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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毛泽东从 8 岁开始写诗，到
1973年8月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
老》的 70 多年中，创作并发表了诗词
100 多首。纵观这些诗词：掌上千秋
史，胸中百万兵，眼观五洲云，笔下有
雷鸣。气魄雄奇，气势恢宏。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的诗词里，极其形象地传
达了他视通万里的气魄。1910年，毛
泽东离家外出求学时写了一首《七
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
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
无处不青山。”诗中展现了毛泽东胸
怀天下、立志四方的豪迈气概。1925
年，毛泽东站在长沙湘江的橘子洲
头，展望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写下
了《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革命
大发展的趋势。在词的下阕里，他以
非凡的气魄提出并回答了“问苍茫大
地，谁主沉浮？”这一紧迫而严肃的问
题，坚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将是这批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
他们将会激流而上，“浪遏飞舟”，成
为社会和历史的主宰。

毛泽东1936年2月在陕北袁家沟
写的、1945年8月重庆谈判时在《重庆
日报》发表的《沁园春·雪》：“昔秦皇
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

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
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谈古论今，展示出超凡脱俗的
豪迈气魄。

横扫千军如卷席

毛泽东的统领风范，年青时即现
端倪。17 岁时，作了一首七绝《咏
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
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
作声？”以物咏志，显现了敢于藐视一
切的英武气概。

1930 年 10 月，蒋介石对红军第
一次围剿失败后，即于 1931 年出动
20 万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
剿。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

“围剿”》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
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
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
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
及！”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围剿的全
胜，反映了军民共同对敌组成的钢
铁长城，体现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壮丽场面。

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红军
长征、延安革命根据地建设到解放战
争三大战役的20多年中，毛泽东写了
几十首关于打仗的诗词，从“旗号斧
头镰刀”到“红旗跃过汀江”，从“风卷
红旗如画”到“风卷红旗过大关”，从

“红旗漫卷西风”到“妙香山上战旗
妍”。这些“红旗”，折射并记录了毛
泽东的统领气魄。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的诗词展示出他坚韧不拔
的人格力量和敢打必胜的决胜气魄。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以
大气魄同时组织指挥淮海、平津战
役，并戏说是“吃一块，夹一块”，重击
精锐，卷席千军，国民党军队的精锐
丧失殆尽。毛泽东写下《七律·人民
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
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
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
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
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号召彻底推翻

国民党反动派。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了

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命令：“出兵援朝。”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仗，
在哪里打？怎么打？毛泽东选择在朝
鲜西北部的妙香山。11月6日，前线
飞来捷报，我军在妙香山歼敌一万五
千人。捷报传来，毛泽东作词《浣溪
沙·和柳亚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
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
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
联，妙香山上战旗妍。”这首词表现出
词人阔大的胸怀，堪称大手笔。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

毛泽东有着天生的乐观精神，他
的诗词中明显展现了愉悦、豪放、豁
达、必胜的乐天气魄。

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他说是
“万水千山只等闲”。1929 年 12 月，
慑于红军主力入闽，蒋介石组织“三
省会剿”，毛泽东写了《如梦令·元
旦》：“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
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
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描绘出一幅
翻山越岭、马嘶人唱、红旗飘舞的壮
丽美图。

1965 年毛泽东写了《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
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这里的一切让他兴奋不已。笔锋一
转，欢快地写景：“到处莺歌燕舞，更
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然后写愉
悦的心境：“风雷动，旌旗奋，是人
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结
尾处，写革命者的精神状态：“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
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与此
同时，还写了《念奴娇·井冈山》：“弹
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
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
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
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这两
首词以欢快词调写上井冈山的见闻，
反映了他对井冈山的钟爱，同时，含
蓄地表达了他要创造比过去更惊心
动魄的事业的决心。

（康俭光，邵阳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读书笔记

气吞万里的毛泽东诗词
康俭光

收到陈惠芳先生签名惠赠的新
著《九章先生》，就像30年前收到他
的《两栖人》一样，心情激动。

与陈先生虽未曾谋面，却是神
交已久的“老熟人”了。大学时代，
他毕业前脚走出校园，我后脚跟了
进去。在湘潭大学，他创造了很多
奇迹。他是旋梯诗社的社长，主编
的《旋梯》诗刊，我们这些刚入校的
小文青，几乎人手一册。我在湘大
图书馆勤工俭学期间，与中文系一
同打工的校友交往颇多。他们引以
为傲的师兄，陈惠芳的大名赫然在
列。他在湘大黄土地上歌吟，他的
诗歌在全国各种刊物上四处开花，
是名动三湘的校园诗人。

