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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烟，岁月如歌。 1982 年 4 月 14 日，由陕西

纺织工业总公司所属的西北一棉、二棉、陕棉二厂等

10 余家棉纺织企业组成的 178 名劳务大军，首批前往

伊拉克摩苏尔纺织厂劳务输出两年，不仅为企业创造

了外汇，也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他们是较早的一批打

工 者 ，他 们 用 吃 苦 耐 劳 、坚 韧 不 拔 的“ 中 国 工 人 ”本

色，绘出了一幅可歌可泣的人生画卷，也成为他们一

生美好的回忆。

◆特别关注

大地原点，故都咸阳。这座解放之
初，工业几乎为零的城市一步步发展成为
闻名遐尔的纺织城，着实“风光无限”，在
陕西的纺织工业中占据“半壁江山”，也涌
现出了赵梦桃、吴桂贤等一大批全国先进
模范人物。

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迄今，随着
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的深刻变革，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纺织工业进入了二十
多年来的发展低谷期。由于企业设备陈
旧，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改投入不足，加之
劳动力密集型，从而使纺织企业生存发展
举步维艰，最终导致众多职工，下岗的下
岗、内退的内退、买断的买断，昔日的辉煌
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沉淀于老一辈纺织工人
的记忆中。

飞赴摩苏尔

我与当年几位劳务人员落座在农家乐小
院，四周盆景鲜花绽放，头顶的葡萄架可着
劲伸展枝叶几乎遮天蔽日，青翠盈盈，硕果
累累，一壶清茶奉上，边喝边聊，舒心惬意。
翟经兰（时年 43岁，是当年的率队领导）拿出
一个小本、几页稿纸摆在案头，显然有备而
来，她如数家珍，侃侃而谈。

“1982 年 4 月 14 日一早，在北京国际机
场，我们搭乘一架 787型客机，载着来自陕棉
二厂、西北一棉、二棉、七棉等全省 10余个纺
织企业组成的 178名劳务大军，经阿联酋、阿
曼稍作停留，又换乘 747 大型客机，耗时 36
小时，于伊拉克时间深夜 12 点（两国时差 5
小时）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又乘大巴连
夜奔袭 400 公里，最终到达目的地——摩苏
尔纺织厂。”

翟经兰向我娓娓道来：“大致情况是这
样，劳务输出共分三批，每批由纺织工业部
与外方签订两年劳务合同，原计划首批去
200 人，实际去了 178 人，女工 166 人，男工
12 人，其中一个组长主管业务，我是书记，
主抓思想工作和后勤保障，从合同看，国外
没有书记一说，我是占厨师的指标，1 名英
语翻译，1 名阿拉伯语翻译，工艺员、会计
各 1 名，6 名厨师，其余均为值车工和修机
工，年龄大到五十来岁，小到二十多岁。初
到国外，啥都新鲜，我们约法三章：不得私
自外出，要结伴同行，速去速归，回来报告；
组织生活日每周一次；天天要开会，传达新
情况、新精神，明确注意事项和纪律要求。
我们居住在摩苏尔郊区，一个不大显眼的
院落，经翻译告知，这里原是一家废弃的地
毯厂。工人被安排住在上下二层楼，房间
大多是厂房或辅助性用房，紧凑热闹。每
间房住 16 名工人，全打地铺，每人一个床
垫，你来我往，还算过得去。生活不错，天
天有牛羊肉，主副食也丰富，由于有自己的
厨师，饭菜花样多，吃得也可口。生活方面

语言交流有困难，阿拉伯语一点不懂，全凭
翻译或伊拉克人的手语和表情，时间久了，
常用词语耳熟能详。这么多年过去了，只记
得阿拉伯语：‘欢迎，你好！’”

伊拉克夏季最高气温在 50摄氏度以上，
冬季最低气温 0 摄氏度左右。年平均降雨
量由南至北为 100-500 毫米，北部山区达
700 毫米。伊拉克常年刮西北风，冬季凉
爽、多雨，空气潮湿；夏季炎热干燥，七八月
温度在 45 摄氏度左右。夏季房间都装有空
调，工友们大都待在房间，由于房子年久失

