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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开 香 江 

 

 

【片头】 

 

【解说】 

从太平山顶俯瞰，美丽祥和的香港尽收眼底。位于维多利亚港边

的这座军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它时刻守护着这里的安

宁。2017年，香港回归 20 周年，这里的官兵们接受了习近平主席的

检阅。 

 

【同期声】【资料镜头】习近平主席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现在向大家走过来的这支部队是第六个方队，女兵方队它由驻军

各单位女官兵组成。 

 

【解说】 

其中女兵方队整齐划一，形成了靓丽的风景。 

 

【同期声】【资料镜头】习近平主席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同志们好。主席好。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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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时光荏苒，20 年前第一批踏入军营的女兵踏上了去往军营的归

途，重回青春的“家”。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20 年后我又回来了，我觉得时光太快了，那个时候我才四十多

岁啊，现在 64岁了。到家了。 

 

【解说】 

“鸡蛋花开，新兵到来”。正逢鸡蛋花又开，熟悉的军营迎来了

一位老朋友。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参观老连队，回来老连队来看一下。就这个场景是吧，是。以前

我还出黑板报呢，以前的黑板报是要自己画上去的。这种格局还是以

前一样，一个大标题，然后有配画画还有文字，然后是一些主席的讲

话精神，还是跟以前一样。 

 

【解说】 

周蓉参军的时候只有 15岁，当年是驻港部队中最小的女兵。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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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换了。 

床换了。 

对，我们现在都是铁床、铁柜。我们以前是木床的。有阳台，但

是平时不出去的。 

 

【解说】 

每年国庆，从部队宿舍的窗口，都能眺望到远处维港的绚烂烟火。

这也是当年驻港部队文工队的王静心中最美的时刻。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很多战友二十多年没见了，这一次我们聚会能够见到她们我感觉

好激动。真的是有二十年了。 

 

【解说】 

她是香港回归以后第一批正式进港的人员之一。20 年后昔日战

友再相聚，驻港的那段时光仍是她们不变的话题。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我们这一次为了聚会特别定制了这件 T恤衫，很有纪念意义。因

为上面绣有紫荆花，这是当时我们在军装上都有的臂章，上面也是有

紫荆花、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标志，非常有纪念意义，还有

背后写的我们二十年的，1997年到 2017年，这样二十年的一个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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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走进驻香港部队的营区，“特别讲政治、高度重使命、严格守法

纪、开拓创一流”的标语牌傲然挺立。这是驻港部队在特殊环境中总

结出的“驻港精神”，凝结了官兵忠诚使命、艰苦创业、奋力拼搏、

树好形象的宝贵精神财富。人民军队的钢铁方阵，因为有了女兵，更

增添了“铿锵玫瑰”的芬芳。 

数年的驻港时光，在驻港部队女兵的脑海中最经典的回忆，就是

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刻。 

在万众瞩目的香港回归前 3天，1997年 6 月 27 日，张文成为国

内外媒体中第一次亮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女军官，她的出现引起

了港人和海外传媒的兴趣。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香港回归，这个是 6 月 27 日，他们看到解放军第一个女军官。

这是我在营区内，这是英军的，这是外国记者。我们平时都不出来，

那天因为有事出来，就拍到我了。这是《深圳特区报》，他们都在看

我。 

 

【解说】 

张文原本是北京军区总医院一名上校军医，医术精湛，香港回归

两年前，被抽调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医院，成为先遣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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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唯一的女军官。为了更好地完成中英两国军队的交接，经中英联合

联络小组达成协议，驻港解放军派先遣人员提前入港，为接管香港的

防务工作好实际准备。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很紧张的，我们那个时候，就跟英军住一个楼，A、B 楼，和英

军相处（交接）了三个月的时间。 

 

【解说】 

张文回忆，在回归临近的那一两个星期，她几乎都没有睡过觉。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这里原来是）英军的医务中心。当时我们先遣队员，我来接手

的，和他们交接的。每个柜子、每个抽屉，上面的每把钥匙都留好的

编号，全部编好 1、2、3、4、5、6。 

这个冰箱是当年我接手的。 

真的每天白天晚上都是很紧张的，而且我们去了以后，和家人就

没有联系，因为那个时候也不能打电话，要求非常严。 

 

