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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庭杰

油画《战友》，这家标志

邵华家张挂着一幅标志性的油画———《战
友》。

画中：湘水中流，橘子洲头，风云漫卷，水
天奔逐。橘洲像巨大航母，船头上，一对年轻夫
妇，毛泽东杨开慧；《湘江评论》，清香在手；改
造中国与世界，壮志在胸。这画在这家的重要
地位， 固然在于画面主人公是这个家庭的长
辈，也还在于画面地标，标示的是包括画面主
人公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故乡情愫。

这是一幅名画，当年印行无数，原作由中
国美术馆收藏。军事博物馆油画组组长许宝中
复制了一幅，特地送给了毛家，署名许宝中、李
泽浩。谁知十几年后，小院维修，家人不在，入
冬，暖气片漏水，热气满室，水渍直流，把这幅
油画也湮坏了。全家痛心不已。笔者明白这画
在这家的重要性，便趁他们全家外出，查得作
者之一许宝中在京。于是，将画拖到军博，请原
作者修复。许宝中修了一个星期，画基本复原。
邵华回来，自然高兴，只问你是怎么知道作者
的。连忙吩咐，打电话请画家来家做客。

后来出《骄杨》和《杨开慧》大型画册，又是
邵华吩咐，一定要把这幅画列入。笔者又将这
画拖到人民美术出版社翻拍。

那次回家，家长指派

邵华生在陕西， 小时和父母受难在新疆，
稍长随革命队伍转战在太行山区，有过驮篮挂
在万丈崖壁树上，骡子跌得肚破肠流而和妹妹
呼呼酣睡的传奇， 青少年时期求学在北京，直
到和岸青结婚后，才倏然发现“故乡湖南”。

但第一次回湖南却是家长毛泽东指派的。
1962年春天， 岸青邵华在大连结婚后回到北
京。毛泽东非常高兴，风趣地对儿子和儿媳说：

“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 让外婆和亲友们看
看嘛！”岸青邵华带着父亲的嘱托，先回长沙拜
见外婆和舅舅、舅妈，接着相随到板仓祭扫母
亲杨开慧的陵墓，再到韶山看望乡亲们。

从此，“故乡湖南”就挂在她的心头。人们
不会忘记，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岸青
邵华深情写下的名篇《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
但人们所不知的是，岸青逝世后，邵华也深情

写下《又见韶山杜鹃红》。其中，有这样感情浓
烈的句子：

“岸青！你一定明白，为什么我会把韶山家
乡人送来的一盆红杜鹃，恭恭敬敬摆在灵堂最
瞩目的地方。”

“我用泪眼凝视着那些正在盛开的花朵……
在那鲜艳的花丛中，时时幻化出父亲伟岸的身
影，开慧妈妈美丽的面庞，岸英哥哥坚毅的目
光，还有你那朴实、孩童一样纯洁的沉思和微
笑。岸青！永恒不就是花开花落吗！当花朵把自
己的芬芳、艳丽，包括凋落的花瓣，都毫无保留
地贡献给这个世界之后，就归于永恒了。父亲、
母亲、哥哥和你，不也是把自己的一切无保留
地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之后，就归于永恒
了吗！是的，你们都归于永恒了！”

岸青虽然没在韶山生活过，可这个游子一
回到那里，就像孩子回到了母亲怀抱。他一向
内敛，感情从不轻易流露，但在韶山，却像是另
外一个人。笔者亲眼所见，在滴水洞，乡亲们请
他题词，他立即伏在父亲毛泽东曾经使用的书
案上，认认真真地写下了五个大字，“我酷爱韶
山”，可兴犹未尽，又在下面写下俄文的“我酷
爱韶山”。接下来，全家出动，邵华、新宇都依次
签上了名字。这一特别的合作，也就成为深刻

于乡亲心中的碑铭了。
也许因了这代代传承， 笔者想到一个细

节，当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寒窗苦读的毕业文凭
时，新宇看到上面填着籍贯“湖南韶山”，别的
什么都没说，只喊：“湖南韶山，好！”

