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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5)

退出新军的毛泽东，已经19岁了。
“革命任务完成”了，他得继续完成

学业。
可选择什么样的学校， 即选择什么

样的为社会服务的平台， 甚至可以用最
粗俗的表述———捧个什么样的饭碗，让
青年毛泽东颇费周折。终究，救国救民，
报效国家，得有基本的生活保障。

青年就是青年，101年前的毛泽东与
今天的青年学子一样， 在专业的选择上
同样有着徘徊苦恼，举棋难定。

7月初的好几天， 记者行走在长沙城
的大街小巷，追寻青年毛泽东徘徊与选择
那段日子的遗迹，可惜的是，百年前的许
多街巷都消失在历史的风雨里。记者只能
从零散的历史记忆中体味他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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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退伍之前， 毛
泽东又来到湘乡“省
中”， 发现校监杨柄
谦正在收拾行李。 杨
校监告 诉 毛泽 东 ：
“自你走后一个月，
学校就停办了， 师生
并入长沙府12个县合
办的长郡中学。 教师
还住在‘省中’， 学
生们都住到长郡去
了。” 他还告诉毛泽
东， 现在学校都成兵
营了， 让人不得安
生； 下学期要恢复湘
乡‘省中’， 他本想

在这里干下去， 但县里已派了李元
甫来负责， 要他回去任职。

毛泽东的心一沉，脸上露出失望
之色：学校停办，“丘八”扎营，半年之
后能不能恢复上课还是未知数；李元
甫虽是自己的老校长， 也很器重自
己， 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爱莫能助。
这表情让杨柄谦看到了，他便问毛泽
东有什么难事。 毛泽东如实相告，他
原想回到母校继续完成学业，可现在
看来难办。如此，他连个落脚的地方
也没有。

杨柄谦听了， 爽快地说：“润芝，
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就先住在我的房
子里，等李校长来了，再让他给你调
房子。”

毛泽东谢过杨校监。 师生二人
又谈起毛泽东下一步求学的打算。

毛泽东告诉杨校监， 他看过报
纸上的招生广告， 想去警官学校一
试。 杨校监勉励毛泽东继续努力。

就这样， 毛泽东在湘乡“省中”
住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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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省中” 的毛泽
东， 一边等待李元甫的到
来，一边自学准备着考试。

可在“饭碗”和前途选
择上，他显得很徘徊，难以
决断。 他在回忆这段经历
时说：“彼时有许多学校开
办， 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
新生； 我并没有特别的标
准来判断学校， 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一个
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
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
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
个制皂学校的广告。 不收
学费， 供给膳宿而且还可
以有一点津贴。 这个广告
是动人的。 它指出制造肥
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
以富国富民。 于是我变换
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
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

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 在一个朋友的怂恿下，他

又想进法政学校。他读了“这法律学
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
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
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
即做官”。在朋友不断地“引导”下，他
真的写信回家， 详述广告上的保证，
并要家里寄学费给他。他“将自己的
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
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
大官”。一边向法律学校报名，一边等
待父母的回音。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选择、放弃，再选择、再放弃……毛泽
东同样有着“青春的烦恼”。

333 足步：警察？法律学家？官？

毛泽东回忆中的“警官学校”，应该就是
湖南警官学堂。

史载：光绪二十九年（1904），湖南巡抚赵
尔巽恢复了“保卫局”，并在长沙东牌楼设警务
公所，任命臬台张鹤龄为总办，一年后增设警
官学堂和警兵补习所，以培养警察人才。不久，
又设立警察参议所，专门研究警务的改进与提
高。从此，湖南警政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毛泽东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学校的招生
广告。

回忆中的“法科学校”可就复杂了。

湖南法政教育发展较早。史载：1906年，
创办了湖南法政学堂， 地址在长沙市贡院坪
（现在民政厅基地）， 以造就士绅中的完全法
政通才为宗旨。次年改称湖南法政绅校。同年
以仕学馆附设的法政速成科为法政官校。
1910年官、绅二校合并，改名为湖南官立法
政学堂。学堂分本科、预科、别科和讲习所。

辛亥革命后，政法学堂兴起，时不时冒出
一个来。史志专家如此叙述这一现象：辛亥革
命后不久， 湖南设立“公立第一法政专门学
校”，地址先在肇嘉坪，后迁至戥子桥。因为财

政困难，没有多久也就停办。“然大局更新，旧
人之新造者甚众， 如旧时候补官员、 学幕之
人、房科书办，经及续任新职之旧官吏、旧幕
友、旧书办等等，均迫切渴望得入新学校，获
得新的政法知识，取得新的学籍，从事新的事
业。于是，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应时而起，如群
治、达材、爱国、会同等同时成立，所招收的学
生均多，报一时之盛。”既然官校“不克续办”，
那么，毛泽东报的应是私立法政学校。

