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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
趣话

中秋节源于古代的祭月。《礼
记》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在
上古神话中，月神神话流传颇为广
远。但是，从主角到民俗存在诸多
谜团。这里，专门谈谈月神。

在当下的中国，说到“月亮”神
祇，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都是嫦娥。

嫦娥奔月最早见于商代 《归
藏》：“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
之，遂奔月为月精”。

两汉时期， 嫦娥故事逐渐完
善。《淮南子·外八篇》 里记载了一
则完整的故事：

“昔者，羿狩猎山中，遇姮娥于
月桂树下。遂以月桂为证，成天作
之合。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
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
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
害。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
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
喜，置尧以为天子。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托与姮娥。逢蒙往而
窃之，窃之不成，欲加害姮娥。娥无以为计，吞不死
药以升天。然不忍离羿而去，滞留月宫。广寒寂寥，

怅然有丧，无以继之，遂催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欲
配飞升之药，重回人间焉。

羿闻娥奔月而去，痛不欲生。月母感念其诚，允
娥于月圆之日与羿会于月桂之下。民间有闻其窃窃
私语者众焉。”

然而，在更早的文字记录中，月神则是西王母。

甲骨文中有“若东母西母”记录，并将其与祭祀
相联系———“西母”即月神，故《礼记·祭义》谓“祭日
于东，祭月于西”。

西周金文有“王母”的记载。《管子·轻重己》说：

“以春日至始……出祭王母。”

《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有王母之山”。《古
今图书集成》引《鸿苞轩辕黄帝纪》则说：“神人西王
母者，太阴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豹尾蓬头，

戴胜颢然，白首长啸。”

“太阴”即月亮，“太阴之精”即月神。

不过，上古楚地的月神却是虎。屈原的《天问》

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其中的“顾菟”，源于古楚流传的一则传奇。

《左传》记载：当初，楚若敖在郧国娶妻，生了斗
伯比。若敖死后，斗伯比跟着母亲回到郧国生活。其
间，斗伯比和郧子的女儿私通，生了个男孩。郧夫人
让人把这孩子丢在“梦中”。“梦”是楚地方言，指沼
泽湿地。结果，居然有老虎喂奶给这个孩子吃。如此
场面被郧夫人知道后，便把女儿私生子的情况告诉
郧子。郧子让人收养了这孩子，并将其称为斗穀於
菟。斗是姓氏，名是榖於菟。

榖於菟是楚语。《说文》段注：“谓既生而乳哺之
也”。所以，“穀於菟”就是“虎乳哺的（孩子）”。

“榖於菟”也可以简称为“穀菟”。而“顾”和“榖”

是通假字，也是古无定形注音字，因而“顾菟”就是
“榖菟”。

《天问》中的“顾菟在腹”就是说，月亮里有个
“既生而乳哺之”的虎。即，月亮之所以能由亏而盈、

死而复生，是得益于月亮里的那个“既生而乳哺之”

的虎。可见，这里是将虎视为主宰月亮的神。

月亮里有虎神， 也得到了古楚出土文物的证
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漆衣箱盖上，就绘有日月
神兽图。其中，月亮树上端两旁各有两只神兽。学者
认为，这两只神兽即为“顾菟”。

其实，我们细看月亮可以发现，占据大半月面
由阴影组成的图像确实有点像老虎，右上角 1/4是
虎头，虎眼炯炯有神，弭耳萌萌，蜷着的身躯沿月形
向右伸展。

1936年，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
面，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部奉中共中
央和军委命令，率所属第 5军、9军、30军及
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等直属部队
共 21800余人， 于 10月下旬从甘肃靖远县
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因局势
变化，渡河部队根据指示组成西路军，挺进
河西走廊， 独立开展创建河西革命根据地、

接通远方（苏联）的重任。

在此后 5个多月的时间里，西路军广大
指战员转战甘肃西部的靖泰、古浪、永昌、山
丹、甘州、临泽、高台、肃南、肃北、安西等地，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
神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与盘踞在甘青地
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十余
万凶悍残暴之敌浴血奋战、殊死搏斗。同时，

深入城乡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建立苏维
埃政权，历经大小战斗 80余次，歼敌 25000

