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湘潭县韶山冲。
1893年12月，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出版。
2、1894年，1岁。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战败。第二年 ，中日

《马关条约》签订。中国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及所属
诸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
日本军费二亿两，等。

3、1898年，5岁。
从4岁开始住外婆家。这年从八舅文正莹识字

启蒙。
“戊戌变法”失败。
4、1899年，6岁。
中国殖民化程度加深。
5、1900年，7岁。
回到韶山，就读于南岸私塾。启蒙先生邹春培。
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京。
6、1901年，8岁。
《辛丑条约》条约签订。中国被迫接受各国赔

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四厘息的要求。
7、1906年，13岁。
秋，转读井湾里私塾（寄宿），师从毛宇居。冬，

遵父命，休学归家务农。
同盟会成立。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次传到中国，

朱执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8、1907年，14岁。
白天务农，夜晚帮父亲记账，同时自学。
9、1908年，15岁。
读《盛世危言》和《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

险》后，激起报国之志及复学求知愿望，再进私塾。
结交维新派人士李漱清。

10、1910年，17岁。
春，元配罗氏患病去世。又停学回家为务农 、

记账。
4月，长沙“抢米风潮”爆发。组织解救要求族

上积谷平粜而受压的贫苦农民毛承文。

“东山”湘潭生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李光华

■青年毛泽东之路(2) 现在的湘乡东山学校， 就是
青年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后第一个
落脚点———当年的东山高等小学
堂。

韶山到东山学校50里许。
7月9日， 记者又一次来到这

个学校，寻觅青年毛泽东“刻”在
这里的印痕。

■链接

走向“东山”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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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门房

《言志》敲开“东山”门

原的校门保存完好， 正上方悬挂着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母校题写的
“东山学校”四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发
光。 校门左边的门房就是毛泽东投考学
校第一道“关卡”———受到看门人的拦
阻，也是他“闯关”成功见证者。那块说明
牌告诉人们： 少年毛泽东1910年秋来此
求学，堂长李元甫以《言志》作文考他，
“此房为作《言志》的地方。”

看到这个牌子， 记者想起了毛泽东
来东山的“带路人”、他表兄文运昌的回
忆： 记得七月初那天早餐，（他和毛泽东
等）吃了一钵大蒜煮团鱼，天气炎热，从
韶山冲出发， 往东南过东茅塘， 出滴水
洞，走石板坳，经城前铺，到达湘乡县城

北门外的绯紫桥时，太阳已近落山。50里
路让他们走了一整天， 晚宿县城北正街
豫昌旅社。“翌日上午，出望春门，过马荡
渡，步上东山学堂”。毛泽东走在湘乡县
城的石板路上，问表兄：“么夹（为什么）
街上要垫石板头？”文运昌回答：“这座城
叫龙城，石头就是龙鳞。”

记者也想起了有人对当时情景的
回忆：“毛泽东在院门口放下行李，想
找人打听一下， 要办些什么手续才能
进去……”没想到，看门人的回答叫毛泽
东好气恼：“这里早就考完了”；“你睁眼
睛看看， 在我们东山学堂里哪有穿土布
衣衫、穿草鞋的？你一个土包子也想进洋
学堂，笑话！”好在毛泽东与看门人吵闹

之际，堂长李元甫出来了。
毛泽东向李元甫行礼， 恭敬地叫了

声“堂长先生”，接着把慕名从韶山至此
的原委向他仔细说明。

李元甫转身进门房坐下后， 看了看
毛泽东的仪容和打扮，看了看那担行李，
犹豫了一下说：“考期是过了， 不过你要
是有真才实学，那是可以考虑录取的。”

李元甫当场出了个作文题目《言
志》， 然后对毛泽东说：“你先作篇文章，
明早交给我。”

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虽说已近黄昏，
但离天黑还早，便在桌前铺开十行笺，略
加思考，挥毫作起文章来。

文运昌还回忆说：“毛泽东作完后，
递给李堂长。李堂长一看，字写得好，文
章立意高远， 不像其他考生只谈光宗耀
祖和升官发财，决定破格录取。第二天，
李堂长还好不欢喜， 对其他老师说：‘昨
天取了个建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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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校园

到底是个“洋学堂”

进校后，毛泽东被安排在戊班学习。
学堂本是东山书院改的，幽静美丽，

怡人宜学。
而最让毛泽东感到新鲜的是“洋”式

教育。
早晨， 满满一坪的学生整齐地排列

成队，接受堂长的训话，就像军队一样。
上午中途课间时， 大家都要聚集到

前厅做操，学堂平时还开设有体育课。先
生讲，学子们不仅要有好的学业，还要有

好的体魄，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
但对青年毛泽东发生深刻影响，还

是课堂中的几个第一。
他在这里第一次上物理课。 老师讲

授“热胀冷缩”的原理，边讲边用铁圈、铁
球做实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次上地理课， 一个天地仪让他
知道了一个“新”的世界；第一次上英语
课———第一次接触英语，“早上ABCD，
晚上之乎者也”， 毛泽东晚年还在自学

“LINGENG”。而第一次上音乐课的情景
让他20多年后还记得。那位留着假辫子、
曾留学日本的“假洋鬼子”肖克琳，是他
们的音乐教师。“假洋鬼子” 在教唱歌课
时，让大家和他一齐放声高歌，这让毛泽
东觉得新鲜有意思。1936年他和斯诺谈
话时还津津乐道：“许多学生不喜欢‘假
洋鬼子’，因为他的假辫。但我喜欢听他
到日本的故事。他教音乐和英文，有一个
歌是日本歌，叫做《黄河大战》。我记得当
中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地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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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教室