修，雨季来临时，室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
十余个脸盆接雨水，床被四处挪动，无法入
睡，面对此情此景，不少女工潸然泪下。刚
去的第一年冬季，摩苏尔竟然下了一场 20 年
来的罕见之雪，伊拉克工人见到我们频频
招手，有的还伸出大拇指，我们稀里糊涂、
两眼迷离，通过翻译才知道，原来是夸我们
为他们带去了幸运。

颇受外方好评

摩苏尔纺织厂是该城市唯一一家大型纺
织企业。据说，也是该国规模最大的纺织
厂，主要生产色织布和平纹白布，设备为两
米三的宽幅无梭织机，比起国内的设备，还
算先进。“我们去的值车工都是各纺织厂里
政治素质高、纪律性强的操作能手或技术
标兵，很短时间就适应了环境和机台，工作
得心应手。由于住宿离工厂尚有一段距
离，每天上下班由大巴接送，路况不好，全
是石子路，一路颠簸。上班时间和国内一
样，八小时工作制，分早、中、晚三班倒。早

班早 7 点上班，下午 4 点下班；中班下午 4
点接班，晚上 1 点下班；夜班晚上 1 点接班，
早 7点下班，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每周休息
一天。”翟经兰说。

“咱在外劳务的工资报酬咋样？与外方
工资比较……”我话音未落，翟书记就说：

“我们首批赴伊拉克的人员拿双份工资。国
内工资由家人代领，国外工资，我们是按国
内同等工资计算的，像我当年拿 70.6 元，换
算成伊拉克第纳尔钱币（1 第纳尔兑换 6 元
人民币），也就不到 12 个第纳尔，像她们三
位当年月工资 40 元左右，也就六七个第纳
尔。咱们工人天天做工，月底‘馍不吃，在笼
里’。依照规定，工资都记入个人名下，回国
统一结算。”

吕捷英（时年 35 岁）、王美菊（时年 27
岁）补充道：“每到月初，伊拉克管理人员逐
一在车间向他们的工人发工资，一般值车工
月工资在 150 个第纳尔，比我们高出 20 多
倍，实乃同工不同酬。说来也怪，他们是一
夫多妻制，一般成年男子拥有 4个妻子，男人
挣钱，养活一家，衣食无忧，和睦相处，真是
异域风情，国情不同。”

我问：“每天有无生产定额？”吕捷英插
话道：“没有指标定额，只是不能随意停机，
要连轴转、干满点。后来，我也看过色布、白
布织机，主要生产胚布，气候干燥，时常断
纬，好在国内咱干的就是这一行，不过，在车
间总能发现一些和国内不一样的现象。”

“啥现象？”我急不可耐地追问。
吕捷英笑言：“一是国内纺织厂号称‘女

儿国’。女工多，男工少，而伊拉克摩苏尔纺
织厂正相反，男工多，女工少，且男工值车，
个别女工则是摆纬和保洁；二是宗教信仰，
伊拉克国民中 95%以上信奉伊斯兰教，其中
什叶派穆斯林占 54.5%、逊尼派穆斯林占
40.5%。他们的工人依据教规，每天要做三
次祷告，只要时间到点，人人从墙面取下席
垫，从机台小弄档跑到车间大过道，席垫一
铺，跪地祈祷，闭目念念有词，旁若无人；三
是交接班，在国内咱们交接班很严格，在国
外只要车间红灯一亮，铃声一响，两班工人
互不照面，拎包即走。咱们要求交接班双方
必须见面并提醒应该注意的事项，发现布面
有残疵点，咱都会习惯性爬到机台前用小剪
刀或小梳子一点点修复，确保质量，这方面
颇受外方管理人员好评。”

安全状况忧

首批前往伊拉克的纺织工人正赶上两伊
战争（也称海湾战争），我不由得发问：“安全
状况如何？”

大家又是一番热议，付玉芹（时年 29岁）
说：“当年去的时候，家人就不大情愿，因
1980 年两伊战争开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要说不怕是假的，转念一想，这机会
可遇不可求啊！”

