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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姐”炼成新女性
———延安女大校友追忆烽火岁月

■本报记者 杨桂青

“解放军方阵就在我前面4米远
的地方经过， 我坐在天安门城楼西侧
观礼台第一排，看得非常清楚。 70多
年前，我因为抗战去了延安。能在抗战
胜利日去天安门观礼， 是对中国人民
抗战胜利70周年最好的纪念。” 延安
中国女子大学 （以下简称“延安女
大”） 校友、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前政务参赞张月说。

6月16日， 延安女大校友在北京
聚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在延安，我们那么年轻，我们那
么美丽，我们跳舞，我们唱歌……”著
名电影导演、 中国麻风基金会理事
长、 马海德之妻周苏菲说。 今年， 苏
菲95岁。

“现在， 我都不敢照镜子。” 张月
像小姑娘一样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
脸， 呵呵笑了起来。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延
安女大校友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倡议，
希望广大青少年勿忘历史，保卫和平；
拥抱家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放
飞青春梦想，助力实现中国梦。

看着视频上90多岁的奶奶们激
情发言， 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谢
玲老师不知不觉中满脸泪痕，“心里涌
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无悔抉择为革命
“我叫佐伊， 这个名字既不是我

的名也不是我的姓， 是我自己起的名
字， 意思是与封建家庭彻底划清界限
了。” 93岁的外交部离休干部佐伊
说。 佐伊不知过了几次“鬼门关”，
才辗转到了延安。

70多年前， 在卢沟桥的枪炮声
中，一批批革命知识青年，抛家弃学，
冲破重重阻挠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延
安女大的学生就是这些人中的一群。
中国第一任驻外女大使丁雪松在重庆
加入地下党，抗战爆发后，各地党组织
动员优秀青年去延安。 带着重庆救国
会总务干事漆鲁鱼的介绍信， 丁雪松
去了延安， 先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以下简称“抗大”）、延安女大学
习。佟麟阁将军之孙佟晓冬说，爷爷当
年曾保护过不少学生， 有的在爷爷殉
国后去了延安。

“我们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学习怎
么打日本，为抗战贡献力量。女大学员
的平均年龄才21岁，我们在延安学习
了革命理论与技能，90%以上都入了
党。”曾任朱德夫人康克清秘书的吕璜
已年逾90，声音依然响亮。

孟于也是自己取的名字， 就在她
和同伴李玉芳戴着低垂的大草帽，把
行李扔到搭乘的大卡车上那一刻起，
她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孟于是白
毛女的早期扮演者、电影《白毛女》中
喜儿的配唱者之一， 曾任中央歌舞团
原团长等。

“卢沟桥事变时我才15岁， 正在
成都中华女中读初中。 成都逐渐兴起
了救亡运动， 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救亡
宣传队，每周一两次到茶馆、广场或农
村去宣传抗日。 我们班还组织了几个
读书会，1939年年初， 我所在的读书
会请来一位从延安回来的男青年。 他
说， 延安是一个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旗帜的地方，不分党派、民族，团结
一切抗日的人民共赴国难。”孟于和李
玉芳开始向往这个地方。

1939年暑假，两人在报纸上了解

到， 位于宜川的山西民主革命大学在
成都招生。 从地图上看， 宜川离延安
很近， 于是两人就去报考并考取了。
两人说走就走， 带着一些换洗衣服就
上路了。

著名表演艺术家、 延安女子大学
北京校友会副会长于蓝同样“任性”
地做了一次无悔的抉择。 1938年，
她17岁， 高中还没毕业。 摆在她面
前的有两条路： 要么嫁人， 去做专职
太太； 要么工作， 为日本人做事。

“这两件事， 都是我不愿意做的。”
于蓝在天津读书， 曾和同学们一

起上街游行， 声援“一二·九” 运动，
有幸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 在他们指
引下， 于蓝和同伴们一行十几人， 从
北平出发， 步行来到延安。 “直到现
在， 我仍然觉得， 我当初的选择是对
的。” 于蓝说。