余人。

但由于孤军深入、寡不敌众、缺粮少弹
等因素影响，西路军最终兵败祁连、喋血河
西，7000 多名将士壮烈牺牲，12000 多人不
幸被俘 （其中 6000多人惨遭杀害）， 仅 400

多名指战员抵达新疆，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
作战史上悲壮惨烈的一页。

渡过黄河

1936年 10月， 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
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宣告结束，中国革命
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新的形势，如何使党和红军得以生
存与发展，如何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 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中， 能否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并
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是当时历史条
件下政治策略和军事战略演变的一条重要
主线。

为实现这一战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
与陕北红军、 红 25军胜利会师后， 于 1936

年 2月发起东征山西的战役。东征战役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攻取绥远，靠近外蒙，打通
国际路线。但是，由于国民党军的围攻及形
势变化， 为避免红军被分割于黄河两岸，东
征山西的红军决定撤回陕北，靠近外蒙打通
苏联的目标未能实现。

1936年 10月中旬，三大主力红军在会
宁胜利会师，为夺取宁夏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和军委颁布“十月份
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可就在各
路红军积极备战之时，黄河东岸之敌突然
发起全面进攻。在此情势下，红四方面军
三个军相继渡过黄河， 迅速占据景泰地
区，控制了北取宁夏的一条山、五佛寺等枢
纽地带。

11月 2日， 青海马步芳部 1.6万余步骑
竟然驰援景泰， 在一条山与红军展开激战。

由于景泰地区人烟稀疏、粮缺水差，大部队

难以持久作战，故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请示
渡河部队行动方向。11月 3日，军委电示：“所
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 古浪之线， 但一条
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
后方交通行动。”11月 5日， 朱德等人进一
步电示：“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
部， 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
靖、 土门、 平番地区， 必要时占领凉州地
区。”根据上述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制
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并
上报军委，拟以三个纵队向西攻取大靖、古
浪、凉州等地。

11月 8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变化
以及渡河部队面临的情况拟定了《新作战计
划》，明确指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
河西创立根据地， 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
备以一年完成之”。11月 10日， 中共中央和
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等
人：“甲、你们所部组成西路军； 乙、依据你
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
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统一管理军事、政治
与党务；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
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至此， 这支由红四方面军第 5军、9军、

30军及总部直属部队 21800 余人组成的西
路军，开始西进河西走廊的征程。

激战“二马”

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南面是高高的祁
连山，北面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南
缘的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因地处黄河之
西、地域狭长形似走廊而得名。自古以来，河
西走廊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孔道。

在经历汉唐的辉煌、 明清的衰落之后，

近代以来长期处于马步芳、马步青封建反动
军阀的残暴统治下。 他们视地盘如生命，面
对红军的到来，迅速纠集各路部队和地方民
团，进行围攻堵截。

按照战略部署， 西路军于 11月 9日向
河西走廊挺进。 左路纵队 9军于 10日拂晓
前占领了干柴洼。 早晨 8时许， 敌人向红 9

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形成激烈的拉锯战。

11日晚，9军先头部队 25师到达横梁山。15

日，9军全军进抵古浪县城。各部按照防守部
署，立即赶筑工事、准备战斗。

16日，敌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 9

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尽管 9军殊死血战，

击溃敌人多次进攻，终因敌众我寡，防守几
处重要阵地的指战员几乎全部牺牲，师团之
间的联系被切断， 情况十分危急。18日晚，9

军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转移， 在 30军 88

师 268 团东返接应下进至凉州以西的四十
里铺。

9军在古浪苦战 3天，经过干柴洼、横梁
山和古浪县城三次主要的战斗， 共毙伤敌
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也超过了 1/3，共计伤
亡 2400 人。其中，排以上干部伤亡严重，元
气大伤。

右路纵队由第 30军、5军组成。11月 11

日，30军进至大靖附近，不久拿下土门。在土
门稍事休息后继续西进，先围困凉州，后占
领凉州以西的四十里堡。30军 89师、骑兵师
于 18 日攻占永昌，89 师 267 团一部、269