王美菊说：“到了以后，深知战争的残酷
和后怕。听陕棉十厂一位女工讲，有天她正
在院内洗冷水浴，忽从天而降一个东西，擦
肩坠地，捡起定睛一看，是一颗发烫的子弹
头，吓得她大呼小叫，事后判断，应该是一颗
流弹从天而落。那会儿，厂大门外总有人摆
放黑白遗像，一来报丧，二来哀悼，大多是隶
属工厂参加两伊战争的工人。询问后才知，
因伊拉克历经磨难，女多男少，按他们国家
的规定，成年男子都要上战场，工厂也不例
外，凡纺织厂工人都要历经三个月轮换上战
场。之后，在车间总能见到有的人拄着拐，
有的人腿上或者胳膊上缠着绷带，甚至还有
些人是一去不复返。”

吕捷英说：“一次，在院中听到一阵枪
声，以为战火蔓延到了摩苏尔，大家闻声色
变，惊恐不已，好大工夫，一位知情的翻译
才告诉大家，是伊拉克军队朝天鸣枪，以
示庆祝胜利！真是虚惊一场。一度，伊拉
克形势吃紧，我们就‘坐井观天’，在我们
驻地不远处，有一个军用机场，抬头观天，
若少有几架飞机，就意味战事平稳。有一
阵子，时不时总能看到飞机从空中飞过，
起落次数加大，从中国大使馆也传来消
息，让我们时刻准备撤离。后来，战事进
入胶着状态，撤离的事也就烟消云散，不
了了之……”

其实，当年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总体还
行，两伊战争的主战场多在与伊朗接壤的南
部边境城市巴士拉，中途间隔首都巴格达，
远离北部摩苏尔 600 公里，因伊国盛产石
油，人均年收入在 6000 美元左右，家家拥有
小花园、小汽车，全民可以免费享受医疗、教
育、养老及住房。用中国话形容，“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几乎没有小偷，一旦有小偷
被抓，轻则脸上刻字，重则被人绞死。在海
湾战争前夕，1 第纳尔可以兑换约 3.5 美元，
第纳尔的购买力相当强势，现在 2000 第纳
尔兑换 1美元，今非昔比，一落千丈。

想家的时候

俗语说得好：“身
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

翟书记更有一番
感慨：“每到中国节假
日或夜深人静的时候，
咱不少工人就会思念
父母，眷恋亲人，特别
是一些女工冲着家的
方向，仰天长叹，呆若
木鸡，有的还会失声痛
哭。每当看到这一幕，
我都会走上前与她们
拥抱，不经意间，自己
也会迷离，不由自主，

哭作一团。那时，我们每月都会安排跳舞、
唱卡拉 OK 或看电影等活动，丰富大家的业
余文化生活，以免寂寞难耐、思念亲人。我
清楚记得，电影放映的是《红牡丹》和《高山
下的花环》，大家不知看了多少遍，特别是
《高山下的花环》当看到主人公梁大娘在给
为国捐躯的儿子梁三喜上坟时，恰逢雷军长
也给他的独生子凯华上坟那个片段，影幕上
下哭声一片。”

家是心灵的港湾，人生的驿站，情感的归
宿，灵魂的延续。在伊拉克的日子里，有的
女工“见照如见人”，把自己年幼孩子的照片
压在枕边，每天睡前，总要拿出来看看，才能
安然入睡；有的则半夜梦中惊醒，说孩子撕
心裂肺地哭喊要妈妈。有一位修机工，自制
了一个旋转的小台历，摆放在床头前，度过
一天就拨动一天，嘴里还会喃喃自语：“离回
家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过中国年的时候，也是最想家的时候。
第一年过春节，陕西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党委
书记边丰，专程到伊拉克来看望慰问这些工
人，外方还破例送来一头猪，让他们宰杀分
享。大家聚拢在一起包饺子，起初有说有