家在心中，经常回家

在这个家庭， 概念中的家乡既是专一的，
也是宽泛的。

说宽泛， 生养父母的故土自然是儿女们
的故乡， 毛泽东的韶山、 杨开慧的板仓、 张
文秋的湖北京山、 陈振亚的湖南石门， 还有
刘谦初 （邵华姐姐刘松林之父） 的山东平度，
都是他们的故乡。 邵华陪着母亲， 一次一次
地回去过。 当然， 岸青心里还装着他的“第
二故乡” ———黑龙江克山县。 他1947年回国，
并不是一头扑向久别20年的父亲， 而是在那
里， 搞了8个月的土改。 他当时用名杨永寿，
那是他在板仓的用名。 他为人低调， 除了省
委书记王鹤寿，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这
点， 是笔者在克山来函之后， 向岸青本人核
实过的。 那里是克山病疫区， 冬季奇寒， 刚
刚解放， 土匪未除， 其艰难困苦让他铭心刻

骨。 走后， 他也让克山铭心刻骨， 他当年书
写的土改标语仍然保留， 纸张洞穿纸质发黄
而墨色不褪。

说专一， 于岸青而言， 最爱他的生养之
地长沙板仓。 这里是他们兄弟童年的外婆桥，
这里是他们人生的启蒙地。 于邵华来说， 板
仓、 韶山， 都是她回得最多的地方。 个中原
因是什么？ 邵华常说， 我们一家为革命牺牲
了许多亲人， 可是， 我们想每人墓地上去祭
奠一次， 都很难做到……于是， 岸青邵华一
家就不断回家。

而“家” 于邵华又不仅仅是某个地方，
而是一种宣泄亲情的时间和空间。 笔者曾有
过两次“解救邵华” 的经历。 在天安门城楼，
游客发现了邵华， 纷纷请她签名， 邵华来者
不拒。 一些挤不到前面来的， 大叫“我是湖
南的”、 “我是长沙的” ……如此下去， 邵华
就别想下楼了。 我们只好请保卫人员协助，
硬将她拉了出来。 在韶山， 她更是有请必签，
我们也只好像天安门那次一样如法炮制。
“家在心中”， 她这种举动不过是乡情的宣泄。

“回归” 板仓， 眷恋故乡

2010年12月21日， 岸青邵华夫妇永远
“回” 到了长沙板仓———骨灰安葬杨开慧烈士
陵园。

此举令不少人疑惑。 有人网上发帖， 说
是不符合中国传统礼制， 尤其对邵华“与她
未曾谋面的婆婆葬在一起” 颇有微词。

其实， 还在好多年前， 岸青邵华就对时
任长沙县县长的蒋新祺说过， 他们有百年之
后回归板仓的想法。 愈到晚年， 岸青思乡思
亲愈甚。 邵华经常见岸青独自垂泪， 一问，
才知在“想妈妈”。 这是一位7岁就永远失去
妈妈的老人啊！ 一次在清水塘， 笔者亲见老
人手指与母亲唯一一张照片介绍， “站着的
是哥哥， 抱着的是我。”

2007年3月23日， 岸青逝世。 在岸青灵
堂， 邵华与长沙县的同志会面，如见亲人，声泪
俱下说，岸青同志生前有一个
愿望，就是回到板仓，回到妈
妈身边，陪伴亲人。她说，那里
有外公外婆， 有开明舅舅，还
有杨展烈士……引起全场一
片哽咽。 谁知， 一年后， 比
岸青年轻15岁的邵华， 也相
随丈夫而去。

中央、 地方、 家人， 满
足了邵华夫妇的心愿， 让他
们百年之后， 永远陪伴“开
慧妈妈”。

这是否符合祖制， 其实
早有先例。 1962年， 杨开慧
之母向振熙老人逝世， 毛泽
东致函杨开智舅爷， “葬仪，
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
的夫人同穴。 我们两家同是
一家， 是一家， 不分彼此。”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伟大
的女性———杨开慧。

至柔至刚， 敢于担当

邵华一次接受采访， 当被问到谁是最崇
拜的人时， 敞亮回答， 崇拜主席是肯定的了，
但作为一个女性来说， 最崇拜的是开慧妈妈！
她的身上集合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又有
很浓的时代气息， 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女性。
顿了顿， 又说： “开慧妈妈走得太早了， 我
们在生， 没法给她尽孝， 除非我们过世了，
去陪陪她。 说完， 眼睛湿湿的， 去望墙上的
油画———《战友》。”