第一次看到地图

教室，是给青年毛泽东思想带来重要影响的场所，其中最重要
的又是历史课。

上历史课时，先生在黑板上挂出了大清国的版图。第一次看到
地图的毛泽东非常兴奋。可先生却悲愤地告诉大家：“同学们，这就
是我们中国的疆域，它幅员辽阔，可是由于我们落后，列强就来宰
割我们。沙皇俄国侵占了我们那么多的土地，英国、法国、德国等也
来抢，现在日本人又来了，我们一定要发奋学习，努力让失去了的
土地再回到中国的版图上来。”

先生还指着黑板上的地图告诉学生：“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
日本，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岛国，却像一条贪婪的蚕，在不断地蚕食
着中国。”从老师的讲课中，毛泽东还知道了中国在“甲午海战”中
惨败于日本，也知道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振兴实
业，走上强大之路的过程。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当中：疆域如此广大、人口资源众多的大清
帝国竟然打不赢一个弹丸小国？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刺激着毛泽东更加发奋读书。学校藏书楼
里有着大量反映当时进步思想的书籍， 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躲在那
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充实自己。在那里，他打开了中国近半个世纪
的历史，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封建朝廷的腐败。

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也刺激着毛泽东阅读时政杂志的热情，他
特别喜欢阅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在这份杂志里，他知道在他
5岁那年，中国发生了一场有名的“戊戌变法”。这份杂志所刊的一
系列的主张都是他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毛泽东反复阅读，并写
了大量的批语，如：“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定，
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所
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
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毛泽东非常痛恨腐败的清朝
政府，同情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赞成他们的君主立宪思想。他急切
地期望有贤能人士出来，力挽狂澜，使国家逐步富强。

梁启超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梁字任甫，号任公，毛特为
自己起了“子任”的笔名，既表示自己钦佩梁，也表明以救国救民为
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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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寝室

读《世界英雄豪杰传》

就在这间寝室，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
豪杰传》。

26年之后，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自己读这
本书的情景时说：他从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
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格莱斯
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

这本书是同学萧三的， 在当时东山学堂
十分罕见，毛泽东非常渴望一阅，于是求借。
而萧三却给毛泽东设卡———对对子，说“我这
书里讲的是英雄豪杰，你听着，上联是，‘目旁
是贵，瞆眼不会识贵人’，请对。”

毛泽东略一沉吟， 从容答道：“请听，‘门
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听罢，感到
很不好意思，低下头来说：“请恕小弟无礼，贤
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

从此，萧三与毛泽东成了好朋友，他们常
在一起散步游玩、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文、
畅谈时事，诚挚相待，日后还成为革命战友。

几天后，毛泽东还书给萧三，并十分感慨
地说道， 当今的中国太需要书中这样的英雄
豪杰了。我们应该探讨一条富国强兵之道，才
不至于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前车之辙，
后车之鉴，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要努力，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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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山”，有一处石桥，这是当年毛泽东与同学们
“三谈”———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谈国家大事的地
方，也是那首至今让人争议的《咏蛙》的“产床”。那是8月
的一天，天气酷热，中饭后，毛泽东与几位先生和学友，
来到石桥边的树阴下纳凉。

突然一只青蛙从水中跳出， 蹲在便河水中的一块
大石头上，正好被柳阴遮住，立刻吸引了大家。有位同
学提议：“润之兄文章锦绣，诗才过人，今天以蛙为题，赋
诗一首如何？”众人一致赞同。

此时的毛泽东睹物思情，也未作推辞，以手指蛙，
开口便吟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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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听后一愕，相互对
视半晌无言，过了一阵才回过神来，一起拍掌称绝。

信口吟完诗的毛泽东微微颔首一笑， 拱手向大家
谢道：“承蒙抬爱，小弟不才，实在惶恐得很。”同学谭世
瑛接口称赞道：“润芝兄真乃大才， 早晚必成大器也！如
此借物咏志之作，实乃天才，可为千古诵世之佳作也，
润芝兄的王霸之气， 非汉高祖黄巢之流所能望背。”毛
泽东连连拱手称谢。

确实，毛泽东这首诗，表现了担当天下、舍我其谁
的豪迈气概。

“1950年毛泽东在接见周世钊、畅谈“省
中”读书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我虽然是湘
潭人，但受的湘乡人的教育。’”

1955年，毛泽东与同班同学谭世瑛的谈
话时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
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
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
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在这里， 尽管他有着不痛快———“因为
我不是湘乡人……湘乡分为上区、 中区，与
下区， 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
架……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
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 结果三区的人都看
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但这没有
影响他的学习与追求。

他日后在和斯诺回忆求学“东山”的往
事时说道：“我在学校里有很大进步， 教员
都很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的古
文作得不错。”同学谭世瑛回忆说：“主席在
东山读书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宋襄公

论》，是我父亲批改的。文章上面写了这样一
个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
河之水，一泻千里’，意思是器宇不凡……打
这以后，主席在东山学堂名声大振，被同学
们誉为‘文章魁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涓涓之水，可以滔天”等作文佳句在同学中
传抄。

毛泽东这里最早受到了湖湘文化独特的
务实精神和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 人们都知
道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学习与阐述，可一
般人认为，这个“源”是毛泽东两次在长沙岳
麓书院寄读时，讲堂正门上“实事求是”匾额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著名党史专家夏
远生考证，其实早在“东山”读书时，毛泽东就
看到了“实事求是”的题词。

“东山”，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
与世界的全新窗口。 他由一个充满抱负的少
年开始向壮怀激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变。

湘乡东山学校。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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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印：石桥

让人争议的《咏蛙》

毛泽东作《言志》的学校门房。

毛泽东作《咏蛙》诗的小石桥。

毛泽东在教室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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