离校后的陈惠芳，去了湖南日报
社，当上了记者。他的足迹，踏遍了
三湘大地。他用诗意的眼光捕捉新
闻，用敏锐的视角书写诗歌。下基层
挂职当副县长，他行走在雪峰山腹地
绿意盎然的神奇绿洲，歌吟不断。在
编辑部大楼彻夜不眠看西甲、英超、
世界杯，他用诗意的句子评点“场外
任意球”，让报纸副刊妙趣横生。

翻阅《九章先生》，我仿佛看到
这位据说平时沉默寡言、不喜欢高
谈阔论的诗人，他对大地眷恋的情
怀，跃然纸上。

“我是最后的乡村诗人他大声
说道，然后使着怪异的眼色/而此
时，我正沿着辉煌的街道/穿过股市
和泥泞的小巷……”（《与叶赛宁对
话》）这是陈惠芳参加《诗刊》“青春

诗会”，在全国扬名的作品，也是他
举起“湖南新乡土诗派”大旗毅然前
行的宣言。来自乡村的陈惠芳，对
乡村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深情。
他与他那伙带着泥土气息走进城市
的兄弟姐妹，开始了漫长的新乡土
诗探索。他向叶赛宁致敬，更是向
他挑战。他要在城市和乡村“两栖”
之地，拓展自己的新家园，用诗歌圆
他的新乡土之梦。

圆梦之旅，陈惠芳先生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少年早慧的他，以
优异成绩考入湘大中文系，师从姜
书阁、羊春秋、彭燕郊等名师，快捷
地汲取了湖湘文化的精髓，屈原、曾
国藩、毛泽东等等伟人的家国情怀，
陶冶着他热情奔放的情操和灵魂，
影响着他诗歌的走向。

才华横溢、忧国忧民的屈原，因
奸邪嫉妒而被放逐。他关注祖国和
人民的命运，为祖国灿烂的文化、美
丽家园感到骄傲和自豪。《离骚》《九
歌》《九章》《天问》等一系列华美的
词章，似地底炽热的岩浆，在跋涉中
喷涌而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
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诗风，为陈
惠芳先生的诗歌写作，树立了标杆。

走出校园，陈惠芳坚持不懈地写
作，四十年如一日。陈惠芳行走在三
湘大地，吟咏着对家园的热爱，抒发
对生他养他这片热土的情怀。用简
洁的文字，表达真挚而又深沉的大
爱，在这部《九章先生》里，随处可见。

他的眼里，有湖湘大地灿烂的古
代文明，也有当代湖湘儿女精心打
造、令人骄傲的辉煌奇观。《里耶》《古
潇湘》《茶马古道》《四羊方尊》《凤凰南
长城》等等篇什，他热情洋溢地讴歌
自己先祖创造的灿烂文化遗存。同
时，他对当代湖湘的物质文明充满了
崇敬。

他不忘初心，要用他的诗歌，创
建他美丽的新乡土世界。躬逢盛
世，美丽乡村建设的号角已经吹
响。我想，他一定会美梦成真。

（张声仁，任职于洞口县委党校）

●新书赏析

脚踏大地的歌吟
——读陈惠芳诗集《九章先生》

张声仁

早年农村经济落后，常常吃不
饱。我白天要帮着父母干农活，如
果淘到书只能在晚上读。晚上读书
颇不方便，因为经常停电，家里有一
盏油灯，灯芯细，亮光小，冒出的烟
却又浓又粗，没看几页书就会熏得
睁不开眼。因为油灯陪我看书多
年，无形中与它有了感情，那盏油灯

“其貌不扬”，吃油多发光少，但在我
眼中却是我的伴读书童，陪我走过
了那段落后而又美好的读书时代。

人吃的是饭，灯喝的是油。农
村人讲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吃
过晚饭不长时间就会上床睡觉，唯
独我，晚上趴在油灯旁边，眯着小眼
睛，端着书细细品读。母亲说我是

“不省油的灯”，白天吃饭似饕餮下
凡，晚上还点灯熬油费钱。

油灯喝的是煤油，虽不名贵，但
用得多了，也是个钱，特别是在物资
贫乏的年代。我家柜底下有三五个
大玻璃瓶子，里面盛着煤油，不用多
长时间，半瓶煤油就用完了。母亲

“财迷”，为了省油，常偷偷把灯芯调
得小一些，而父亲怕我看不清书用
坏了眼睛，又会偷着把灯芯调大。
所以，母亲常常纳闷，为何灯芯越来

越小，煤油却下得越来越快。
读的书多了，我肚子里多少有了

些墨水，小时候写文章也有模有样，
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点明表扬。母
亲“见风使舵”，觉得我晚上费油读书
值得，就偷偷地把灯芯调大，而父亲
则会反过来把灯芯再调小，倒不是故
意跟母亲对着干，是因为灯芯太大，
冒出的烟太浓太呛影响我读书。