生死不弃延安路
就在1938年， 张月这位18岁的

党支部书记“拉” 了一支200多人的
队伍来到延安， 队伍里是东北流亡到
关内的学生和在北平求学但因抗战爆
发无法上课的学生。 张月祖上是翰
林， 到她父亲那一代， 家道开始衰
落。 张月的一位姐姐和姐夫是地下党
员， 在他们的影响下， 张月决定和同
伴们一起去延安。

“那时， 我们的队伍里只有3名
党员， 我刚入党不久， 纵队领导指定
我做这支队伍的党支部书记。” 张月
怀揣着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
和政委宋任穷写给抗大校长林彪的介
绍信， 徒步走了两个月， 才见到了延
安的宝塔山。

一路上， 张月感受到了百姓的深
情厚谊。“老乡帮我们做饭，当时没有
油， 老乡就把杏核砸开， 把杏仁取出
来，在锅底上蹭来蹭去。 这样，就算有
油，可以‘炒’菜了。”至今，张月仍清晰
记得老乡们在锅底蹭杏仁的动作。“那
时候， 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真的是鱼水
情。 我们走到哪里， 老百姓都欢迎我
们，帮我们做饭、洗衣，我们教老乡们
织布、编草鞋。 走的时候，老乡们都来
送我们，难舍难分。 ”

饥饿和寒冷， 一直伴随着侯波的
延安路。 侯波今年91岁，已经在北京
医院里躺了几年了。去延安之前，侯波
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 那年她才13
岁。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游击队研
究决定，把侯波送往延安。侯波一行人
风雪兼程，讨过饭，被狗咬过。 临近西
安， 他们在国统区受到很多刁难和严
格盘查，有时候还会被扣留东西。

那是冬天，他们衣服单薄，风一吹
就透。走着走着，下雪了，风也大起来。
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停下来。眼看着
路边有人停下来想暖和一会儿， 结果
一蹲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有的人
就这么死了。

孟于的经历， 可以说是“死去活
来”。 路上，孟于被“革命虫”（虱子）咬
得患了伤寒，烧到40度到42度。 她几
次晕厥，当她醒来，看到炕桌上放着一
盏油灯和一碗开水，听到对面山上“呜
呜”的狼嚎，她想，绝不能死在这里，一
定要到延安去。孟于觉得，是这种坚定
的信念支撑她活了下来。

康复后， 孟于又上路了， 经过荒
山，躲过两拨狼，终于到了陕甘宁边区
的村站，到时已太阳偏西。他们找到村
长，“村长老大爷特别高兴，‘你们都是
革命娃啊， 边区欢迎你们来参加革
命’。 第二天临走时，大妈拉着我的手

对村长说，‘咱们的毛驴不是要到延安
去驼盐吗？ 把这娃带上，她病刚好，这
40里地她走不动’。 我是从大后方来
的人， 没想到边区农民有这么真挚的
感情，这是我对边区农民的第一印象。
后来，我就骑着毛驴上了延安”。

初见延安烙深情
“我终于见到延安的宝塔山了！ ”

说着，90余岁的侯波哽咽起来。 这些
女孩子们，有的穿着旗袍、高跟鞋，有
的穿布衣、布鞋，她们硬是一步一步从
祖国各地走到了延安。

“啊， 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
城……” 一见到宝塔山， 孟于情不自
禁地唱了起来。 “我们都是投奔延安
去的， 为什么要去？ 就是要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 不当亡国奴， 要为抗战出
一份力量， 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世界观
和人生观。” 70多年过去了， 孟于依
旧不忘那份初心。

一到延安， 于蓝和同伴们放下背
包就跑去领略她们心中的革命圣地。
于蓝恰巧走进一个礼堂， 里面正在上
演话剧《团圆》。话剧告诉人们，只有打
败日本鬼子，才会有真正的团圆。于蓝
从东北流亡到北平，到天津读书，最后
到了延安，一路看惯了国破家碎，此情
此景， 更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