团、骑兵师又乘胜攻占了山丹。随后，5军进
驻山丹接替 30军防务。30军及总指挥直属
队集中于永凉一带休整待命。

随后，9军进驻四十里铺，西路军全部集

结于永昌、山丹、凉州西一带。毛泽东、张闻
天于 11月 20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主力
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

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3日，毛泽东、张
闻天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告知苏联方
面“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建议着重在“凉州、

永昌之间，各个消灭马部，西面仅以五军占
领之”。于是，西路军开始在永昌、山丹一带
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积极宣传抗日救国
主张。

西路军西进永昌、山丹后，马步青联合
马步芳以十多个团的正规部队和大批民团
发起进攻。 从 11月 18日到 12月 28日，西
路军几乎无日不战，在四十里铺、永昌县城、

山丹县城等地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发生多
次激战，历经大小战斗 20 余次，击毙、击伤
敌人 6000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

12月 25日至 28日，西路军各部陆续突
破重围，分别撤出永昌、山丹一线，按照袭取
甘州、占领临泽、攻克高台的战略部署，分兵
两路、向西挺进。

12 月 30 日，5 军预先抵达临泽县城。

1937年 1月 1日， 又一举攻克高台。1 月 6

日，30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进驻临泽倪家营
子。西路军西进临泽、高台之际，河东形势却
在发生变化。军委决定，西路军暂停西进，在
高台、临泽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

1月 12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
的 9军、30军，切断高台、临泽两地西路军的
联系。同时，集中 4个旅、3个团和民团 1部，

猛攻 5军驻地高台县城。面对孤军奋战的危
难局面，5军指战员浴血奋战， 军长董振堂、

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 2000 多人壮烈牺牲。

20日凌晨，高台失守。

临泽县城内， 多为西路军直属机关人
员，武器装备甚少，战斗力量薄弱。西路军总
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带领警卫连及妇女抗日
先锋团、 机关勤杂人员多次击退敌人进攻，

但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得不转移至倪家营。23

日，临泽县城也被马家军夺回。

在西路军浴血高台、临泽之际，军委基
于形势的变化下令部队东返。24日至 27日，

西路军突围东返途中， 在张掖西南的龙首
堡、西洞堡一带取得大捷。此时，敌人判明了
西路军东返的意图，调集重兵围堵。

2月 21日晚，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

向临泽西部的威狄堡转移，但转战 1天后不
得不重返倪家营子，又与强敌血战。28日晚，

西路军从倪家营第三次突围后到达威狄堡
正南方的三道柳沟， 与敌人发生激烈战斗，

西路军减员严重，面临生死关头。

3月 11日，西路军总部决定从三道柳沟
突围，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12日，9军剩余
指战员与妇女独立团一部血战梨园口，有力
地掩护了西路军余部转移。

梨园口血战之后，西路军可以集中的兵
力只剩 3000人左右。 马家军对进入祁连山
的西路军继续围追堵截，双方在牛毛山发生
激战。3月 13日，265团为掩护余部，又在康
隆寺附近的青石山阻击敌人， 战斗异常激
烈，全团几乎壮烈牺牲。至此，西路军已处于
十分危急之中。

3月 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
召开会议，决定“将现有人员编为 3个支队，

就地分散游击；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
陕北向党中央汇报； 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
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
才、黄超、熊国炳等人组成”。至此，西路军
“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宣告结束。

不朽丰碑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千里河西走廊
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悲壮征程，在中国革
命史上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之歌，创
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

第一，西路军的西征沉重打击了国民党
顽固派势力，极大地削弱和动摇了“二马”等
反动军阀在甘青地区的封建家族统治。

第二，西路军的西征吸引和牵制了黄河
两岸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有力策应了
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为争取“西安
事变”和平解决、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第三，西路军的西征也如长征一样，是宣
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宣传了党的主张
和革命的真理，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使长期
深受封建军阀黑暗统治的甘青各族劳苦大
众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第四，西路军为党和军队保存、培养了部
分军事骨干， 部分指战员进入新疆后经过学
习和培训，成为我军各个技术兵种的先驱。

红西路军的西征虽然失败了， 但 21800

余名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铸起了一座不
朽的历史丰碑，留下了永不褪色的西路军精
神。这就是忠诚理想，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的作战精神；服从组织，严守纪律，顾全大
局的牺牲精神；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团结
一致，同仇敌忾的协作精神；艰苦奋斗，百
折不挠，敢于亮剑的拼搏精神；忍辱负重，