【解说】 

6 月 30 号当晚，回归盛典进入倒计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8B%B1%E8%81%94%E5%90%88%E8%81%94%E7%BB%9C%E5%B0%8F%E7%B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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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资料】驻香港先头部队到达司令部 

走在最前面的是政委熊自仁，他同今年四月份以后到达香港的先

遣人员一一握手。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我们好激动，晚上我们都在营区里头，欢迎他们来嘛，晚上特激

动，几个月了，等于回家了嘛。 

 

【解说】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辉煌，举世瞩目

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历经百年沧桑的

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同期声】【资料】1997年驻香港部队中环军营交接仪式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

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解说】 

与此同时，香港 17 个军营同时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由此标志

着驻港部队已全部正式接管香港的防务。 

此时此刻，张文就列队在现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6%99%E6%B8%AF%E4%BC%9A%E8%AE%AE%E5%B1%95%E8%A7%88%E4%B8%AD%E5%BF%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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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我都在这里。亲眼目睹国旗升起，当时激动得我眼泪流得都看不

到了，因为把他们英军的旗子降下来了，零点我们准时升上，这是我

们的部队，这是撤旗子的，我都在场，这个时候，见证了当时神圣的

一刻。 

 

【同期声】【资料】深圳 20万市民冒雨欢送子弟兵 

深圳，这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来自祖国五湖四海的人民都来了，

都来为子弟兵送行。 

 

【解说】 

此时，英姿飒爽的女文艺兵王静，正冒着滂沱大雨，与首批进港

的四千多官兵一道，跨过深圳河，踏上香港的土地。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当时我们是两点钟登车，一路沿着进港的方向，旁边都有很多的

市民拿着鲜花，学生、老人、小孩，非常非常多的人，那个时候整个

车窗是打开的，雨也会飘进来，群众会围上来，会把鲜花、气球，他

们手中拿的国旗，会塞到我们的车窗，然后跟我们握手。当时真的是

非常非常地激动，那种心情。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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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里想过无数次的东方之珠香港，终于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

抱，一种身为军人的使命感与自豪感油然而生。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那个时候就是一下子踏入到香港土地上的时候，你会想起小平同

志说的那句话，“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你那个时候所想

到的就是一个伟人，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踏足了香港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这句话，你就会觉得“他如果在多好”，当时就是这种心

情。 

 

【解说】 

亿万中国人通过电视直播，见证了香港回归百年梦圆的历史时

刻。电视机旁，当年只有 15 岁的高中生周蓉，萌发了参军的梦想，

并在这一年的冬季征兵中，参军入伍，成为驻港部队的一名女兵。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1997年的 7月 1日，我那个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12点的时候，

凌晨，我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面，看到解放军进驻香港，那个事情是无

比地激动的，也是因为这个，我到了年底的时候，我就很积极地去报

名，我想当兵，这是我的梦想。当时看到驻港部队的入伍通知书，我

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我 1997 年参军时候的一份通知书。湖南有五个女兵。参加



9 
 

甄选的有一千多人，参加了多少次体检，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解说】 

1998年 10 月，经过考核周蓉终于踏入了驻港部队的营区。尽管

新兵连的训练已经打牢了体能与技术基础，但进港的第一项任务还是

给了她巨大的压力。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一进到港内我们的训练就是一本厚厚的电话号码表，从头到尾、

密密麻麻的，要全部记下来，包括领导的办公室、宿舍，还有各个单

位的值班室，各个连队的电话号码，我们都要记得很熟悉。 

 

【解说】 

作为机务站的话务员，她们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那时，她的

脑子里，能丝毫不差地记着三千多个电话号码。20 年前，驻港部队

采用的是老式的接线电话，要迅速帮领导接到要通线的电话，有时甚

至需要同时处理几路通话。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我记得当时，因为那个插头是铜的，那个插口是密密麻麻的，我

练习的时候，手都练习到出血了，因为要不停地练、不停地练，才能

提高这个速度，因为你脑子也要反应，手也要动，嘴巴也要说，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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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 

 

【解说】 

虽然天天与电话打交道，但周蓉能与家里通电话的机会却屈指可

数。部队规定，战士只有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家人通话。她加入驻港部

队后第一次与父母的通话至今记忆犹新。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一开始很难接到一个电话，基本上不讲话，都在哭。春节的时候，