我读书很杂，这也许跟我的性
格有关。我吃饭也从不挑食，什么
萝卜白菜辣椒茄子，在我面前都是
美食，当然这也与物资贫乏有关。
读书也是一样，小时候读书条件落
后，不像现在的孩子，想读什么书都
可以，那时读的最多的是连环画，读
得多了，觉得画多字少的书渐渐吸
引不了我，于是开始读一些小说。
所读小说当中，多为国内小说，翻译
小说很少，如果手里能端着本外国
翻译作品，无异于见到金发碧眼的
外国人一样新鲜。

那盏油灯存放在我的书房里，
早已不用，但它陪我度过了艰苦而
又快乐的读书年代。现在读书方便
多了，但每捧起一本书，总会瞥一眼
旁边的油灯，然后会心一笑……

●书与人

读书往事
庄锦烁

《红楼梦》第二十九回写到，五月
初一，贾母带了一干晚辈及丫环、嬷
嬷、小幺儿，或坐轿、或坐车、或骑马，
浩浩荡荡来到清虚观打醮。打醮，就是
道士设坛做法事，为施主求福禳灾。这
一回题目的上联是“享福人福深还祷
福”，很有感叹意味。

是的，那时候的贾府还算是“烈火
烹油，鲜花着锦”，贾府的主子们已经
够“福深”了。但是，大家族也好小户人
家也好，最忌一时轰轰烈烈而不顾今
后，最应该讲究的是开源节流，多行善
举，以防后患。“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是没有错，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享福人
福深须惜福”。

贾府也有人懂得“惜福”这一道
理。第十三回里，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给
王熙凤，给出这样的措施：趁今日富
贵，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
备祭祀供给之费，将家塾亦设于此
……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
产业连官也不入的。即使败落下来，子
孙回家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
继。这确也是“惜福”的举措，可惜王熙
凤没有向贾母和自己的公婆之类的当
权者汇报，只是一如既往地捞钱和作
威作福。她捞钱，与“惜福”根本不是一
回事，作威作福，即是树敌，则是作孽。

懂得“惜福”这一道理的，还有元
春。第十八回“贾元春归省庆元宵”里，
元春“归省”“回銮”前，就对贾母、王夫

人说了“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
如此奢华靡费了”的话。既然归省不可
奢靡，平素做事也理应不可奢靡，这应
是贵妃叮嘱的主旨。可惜也少有人当
做一回事。

对贾府来说，是真应该“惜福”了。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易，贾
府“油”也少了，火也小了，“花”渐枯萎，
锦亦失色。第五十三回，宁国府的贾珍、
贾蓉父子就为因遭灾佃户的租子不能
按约收到而担忧。两人还慨叹荣国府

“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如盖省亲
别墅、迎元妃省亲，“一定不可免是要花
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

但是，“穷了”还是富时的做法，各
种排场还是要继续讲，原先怎样玩乐还
是怎样玩乐，原先怎样吃怎样喝，规矩
程式还是没有变更。只是一如既往地奢
华靡费下去，哪有一点“惜”的想法？

贾府里，探春算是个明白人，她懂
得应该“惜福”且付诸行动。第五十五
回，因凤姐“小月”（小产）了，王夫人托
探春和李纨、宝钗共同理家。探春就抓
住机会兴利除弊，蠲（免除）了宝玉、贾
环、贾兰家学里的公费：他们本来每月
领了二两月钱的，学里所谓吃点心买
纸笔的八两就不让领了。第五十六回，
探春注意到姐妹、丫环们的月钱、头油
脂粉钱重重叠叠，买办又从中牟利，就

“把买办的每月蠲了为是”，即把除月
钱以外另交给买办采购头油脂粉的钱

免除了。还有，她想起赖大家花园花木
的栽培管理让人承包了，得益不少，于
是也学样，根据自家的情况进行安排，
加上其他的改革措施，每年能省下四
百两银子。但终究是杯水车薪。

“惜福”，像贾府这样的大户人家，
最重要的还是多行善举。多行善举可以
求得精神上的安慰，也可以消弭外人的
敌视情绪，是另一种形式的祷福、惜福，
但贾府的主子们大多似乎没有这样的
认识。那天去清虚观祷福，王熙凤一下
轿就打一个小道士。至于他们那些人平
素做的亏心事，如王夫人逼死金钏儿、
晴雯，贾珍、贾蓉的尤二姐、尤三姐的

“聚麀之诮”，王熙凤逼死尤二姐，贾赦
通过贾雨村用“官价”买了石呆子家二
十把珍贵的旧扇子，还害得人家倾家荡
产，等等，真是罄竹难书。

这种家族，还想继续“福”下去，是
没有天理了！

（黄三畅，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

●读《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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