邵华的真挚乡情和对杨开慧浓烈亲情也
感染了她的战友。 2001年开慧百年祭时， 邵
华病重， 无法前来， 贺捷生、 乔佩娟等7位女
将军， 冒雨板仓， 虔诚纪念。 此前10年， 板
仓“骄杨” 雕像落成， 邵华在 《站在妈妈塑
像前》 一文中写道：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家乡湖南这块英雄的土地， 养育了我们的爸
爸， 也养育了我们的妈妈……妈妈才29岁，
就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岸英哥哥、 岸
青、 岸龙弟弟那么年幼， 就失去了亲爱的妈
妈。 今天， 千言万语， 万语千言， 我们也说
不完道不尽对家乡故土的拳拳依恋！”

人说， 湘女至刚又至柔， 邵华身上同样
体现这种特质。 她对故乡、 对长辈、 对丈夫、
对孩子、 对乡亲， 柔情似水， 热情似火。 可
是， 一般人谁又掂量过她肩上的担子？ 她是
一位将军， 有着自己的工作任务； 她担任着
许多社会职务， 得履行自己的职责； 她是毛
家的传人之一， 有着让世人深入了解毛泽东
的义务； 她得照顾寿近百岁的生母， 长期生
病的丈夫， 完成培养儿子成才的任务， 负起
抚育毛家第四代的责任……

可是， 2001年， 癌细胞已侵入她的肌体，
而且是晚期。 她以特有的刚强， 坚持“抗战
八年”， 迎来孙子降临人间， 看到儿子学有所
成， 送走老母， 送走丈夫……2008年， 耗干
心血， 完成所有使命， 才撒手人寰， 长依故
土。

◎责任编辑 李传新 版式编辑 周双◎

二○

一
三
年
第
七
十
四
期

邮箱： ruoyu995@sina.com

家
山
长
在
此
门
中

︱
︱︱
湘
女
邵
华
︵
下
︶

1989年至1993年， 笔者有幸在邵华将军
身边工作了5年， 经历了许多， 见识了许多，
而感触最深的却是她那“湖南情结”。

1.

作者与邵华合影。（章庭杰供稿）

毛新宇一家。自左至右，妻子刘滨、女儿毛甜懿、儿子毛东
东、毛新宇。

2.

3.

4.

5.

人物 湖南故事●

本报记者 田甜

第一次来， 便爱上了湖南
6月中旬， 在伊丽莎白·堪格斯的精心安

排下， 10名美国中学生第一次来到湖南交流
学习。 他们与长沙的中学生们一起分享了学
习的乐趣与经验， 也饶有兴趣地参观了伊丽
莎白早就跟他们提起过的岳麓书院。 “几年
前我就有这样一个梦想， 要让更多美国的孩
子们也来湖南接受千年学府的熏陶， 那该有
多好。” 伊丽莎白兴奋地说。

伊丽莎白与湖南结缘， 要追溯到2007年
11月。 那是她受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
小组办公室 （国家汉办） 的邀请， 第一次来
中国参观访问， 而目的地就是湖南。

那一年， 她参观了岳麓书院、 岳麓山、
韶山、 橘子洲头……在惊喜不断的参观访问
过程中， 她开始积极对接与湖南的文化交流
活动。

国家汉办还安排了伊丽莎白去同升湖实
验学校参观访问， 她发现这所学校治学理念
很开放， 很先进， 双方很快便明确了文化交
流的合作意向。

回到美国后， 伊丽莎白积极与当地的学
校联系， 最终选择了教学条件较好， 而且对
孔子课堂项目特别感兴趣的费舍尔小学。

2009年11月， 经国家汉办批准， 经孔子
学院总部授权和委托， 同升湖实验学校作为
具体执行机构与费舍尔小学合作建设孔子课
堂。 2010年6月， 费舍尔孔子课堂正式挂牌成
立， 而伊丽莎白被推举为费舍尔孔子课堂。