我们规定了，一人只能打十分钟，我那十分钟基本没讲话，我一听到

我妈妈的声音我就哭了，整个电话过程都在哭。然后班长就会催，跟

你妈妈不要哭了，你跟妈妈好好说话。但是那个时候忍不住，因为刚

刚分开嘛，那是第一次打电话。 

 

【解说】 

那时，写信成了她们联系家人的主要方式。一封封家书，周蓉都

珍藏着，里面饱含着成长中的亲情、惦念与牵挂。 

 

【画外音】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五月份收到了你两封信和一张生日卡，我和你爸爸看了心里很高

兴。你在军事考核拿到了第一名，我们作为爸妈为你感到无比的高兴。

我们蓉儿小小年纪闯天下，你在部队一年半的时间成长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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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在港五年时间，周蓉用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身国防。多次

获得荣誉奖牌。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这个是女子 100 米自由泳的亚军，这个是女子田径 3000 米的季

军，这个是一个短跑的 100米的第一名。 

 

【解说】 

在年纪最小的驻港女兵因为想家哭鼻子的时候，年过四十的张

文，担负着部队医疗保障任务，家中有一个年仅 16 岁的孩子。从女

儿上高中到考大学，作为母亲，她都没能陪在身边。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从北京调来就在驻香港部队某基地训练，完了后就进港了，孩子

都自己待着。当时我的女儿也是这样的，他们那时候部队管的，都是

吃食堂，都是好久没有见妈妈，反正那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是在奉献，

都是家家买的方便面给孩子，那没有办法。 

 

【解说】 

张文，从 1969 年当卫生兵开始走上了从医之路。在广州军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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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后调到北京军区总医院，一路晋升为副主任医师。不惑之年，

张文毅然服从组织分配来到香港。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女儿）考的大学自己去，她到学校报到，她自己就从深圳买的

飞机票，自己到机场，到学校。人家都说这个小女孩，当时她十六 七

岁吧，高中毕业考的大学，没有人管她的。 

 

【解说】 

从 1995 年到 1998年，仅仅隔着一条深圳河，母女两人却有 3 年

没有相见。直到女儿考上大学，才有了一次久违的见面。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我见她我都快认不出来，因为她是女孩长得快嘛，我都认不出她

了，但她能记得我，因为我没怎么变。我说这是我女儿吗？一下长高

了那么多，真的我眼泪都出来了。我女儿认识我，妈妈，但是好像大

家都有距离了。 

 

【解说】 

为了照顾科室里的其他年轻医生护士，张文牺牲了与女儿相聚的

机会，但她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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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我们都是服从国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作为我先遣的时候，

我脑子里就想着，不能在我的身上给国家、给军队丢一点人，一定要

做出（表率），因为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是代表我们解放军的形象。 

 

【解说】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

港与祖国内地共繁荣、同发展，共筑中国梦。  

 

【同期声】【资料】1997年驻香港部队文工队红磡演出  

放飞着香江五彩的光芒，写下这军旅铁打的刚强。看一看这繁荣

的背后，不变的是一腔衷肠。 

【同期声】王静和战友聚会镜头 

1997年 10月 1号，第一次驻香港部队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全体

的香港人面前亮相，当时我们有三个人一起唱了一首《当兵到香江》。 

【同期声】【合唱】 

当兵来到美丽的香江，夜晚和霓虹一块站岗…… 

 

【解说】 

香江畔，有一群快乐的使者，她们是驻港部队文工队的文艺女兵。

刚进港的时候，因当时的一张合影，被誉为“四朵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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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当时我们“四朵小花”进驻香港的时候，我们并不都是歌唱演员，

也并不都是舞蹈演员，也并不都是话剧演员，但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万金油，一专多能，所以也许你是跳舞的，但是你要学唱歌，也

许你是演话剧的，但是你要压腿，要练功，你要跳舞，所以我们基本

上就是，对于个人来说是综合素质的提高。 

 

【解说】 

驻港部队文工队肩负着活跃军营生活、联系香港市民的使命，在

香港的舞台，她们经常与明星、演员同台献艺。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这个是在香港演出的时候，跟一些明星的照片。这个是跟郑秀文、

张学友，每一次好像都能演出碰到他，这个是王菲，王菲好像她很少

和别人照相，她很酷，然后呢，那天很幸运跟她拍了一张照。 这个

是永久的纪念了，这个是肥肥，现在都已经逝去了，但是真的还是很

有纪念意义，都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名人。刘德华和张学友，都是在一

个化妆间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在一个化妆间，所以可以近距离地交流。 

 