笑，等饺子包好了，下到锅里，总能见到一些
人独自躲在角落抹着泪……

远亲不如近邻。那时候，我国和伊拉克
没有通航，通讯业不发达，一封家书要走好
多天，通话要到邮局且话费昂贵。1983 年
初，从国内传来王美菊弟弟病故的噩耗，也
许是家人嫌路途遥远，没有要求让王美菊回
国。这难倒了众人，向本人说吧，即便回国，
丧事早已料理完毕；不说吧，又怕本人怪罪，
几个相好的同伴一合计，还是瞒了下来，用
吕捷英的话说，“大家都知晓，就王美菊一人
不知情，不是我们无情无义，是‘相思想见知
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我当年最爱哼唱《想家的时候》：‘夜深
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
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
好/家乡柳就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
水/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想家的时候啊更
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
越唱越觉得这首歌，就是当年我们身在异国

他乡的真实写照……”喜爱音乐的付玉芹说。

畅游巴格达

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两河流域（美索
不达米亚）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回国前夕，摩苏尔纺织厂为了表达对中
国纺织工人的感谢，特批一周假期，免费安
排这些中国劳务人员到巴格达著名景点旅
游观光。那一天是他们以游客身份，过得最
开心、最难忘的日子。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Baghdad）位于伊拉
克中部，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面积 860平方
公里，人口 500余万，是伊拉克政治、经济、宗
教和文化中心。巴格达一词来源于古波斯
语，意为“神赐的地方”。

巴格达文化底蕴深厚，是一座名副其实
的文化古都。公元 762 年，巴格达被阿拔斯
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选定为首都，并命
名为“和平之城”。有世界最古老大学之一
的穆斯坦西利亚大学，有其规模仅次于开罗
大学、拥有 15个学院的巴格达大学。这里还
有巴格达军事、自然和兵器等几十个博物
馆，堪称中东各大城市之最。

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伊拉克国家博物
馆、空中花园遗址、一千零一夜等众多名胜古
迹，每到一处景点，虽然不甚了解，但都留下了
弥足珍贵的照片，成为他们一生美好的回忆。

随手翻阅相片，留意到她们 5 位都有一
张在摩苏尔努里清真寺大门外的独照。该
寺建于公元 1172 年，是摩苏尔地标性建筑。
据她们回忆，当年摩苏尔纺织厂离努里清真
寺不远，有时漫不经心闲逛，她们走到这里
皆会停留驻足，好奇地向大门里眺望，祷告
的人们络绎不绝，祈愿赐福。岂料，这几年
摩苏尔成了世人关注的恐怖之城，他们天天
收看电视新闻，时时关注着摩苏尔战役。
2017 年 7 月 9 日，摩苏尔全城解放，遗憾的
是，努里清真寺及寺内的宣礼塔已被战火摧

毁，残垣断壁、瓦砾堆积，令人唏嘘。她们几
乎异口同声念叨：“不知摩苏尔纺织厂咋
样？”是啊！心有千千结，已成遥远的牵挂。

异国工作的792个日夜

劳动光荣，工人伟大。1984 年 6 月 16
日，是首批赴伊拉克打工的中国纺织工人回
国的日子，在异国他乡的 792个日日夜夜，有
欢乐、有汗水，有眷念、有亲情，有苦闷、有泪
水，有收获、有友谊。在行将离开摩苏尔纺
织厂时，伊国工友一街两行欢送，甚至个别
伊拉克工人眼中噙泪，紧拉着中国工人的手
不放，言语不通，手语分明：“若有机会到中
国，我一定去看你们！”在送行大巴启动的一
瞬间，厂方拿来一包礼品，赠送每人一条由
他们亲手织就的色织床单，象征了中伊友谊
永远长存。

在历时多天的访谈中，听到最多的话就
是“我们没有给咱中国工人抹黑，我们没有
给咱企业丢脸。”是啊，她们是普普通通的
劳动者，没有豪言壮语，却有一颗吃苦耐
劳、真诚善良之心；没有“惊天地、泣鬼神”
的壮举，却有“平凡而不平凡”的业绩，他们
用勤劳的双手，为企业创造了外汇，为国家
赢得了荣誉。

一段出国经历，一生美好追忆。端详2012
年春，他们部分出国劳务人员三十年后再相
聚的合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可谓——

青春不再风度翩，
红颜褪去鹤发染。
你喜我笑大家欢，
尽享幸福乐晚年。

□张翟西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