接待湖南学生
连市长家庭也参加

除了担任费舍尔孔子课堂理事会理事长，
伊丽莎白也积极承担起了接待湖南赴美交流
学生的接待工作。

从2009年开始， 5批共80余名优秀师生赴
费舍尔孔子课堂所在学区进行学习体验， 这
些交流活动都是由伊丽莎白负责组织和接待
工作。

这些赴美交流的孩子都被安排在学区里
有同龄人的家庭中。 为给孩子们寻找最合适
的家庭， 伊丽莎白和女儿海译一起， 把交流
项目的内容， 和之前进行交流活动的画面，
制作成了有趣的电视广告， 在各个学校的电
视台播放， 号召学生家庭报名， 然后她们再
从报名的家庭中挑选最适合的参加接待。 现
在连当地的市长和学区学监 （相当于教育局
局长） 的家庭也成了接待交流学生的“固定
班底”。

交流活动中， 湖南的孩子们平时在孔子
课堂和美国家庭中向美国人讲授和传播中国
文化， 周末则参观当地中小学和大学、 博物

馆等。 很多湖南孩子还当起了美国家庭的厨
艺指导员， 教美国家庭做湘菜。 很快， 这些
美国家庭也爱上了香辣可口的湖南菜， 而家
庭里的美国孩子也和湖南孩子成了好朋友。

伊丽莎白告诉记者， 刚开始时， 愿意报
名参加接待工作的家庭并不多， 而通过一次
次的交流活动， 当地的美国人发现中国人很

友好， 中美孩子们谈论的话题都十分合拍，
孔子学院也让当地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许多家庭都抢着报名接待中国学生。

“拍卖”帅哥约会权
筹集学生交流经费

为了让更多的美国孩子到湖南交流学习，

伊丽莎白所在的全球青年公民基金会在社区
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募捐。

伊丽莎白组织社区里的孩子们一起种鲜
花， 然后把鲜花拿出来销售， 收入用来支付
孩子们的机票。 她还与基金会的成员们积极
联系学区内的企业， 她们的诚意打动了一名
喜爱中国文化的保龄球馆老板。

伊丽莎白和基金会的其他成员还别出心
裁组织了一次特殊拍卖活动。 他们动员了19
名医学院的年轻帅小伙作为志愿者， 这些小
伙子们在拍卖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 再让年
轻的女大学生们来竞拍， 出价最高的人， 将
获得与他们约会和共进晚餐的机会。 拍卖会
非常成功， 吸引了100多名年轻女孩参加竞
拍， 19名帅小伙约会权拍出了可观的价格。
这次活动， 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拍卖款， 而且
还大大提高了学生交流项目的知名度。

不忘几年前的约定
女儿也来到湖南

伊丽莎白的女儿海译在密歇根大学念书
时， 一直是校学生会主席。 海译大学毕业后，
受母亲影响， 放弃了在美国的良好就业机会，
来到同升湖实验学校担任外教老师。

海译来湘任教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约定，
那时同升湖实验学校的老师们带着交流学生，
来到伊丽莎白家做客。 海译与老师们聊起了
湖南， 眼神里充满了向往， 老师们便向她发
出邀请， 希望她大学毕业以后， 来同升湖任
教， 海译欣然应允。

转眼几年过去了， 当时提出邀请的老师
都几乎已经忘记了当时的邀约， 可是海译却
从没忘记。 伊丽莎白非常支持女儿的决定。
现在， 她把正在高中就读的儿子也送到湖南
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 今天暑假， 伊丽
莎白把她的另外两个孩子也带到了湖南。 这
位7个孩子的母亲， 希望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
能来湖南看看。

现在伊丽莎白·堪格斯每天要做的事， 就
是上QQ， 和中国孩子聊天， 以及浏览有关中
国的新闻。 通过积极争取， 当地已经有两所
中学与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
室达成了开办孔子课堂的协议， 但伊丽莎白
希望能够循序渐进， 她要让每一家孔子课堂
都真正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助推器。

伊丽莎白·堪格斯：

我的湖南梦

今年夏天， 伊丽莎白·堪格斯第三次来到湖南。 作为全球青年公民基金会主任、 美国
费舍尔孔子课堂理事会理事长、 南瑞得弗得学区理事会成员， 伊丽莎白·堪格斯一直致力
于中美文化交流。 她把儿女送到了湖南， 把湖南当作了另一个家乡。 而这， 都源于有一个
深化美国民间与湖南文化交流的梦想———

7月5日， 伊丽莎白·堪格斯女士（前排右三）带领中美学生在湖南大学校园参观，感受这里美丽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张目 吕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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