“团圆”。
孟于在延安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

500人演唱《黄河大合唱》。“那时候，
我们天天练《黄河大合唱》。 1940年2
月16日，蒋管区西北摄影队到榆林拍
摄电影《塞上风云》路经延安，中央决
定组织一场晚会迎接他们。 ”

“演出时， 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
挥，我们唱得那么深情、洪亮，唱得我
都‘傻’了，站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
在这首歌里，我和国家的危亡、民族的
苦难结合在了一起。 我第一次感受到
音乐力量的伟大。 ”孟于说。

孟于后来参加过100多场《黄河
大合唱》演出，“我们在延安唱，在解放
区唱，新中国成立时唱，到苏联、民主
德国、奥地利唱，香港回归时还在唱，
在北京太庙唱，在壶口黄河边唱……”
孟于神往着。

在延安，侯波获得了新生。侯波的
儿子徐建林说：“她填的档案履历都是
从延安开始的。 ”延安，赐予了她一个
后来在妇女界响亮的名字。 新中国成
立后， 侯波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摄影科工作， 用镜头记录共和国伟人
们的工作和生活， 被誉为“红墙摄影
师”。“妈妈原名阎千金， 参加游击队
后，队长为她改名阎锋。 到延安后，她
被分配到延安保安处。 当时的处长周
兴说：‘小同志啊， 你到我们这里工作
就要改名字了，你就叫侯波了。’”徐建
林说。“保安处要求来工作的人会骑

马、打枪、发电报等。 她文化程度比较
低，要求继续学习。组织上就让她去延
安女大学习了。 ”

一代巾帼“初养成”
延安女大的成立， 是她们人生中

的一件大事。
至今， 延安女大校友康岱沙还清

晰记得开学的情景。“女子大学在延安
成立那天， 氛围是非常严肃的， 毛泽
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叶剑英、邓
小平、 董必武等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
导同志都来了。 ”

延安女大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倡
导，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大
学。 1939年7月20日，延安女大举行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 毛泽东说：“全国妇
女起来之日， 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
时。”周恩来历数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
功绩，比如宋庆龄、何香凝等热心救亡
工作，李德全等对抢救男童、保育工作
的贡献，胡兰畦、丁玲等组织战地服务
队， 浙江的妇女营直接参战袭击敌人
等，赞扬她们是“在抗战洪炉中锻炼出
来的新女性”。

延安女大也把它的学子锻炼成了
新的女性。

“那时候， 我们没有固定的教室，
更没有课桌椅，也没有笔记本，就坐在
露天地里上课， 下雨天就到窑洞里去
上课。 ”张月说。

“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人，
艾思奇、陈伯达讲哲学，王明讲统一战
线，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讲革命形
势。 下课后，我们就到图书馆去查书。
女大的图书馆有三四个窑洞， 有大家
捐赠给女大的书， 也有女大到西安和
其他地方购买的书。 ”孟于说。

她们第一年发了两身衣服， 一身
单衣， 一身棉衣； 第二年发了一尺
布， 打补丁； 第三年发了二尺布， 打
补丁。 张月仅有的一床被子， 在路上
成了储存大白菜的“包袱”， 到延安
时已经不能用了。 “我就和当时的妇
女主任在一个床上睡， 和她同盖一床
被子。” 张月说。

延安的文体生活很丰富。“我父亲
徐宵冰说，在延安，把地稍微平一平就
可以赛跑，弄根木头砍一砍，做成篮球
架就可以比赛篮球， 延河边有个被漩
涡冲得深一点的地方， 就可以组织跳
水比赛了。 ”徐建林说。

