坦言，担任民兵连连长的日
子，仍是自己生命中最值得骄傲的一
段时光。她记得当时的自己上过讲
台、进过电台、站过领奖台。最光荣
的一次，是代表民兵连去广东参加表
彰大会，第一次住进高档的白云宾
馆。

1975年，由于要外出工作，蔡兴
莲不得不离开她心爱的连队，但她仍
然不忘红色娘子军精神，这份信仰直
至今日仍坚定地留存在她的心中。
她也会像当年老一辈们那样，和许多
人分享娘子军当年的故事。更让她
欣慰的是，那些当年共同奋战过的战
友也和她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默
默耕耘，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娘子军
顽强拼搏、英勇抗争的精神。

2014年，180余名战士重回当年
阳江红色村操练场，通过演练的方式
纪念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 45周
年。“为了8月1日那天的正式演练，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民兵们自发地回
到村庄操练，上至80岁、下至35岁，
大家在烈日下艰苦地训练着，中午饿
了，一个饭团就简单解决，无人喊
苦。”蔡兴莲说，那股拼劲，让她感觉
仿佛回到了当年那意气风发的年轻
时光。

时至今日，蔡兴莲觉得自己在民
兵连奋斗过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
这个已经70岁的古稀老人，如今依旧
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从她身上，我
们似乎仍能看到当年红色娘子军民
兵连战士的风采。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
第三任连长蔡兴莲：

担任民兵连连长
是我最骄傲的事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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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琼海，仍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记得这支特
殊的队伍——红色娘子军民兵连。

红色娘子军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她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却一直
激励着后人。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与传承中，1969年8月1
日，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琼海阳江应运而生。

这群新时代的娘子军，循着前辈的脚步，继承发扬红色娘子
军的革命精神，战斗在生产活动第一线。她们不怕牺牲、不怕困
难，用自己无悔的青春和奋斗，汇聚成一道耀眼的光芒，让红色娘
子军精神代代相传。时至今日，那份坚守仍为人称道。

当时的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也是毛泽东
思想的宣传队。“每当毛主席即将发表重要
讲话时，民兵连里的姑娘们会在村子里敲
锣打鼓奔走相告。无论发布得多晚，大家
都会在连队耐心等待。”姑娘们当年举着
灯、围着收音机翘首期盼的场景，蔡兴莲仍
历历在目。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立后，连队经常
邀请红色娘子军老战士来讲述当年的战
斗故事，大家不断从老红军身上汲取营
养，不忘用红色娘子军的精神锤炼自己的
意志。她们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自编自
导小品、歌舞、琼剧和京剧等文艺节目，将
节目搬上舞台，到琼海各地巡演，把红色

娘子军的精神传遍大街小巷，深深根植于
老百姓的心中。

蔡兴莲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为了将京剧《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和《红
灯记》排演成琼剧版，姑娘们在收音机里
反复收听，逐字逐句抠发音，只为将韵律
牢记于心。

民兵们还对自己表演时的情绪、表情
提出了更高要求，努力达到专业标准，“也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遍遍揣摩，一遍遍练
习，直到最后上台演出。”在后来的抗风抗
灾中，她们编演的不少节目都给予了大家
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信心。

1972年，中国京剧团《红色娘子军》
剧组到红色村演出，当时进村要经过一
条30米宽的河流，河上没有桥。为了让
剧组和十多车道具顺利过河，负责接待
的民兵连找来了几只小船连在一起、铺
上木板，战士们则泡在水里一趟趟运输，
直至18个小时后所有人员和道具被顺利
送到了村庄。

“民兵连的战士们能吃苦，在各种苦

难面前也从不放弃。”蔡兴莲和王裕婉都
认为，无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民兵连都
受到了红色娘子军精神的鼓舞和激励。
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份强大的信念，她们
才用青春和热血续写了一个又一个新的
传奇，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成就了一
段段无悔的青春。

可以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
红 色 娘 子 军 民 兵 连 最 辉 煌 的 时 期 。
2014 年以后，在琼海市委、市政府及
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推动下，民兵连的
一段段光辉事迹又重新为人所知。红
色村里也建起了红色娘子军民兵连纪
念馆，展出历年来娘子军民兵连事迹
的照片……

蔡兴莲说，直至今日，民兵们仍会自发
地回到操练场上进行训练，只要有需求，战
士们仍旧可以随时到位。“在新的发展时
期，我们仍会继续扛起传承红色娘子军精
神的重任，让娘子军革命先烈的精神一代
又一代地传递下去！”蔡兴莲信心十足地
说。

刻苦训练从不喊苦

4月的艳阳铺洒在阳江镇红色村的民兵连
操练场，站在如茵绿草上，仿佛又听见了当年嘹
亮的操练声。

王裕婉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国际
形势仍较为严峻，和全国各地的民兵组织一样，
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也担任着维护社会治安的重
任。当时以县武装部独立连存在的红色娘子军
民兵连，在训练上也十分正规，装枪、射击、刺刀
……样样都要练习。

蔡兴莲还记得当时操练时的许多场景。她
数不清自己膝盖流过多少次血，手腕被擦破过
多少次，最辛苦时连小便都没法儿蹲下去。“每
位姑娘都对自己从严要求，大家勤学苦练，无论
是在烈日下系石块练习射击，还是暴雨中割完
稻谷赶回来参加训练，都从来没人喊苦喊累。”
蔡兴莲说。

除此之外，为了继承和发扬红色娘子军精
神，民兵连还经常开展拉练演习，在当年娘子军
们战斗过的地方，如母瑞山、沙帽岭、马鞍岭等
地都曾留下过民兵连的足迹。“大家背着枪、水
壶和背包，凌晨4点出发，晚上12点才能回到
家，每天行走约80公里，饿了就在椰林间烧水
做饭，以此磨炼自己的意志，增强自己的体魄。”
王裕婉说，姑娘们白天参加军事习训、参加生
产，晚上还要学习军事理论、持枪站岗、下村巡
逻。即便如此辛苦，大家都仍为能成为民兵连
的一员感到自豪。正是在这样的刻苦训练下，
民兵连在军事项目练就了过硬的本领，在历年
琼海县武装部的民兵训练比赛中，红色娘子军
民兵连各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娘子军们还多
次获得个人单项冠军。在每年召开的广东省民
兵训练工作总结大会上，都有娘子军民兵连的
代表参加并接受表彰。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能看到民兵连战士们的
身影。1973年抗击强台风时，民兵连的战士们
就在冲锋陷阵的第一线。

蔡兴莲还记得，那时候，不少房屋都倒塌
了，伤亡惨重，民兵连立即组成“抢险队”投入战
斗，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虽然战士们自家的房
屋也倒塌了，但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群众优先。
她们为恢复生产生活和灾后重建作出了重大贡
献，也给予了受灾群众莫大的鼓舞。

闻名全岛的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曾多次受
到广东省、广州军区、海南军区、琼海县的表
彰。1969年，当时的代连长陈英莲还曾代表娘
子军民兵连前往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她
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全国各地的民兵代表和英
模共同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每每回忆起这些，
民兵连的老战士们仍倍感光荣。

自编节目传递娘子军精神

⬆ 1970 年
代，红色娘
子军民兵连
战士和红色
娘子军老战
士在一起。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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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利、种庄稼样样在行

➡ 红色娘
子军民兵连。
（资料图）

2014年7月31日，庆祝红色娘子军民兵连
成立45周年系列活动中，红色娘子军连的老民
兵在进行军事训练表演。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