用革命言行证明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奉
献精神。

西路军精神与伟大的长征精神一脉相
承，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中
华民族伟大精神在革命战争岁月中的锻炼和
升华，在今天依然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西路军西征是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转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在中
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央党
史研究室编纂出版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

对西路军历史作出全面概括和高度评价：

“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
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
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
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 西路军的广大干
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
业绩， 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
争。 西路军干部、 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
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
的英勇献身精神， 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
纪念的。”

2019年 8月 20日，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回顾了西路军的英雄事迹。他强调，我心里
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
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 不可磨灭的贡献，永
载史册。 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
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
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

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一重要讲
话，对西路军历史和西路军将士给予崇高评
价， 为新时代进一步继承和弘扬西路军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指明了方向。

祁连巍峨，松柏常青。西路军伟大的历
史功绩，必将永载史册、光耀千秋！

（作者单位：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
学院）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新变化新成效（上接第 2 版）守初心、

担使命，关键是要有正视问
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各部门
各单位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 找差
距、查短板，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听取
基层党员群众、工作服务对象的意见
建议， 共收集意见建议近 1.4 万条，

梳理检视问题 1.03 万条， 并召开对
照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和主题教
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把问题讲清楚，

把思想根源讲透彻，把整改措施讲具
体。

主题教育期间，各部门各单位坚
持把“改”字贯穿始终，既围绕大局落
实重点任务，又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操
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以实实在在的整
改成效获得群众点赞。

紧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
“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各部门各单位
紧扣主题教育契机， 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 科创板首批 25 家公司 7

月上市交易， 自贸区新片区 50项特
殊支持政策正式出台，上海贯彻落实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第二届进博
会筹备和城市服务保障紧锣密鼓进
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确保国
家战略加快落地。

随着洋山深水港开发建设，本市
驻小洋山岛单位有 48家， 一线职工
超过 1万名，岛上医疗救助难的矛盾
日益凸显，却因行政管辖问题迟迟得
不到解决。针对市委第十八巡回指导
组发现的这一问题，沪浙两地紧密配
合，相关单位迅速行动，边建设、边审
批，先开诊、再发证。短短两周，岛上
门诊部开业接诊，实现了“岛上有医”

的目标，解决了过去多年一直想解决
但没能解决的难题。

市公安局党委结合 “一网通办”

总体部署要求， 着力打造 “一口受

理、联动审批、快捷收付、一网通办”

的便民服务模式， 迁户口、 办护照、

办驾照等事务在派出所就能办理，让
居民少跑路。在首批派出所“综合窗
口”建设试点基础上，市公安局又将
试点范围扩大至全市。 截至目前，已
接待群众 40 余万人次，累计受理 34

万余件。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群众呼
吁解决的难题。针对市级医院间检验
检查结果互认难、个人体检报告查询
时限短、 就诊排队时间过长、“黑护
工”、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不透明、医
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等问题，相关部门
逐一开展整治，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各驻沪部队结合正在做的工作
持续整改。对主题教育期间能够解决
的问题立行立改，对一时解决不了的
制定阶段目标， 从能改好的问题改
起，始终盯住不放，做到问题不解决
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官兵不
认可不罢休。

不少党员干部表示，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解
决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让老百姓
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聚焦专项整治
增强使命担当

聚焦主题教育要求专项整治的 8

个方面突出问题， 上海细化形成 37

个重点整治项目。 市纪委监委机关、

市委办公厅、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
委等牵头部门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制
定 8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有力有序
推进实施。

如何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党员
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
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6月
27日，中共上海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七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
共上海市委关于进一步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奋力担当新时代新
使命的若干意见》， 就打造一支充满
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干部队
伍作全面部署，以干部的最大活力激
发发展的最大动力。

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上
海着力改进新闻报道、规范经费管理
和使用，开展优化因公出国（境）任务
审批流程试点、规范事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经费支出等。同时，加大对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监督检查力度，

深挖细查隐形变异、改头换面的“四
风”问题，对顶风违纪行为扭住不放、

寸步不让、从严查处。今年 1至 7月，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34起。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海
聚焦精简文件简报、 改进会务会风、