贫穷、 艰苦， 阻止不了爱情， 遮
挡不了青春。 女大学生的花季， 自然
而然地在窑洞里、 山坡上、 黄土间绽
放。 当时， 延安男女比例是18： 1，

“很多人会收到情书， 我们把这叫'传
单'。” 侯波说。

苏菲与马海德的故事成为最引人
瞩目的一段情缘。 “马海德是唯一一
位参加红军的西方人， 是第一个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 他也参加了土
地革命、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参加
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苏菲说，
马海德出生在美国， 原名海德姆， 获
得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上
海， 1936年在宋庆龄帮助下随美国
记者斯诺来到延安。

为什么马海德会留下来？ 人们都
说，是因为苏菲太漂亮了。苏菲说：“一
位外国朋友到延安参观， 在我们窑洞
里吃了一顿饭。 他说：‘有这样美丽的
妻子，在月亮上都能够生活。 ’马海德
气得要命，他说：‘这太冤枉我了，我留
下来是因为这里太需要我了， 我们的
根据地，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战士太
需要我了。 ’”1950年，马海德正式加
入中国国籍， 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
防治和研究。

根据延安女大北京校友会提供的
资料，延安女大首任校长是王明，后由
李富春接任。 延安女大直属党中央领
导，由中央妇委代表党中央直接领导，
妇委书记是蔡畅，副书记是邓颖超。全
校学员千余人， 按文化程度和学院类
型分13个班。 其中，普通班主要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 占全校学员
的80%； 特别班主要针对参加过两万

五千里长征的女战士； 陕干班的学员
为陕北土地革命中的基层女干部；高
级研究班共办过两期， 着重培养革命
理论人才。

延安女大的政治课主要有政治经
济学、社会发展史、近代史、抗日游击
战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民主主
义、中国共产党问题和妇女运动等。特
别班有识字课、政治课、妇女工作等。

延安女大设有学生会， 负责全校
文体活动、 宣传出刊、 对外联络、 经
济保管等。 学生会主席先后由王珏、
丁雪松等人担任。

普通班、 高级研究班实行大指导
员制，聘请校外政策水平高、革命斗争
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兼任各班大指导
员，全面指导学员的学习，加强学员革
命人生观的树立和党性锻炼。 这些大
指导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
张鼎丞，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原
政委、中将向仲华，农业部原部长廖鲁
言，冶金工业部原部长王鹤寿等。

毛泽东说：“女大的成立， 在政治
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它不仅是培
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 而且
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
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
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
加抗战。 ”

“去延安之前，我还是个非常幼稚
的地下共产党员。到了延安以后，我不
太懂什么叫作出身、成分，填表时还闹
了一些笑话。 ”康岱沙说，她在重庆秘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是民族资本
家康心之。卢沟桥事变后，她在组织批
准后奔赴延安，先后在抗大、中央党校
和延安女大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成长
为中国第一代女外交家。

“我们每一个女大同学都是一部
抗战史， 都是一部革命史。” 吕璜自
豪地说。 延安女大成立之际， 正处于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 胡宗南部队
包围了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号召，
在后方生产也是抗战。 女大的同学有
去前线的， 还有打毛线、 做衣服的，
列宁装就是女大设计出来的。 我一天
可以打12双草鞋， 搓毛线织成厚毛
衣， 战士们可以穿着过冬。 我们都参
加生产， 还上山开荒。 刘少奇同志
说， 女同志不要去开荒了， 你们去背
粮食、 背草吧”。 吕璜几乎记得当时
的每个细节。

于蓝则从跑龙套、配音、演配角开
始，走上电影表演之路。 当时，延安剧
院舞台上只有一道追光， 但这丝毫没
有影响于蓝对表演艺术的追求。

毛泽东曾写《临江仙·给丁玲同
志》， 称赞来到延安的女作家丁玲是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女大的学员
们，又何尝不是呢？