【解说】 

16 岁走进驻港部队的王静是个爱美的女孩，编个麻花辫、做做

女红成了她工作之余的爱好。在香港四年半的军营生活，与其他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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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乡情切相比，王静几乎没有因想家而流过眼泪。 

 

【同期声】王静母亲 

我在家里也是很想她的。那个时候北方的天特别冷，尤其冬天的

时候，又不能经常出去走一走、散散心什么的。想她的时候，我会从

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从窗户，窗户是朝南的，望着南边的方向。

有的时候我就看着窗框的冰花，又想着南方，我有时候眼泪就出来了。

当这个时候，我会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停地走来走去，缓解

想念女儿的那种心情。 

 

【解说】 

透过窗上的冰花，母亲眺望南方；部队宿舍的窗外，女儿看到的

是维多利亚港湾美丽的天空。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我们在军营的时候，最让我们欣喜若狂的那种状态，就是维多利

亚港放烟花。这个放烟花是一种什么信号呢？就是那个楼会震，只要

我们在楼里面，任何一个角度，只要烟花一放，我们那个楼就会震，

只要有那个震感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致朝着维多利亚海港方向的那个

窗边跑，就是你最近在什么位置，就会往那个窗边跑，跑过去了以后，

只要拉开窗帘，就会看到那个烟花四起、绽放的那种状态。那个心情

是非常非常地兴奋、开心、美，觉得特别亮丽，心情就是那种绽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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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随着烟花到天上去的那种。 

 

【解说】 

在王静保存的纪念品中，有一个用部队旧窗帘做底板的手工艺

品，简单的相框，承载了一段战友情。 

 

【同期声】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那天我们战友聚会的时候，我就一下子想起了战士洪霞，她给我

做的小礼物。因为我一拿这个礼物的时候就会想起她。这个小礼物只

是三个很漂亮的小娃娃，用折纸折的，这个框是用针线缝上去的，非

常非常珍贵。当年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手工的方式，在生日的时候、节

日的时候，来相互传递这种战友之间的情谊。 

 

【解说】 

在张文家中，我们也看到了她珍藏 20年的“老物件”。在回归前

与英军共同工作的日子里，两军女兵结下了友好的情谊。就在香港回

归的前一天，她们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同期声】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那个是 6月 30号，我下来的时候，她们就说，她们要回英国了，

就想跟我拍张照。我就请示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有非常严格的纪律，

说可以，我就跟她们照，她们好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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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是英军当时盖的这个（毯子），质量好得很，现在二十年

了，我还在珍藏它，看到它就想起回归，二十年前。我还给她送了我

们中国的礼物，我在北京买的景泰蓝的镯子，我还送给她了，互相送

礼物。 

 

【解说】 

20 年转眼即逝，曾经的礼物、照片饱含的是悠悠情深。周蓉手

机里的这张照片是她退伍前在军营照的最后一张照片。 

 

【同期声】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这栋高楼是后面建的，这是红旗的位置，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拍

的。 

 

【解说】 

现实的景致与当年有了不小的变化，但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依旧

迎风招展、熠熠生辉。 

现在的周蓉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虽然离开了部队，但军人的作

风却在她身上没有褪却。 

王静转业以后在深圳交警局工作，热爱文艺的她仍然活跃在各种

舞台上。 

花甲之年的张文在国税局退休后开始了环球之旅，用脚步丈量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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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风雨兼程，女兵们为驻港部队威武文明之师的形象，注入

了一抹柔美的亮色。驻港部队，是她们青春岁月的“家”，记忆深处

始终是那无法忘怀的“驻港情怀”。 

青春使命、紫荆花开； 

倾情守望、帆竞香江。 

 

【尾声】【画外音】 

王静 驻香港部队文工队原干事 

你会觉得，好像是一种神圣的使命，你在履行你的职责，这是人民和

国家赋予你的。 

 

周蓉 驻香港部队中环机务站原士官   

我觉得当时年纪小，在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青春年代，我可以献身国

防，可以驻守香港，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我一生的荣耀。 

 

张文 驻香港部队医院内科原主任  

想的就是部队，想的是为国家争光，特殊条件下的一支特殊的部队，

我们也是为特殊的部队默默地奉献的一代人。 

 

【片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