规范督查检查考核、清理规范论坛活
动等。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总数达
406项，总体压缩比例达 77.2%；完全
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以及停止举办
的论坛活动共 49 个， 占现有总数
66.2%。

2015年起，上海开始试点规范领
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
办企业问题。主题教育期间，上海组
织全市厅局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和
市管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再
申报、再查核、再甄别、再规范，完成
对规范对象相关信息的全覆盖核查
及相应重点比对工作，初步形成规范
名单，并完善长效机制。

第一批主题教育虽然告一段落，

但上海将持续抓好专项整治工作，适
时进行评估和“回头看”，巩固和拓展
第一批主题教育成果，落实好与第二
批主题教育的衔接工作，把第二批主
题教育谋划好组织好，确保主题教育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漂亮是一瞬间的，而美是沉淀后的（上接第 2版） 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徐萍
来穿， 因为时装队里就数她最开朗奔
放。然而前来观摩的徐萍父母得知后，怒气
冲冲跑到后台制止，认为这件衣服“有伤风
化”。无奈之下，设计师只好给徐萍加了一根
飘带登场。“我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被观众
看到我眼里的泪水，怕父母认出我来。我平
生第一次尝到了含泪起舞的滋味。” 自述中
如此写道。

尽管这支时装表演队最初的表演，只有
服装行业内部人士可以观摩，但仍然非议不
断。有观众批评这“纯粹是奇装异服加美女
嘛”，“暴露太多，简直有失体统”。这让这支
时装队才刚起步，就遭遇了生存困境。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 1983年 4月， 时装
队去了北京，在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
上登台，轰动全城。模特们在台上演出穿的
衣服，就在旁边的柜台销售，结果市民们争
相抢购。公司经理赶紧打电话到上海，运了
几十车衣服到北京，三天内一售而空。演出
受到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
闻媒体的肯定，称其“华而不艳，美而不俗”。

1984年，根据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支时

装表演队的故事改编的电影《黑蜻蜓》上映
了， 时装队在国内的知名度变得更高了。与
此同时，时装队也开始走出国门，先后在日
本、美国、欧洲的 T型台上，展示中国改革开
放后的着装变化。

把她们的故事续写下去
1996年，《解放日报》第一次推出双休特

刊， 讲述与市民生活相关的故事。 在当年 1

月 1 日的创刊封面上，有一篇报道叫做《第
一代时装模特今安在》， 记者许国萍寻访了
史凤梅、徐萍和另一位男模特侯宝林。当时
的史凤梅，因为结婚生子，早已离开模特队，

成为了服装公司的女老板。 而徐萍，1990年
从日本留学归来，组建了一支民营时装表演
队，常在厦门、广州、深圳、珠海等南方沿海
城市演出。

20多年又过去了，史凤梅后来从事文化
交流演出，多次把旗袍文化带出国门。徐萍
早已离开了模特行业，和丈夫一起做国际贸
易。在 T 台上的那段青春岁月很短暂，但给

徐萍和史凤梅留下了一生的影响。作为
新中国第一支时装表演队的模特，史凤

梅说：“我想我们的出现，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让当时中国老百姓的身上， 多了一点色彩，

让他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这样穿，同时也
促进了老百姓消费观念的改变。这就是我们
这代模特存在的意义。”

虽然早已离开了模特行业，但徐萍依然
十分关注国内外的时尚潮流。如今，有了越
来越多中国超模，在世界舞台上，为国际大
牌走秀，也为中国品牌代言，这让她羡慕不
已：“他们的舞台，比我们当年大多了！”回想
起改革开放初期，徐萍坦言，那时候中国设
计师的视野仍然十分局限，设计理念仍与世
界脱节。在国外演出时，这种差距可以很明
显地感觉到。而如今，越来越多中国设计师
开始走向全球，而国际知名品牌也开始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 中国风的刺绣、丝
绸、印花，惊艳了世界。

我们给徐萍和史凤梅拍了一张合照，年
华老去了，但镜头里的她们依然很美。徐萍
说了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说，“漂亮是
一瞬间的东西，而美是沉淀后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