“90后”寄语“90后”
延安女大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

女大校友被称为“一代女革命家的先
导”。 半个多世纪中， 女大同学有的早已
血洒疆场或牺牲于敌后； 还有1/3以上的
人积劳成疾， 先后辞世， 幸存者也已寿
开九秩， 或年逾九旬。 她们已经离休了，
但仍旧关心国家大事， 或奋笔耕耘， 或
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于蓝60岁那年， 又开始了另一番事
业，她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成为首
任厂长，为中国儿童电影事业做出了卓绝
贡献。 2009年，于蓝获第二十七届中国电
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我离休以后， 组织了一个老艺术家
合唱团，到全国30个城市义务演出了480
多场，观众60余万人。 为人民做了一点工
作，我们这些离退休老同志也在艺术上创
造了第二个春天。 ”孟于开心地说。

“母亲对群众和党的感情， 是渗透到
骨髓里的。 一看到电视上播报哪里发生
地震、 水灾了， 就让我捐钱、 捐物， 还
让我把她在医院盖的被子也捐了。” 徐建
林说。 住院之前， 侯波在各地组织摄影
展， 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绩， 还把影展
办到台湾去了。

听到延安女大校友们的故事后，湖南
省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董事长谢庆
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 延安女大的校友们是在救亡
烽火中成长起来的， 可以说是‘救亡的
一代’。 今天的90后、 00后， 肩负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重
任， 可以说是‘振兴的一代’。 何不请女
大校友们写一份倡议书？ ‘救亡一代’
寄语‘振兴一代’， 嘱托青少年将来为实
现中国梦做出贡献。”

这一想法，得到张月、丁雪松之女郑
小提等人的积极响应和热情支持。“你们
的这个提议，非常有意义。延安精神、革命
精神，要在青少年中传承下去。 ”张月说。

在张月、郑小提的积极发动下，经过
多次斟酌、反复打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
校友给全国青少年的倡议书》就这样产生
了。 于蓝以及延安女大北京校友会副会
长、 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102岁的王定
国等人欣然在倡议书上签字。

“我们都已经90多岁了， 忘不了那
段岁月， 也时刻关心延安精神的传承和
祖国的未来。” 张月几次这样说， “我要
死气白赖地活着， 把这件事做下去。” 她
哈哈大笑起来。

（本版照片由侯波、 于蓝、 张月、
孟于等人提供）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校友
给全国青少年的倡议书（节选）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 我们特向全国青少年发出以下倡议：
勿忘历史， 保卫和平。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背叛历史， 历史惨剧就很可能重演。 铭记历史， 是为
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我们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
们， 尤其是青少年， 深入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 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珍惜和
保卫来之不易的和平。

拥抱家国情怀，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5000年来，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倒， 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
的生命力， 这种生命力根植于每一个炎黄子孙内心的
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 抗战期间， 有志之士发出了
“中国不亡， 有我” 的豪言。 纪念抗战、 缅怀先烈，
就是要更好地继承、 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家国情怀、
爱国精神， 自觉把“小我” 融入“大我” 之中， 把个
人的命运与民族、 国家的命运交融在一起。

放飞青春梦想， 助力实现中国梦。 国家富强、 民
族复兴、 人民幸福， 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是在救亡烽火中成长起来的，
可以说是“救亡的一代”。 我们当年的拼搏， 是为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今天的青少年， 则肩负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国梦的重任， 可以说
是“振兴的一代”。 你们要用自己的奋斗， 让中华民
族更有尊严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民族的屈辱已成为过去， 但历史的硝烟从未
消失。 让我们向死去的英烈默哀、 向健在的英雄致
敬、 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俯首！ 愿广大青少年接过
旗帜， 去创造更美好、 更幸福的明天！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
2015年6月16日

①毛主席与侯波夫妇在一起。 拍照时， 侯波夫妇坚持
要主席站中间。 毛主席说， 女同志能顶半边天， 一定要侯
波站在中间。

②周恩来总理 （前右） 慰问于蓝 （前左） 等人。
③张月 （右） 与邓颖超 （中） 等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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