私立群治法政专门学校， 设在连升街旧
长沙县衙门基地（即现在的九如里）。私立达
材法政专门学校，设在福星街……

毛泽东报考的究竟是哪个法政学校，有
待新的史料发现。但一个事实是，做法律学家
和做官，也是青年毛泽东的选择之一。

444 足步：做制皂工程师？

毛泽东回忆中的“制皂学校”，
是官办的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化工
科（地址落星田），还是民办的什么
学校，有待新的史料发现。

19世纪末，“实业救国论”兴起，
并风行于20世纪初。 当时， 张謇是
“实业救国论” 的先行者， 他认为：
“救国为目前之急……而其根本则
在实业”。这样，“实业救国论”经他
提倡便在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实业救国论”风行的大背景，
不能不对立志救国救民的青年毛
泽东产生影响。

再者，毛泽东当时从相关信息

中了解到，肥皂制造技术尚处在发
展过程中。 在18世纪末工业革命
后，西方能生产大量的价廉的碳酸
钠———“纯碱”，肥皂工业也就此勃
兴。而此时，中国化工业一张白纸，
制造肥皂的专业技术人才非常缺
乏，制皂学校也就应“需”而生。据
有关史志记载，“省高工”所设的化
工科，就有制皂的课程。

学习肥皂制造技术既利国利
民，从事这一专业很有前途，何况
那里待遇不差，进“制皂学校”不失
为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毛泽东也就
报考了。

555 足步：“高等商校”一个月

毛泽东踏进了湖南高等公立商业学校的门
槛，但受了挫折———一个月后退学。

他回忆当时“进”、“退”这个学校时说：“这回
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
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
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
花一元到商业学校报名。 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
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
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
开办的， 课程繁多， 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
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
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
很高兴。父亲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
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
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
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
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
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毛泽东“留在那里———有一个月”的高等商业
学校，据有关专家考证：地址就在戥子桥；就读时
间为1912年3月至1912年4月；学校全名为“湖南高
等公立商业学校”。 专家还查到了这个学校刊在
《长沙日报》上招生和续招广告，刊登的时间分别
为1912年3月9日、3月18日。 这与毛泽东回忆的时
间、情况吻合。

于是，有关史志专家得出结论：“毛泽东真正是湖
南大学（前身湖南商专）的校友，尽管在校只有短短的
一个月。”因为，公立“高等商校”1916更名为“湖南商
业专门学校”，一直到1926年才与“工专”、“法专”合并
组成“湖南大学”。

做“商业专家”，同样是青年毛泽东的选择之一。
在进“高等商校”时，新任湘乡“省中”校长李元

甫就直言不讳，说那所学校不适应毛泽东，并要毛泽
东先去试试， 如果不适合就回来。 果然被李元甫言
中，毛泽东又回到了“省中”。

知难而退，不失明智。
到底进什么学校？毛泽东还在徘徊、在选择。

到此，人们也许会问，毛泽东为何不“一锤定音”？
我们回答，正如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样，毛泽

东也在选择历史。
我们提问，要是毛泽东“一锤定音”呢？
人们回答，中国多了个“某某家”，少了个革命

者，但历史大势总有伟人驾驭。
我们回答，就是“一锤定音”，或者说选择做

官，毛泽东还是革命者毛泽东，只不过毛泽东的历
史、中共的历史、中国现代史要改写罢了。志向决
定他是个“做大事的人”。

是的，“做大事的人”不会改变已确立的志向，
职业不过是实现志向的平台。

“做大事的人” 注定要经受比常人更多的苦
难，战胜苦难才有辉煌。

“做大事的人”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
明的”，有着高于常人的思想境界。

虽然苦恼、焦虑，但毛泽东没有自乱阵脚，而
是在选择中敏捷行动，在行动中反复选择，以找到
适宜自己发展的方向。

■链接 “徘徊”大背景
民初是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组织”不断分化，重新排列

组合，新兴的社会组织不断出现，给了从君主专制解放出来的人们
多元选择。与此相对应的，是各种救国论的兴起———教育救国、实
业救国、科学救国等，无疑会对人们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时代
背景下，选择职业和社会服务平台，又背负基本生活压力的青年毛
泽东，陷入徘徊、苦恼、焦虑之中，也就很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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戥子桥
当年曾是长
沙的 “教育
小区”， 如今
却是一片居
民楼。

清末民初的长沙城。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徘徊长沙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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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④）
阳鹏一边组织乘客撤离， 一边奋不

顾身扑火。不想红色提包突然爆炸，熊熊
烈焰腾空而起，吞噬了整个车厢。生死关
头，阳鹏没有退却半步，使劲推着乘客往
外跑。 当发现一名乘客正在破碎的玻璃
窗前挣扎时，他忍着被烈火灼烧的剧痛，
拼尽全力，把那位乘客从窗口推了出去，
然后艰难地在车厢搜寻， 直到再没有发
现生者，才踉踉跄跄下了车。

这起恶性事件造成两名女性窒息死
亡，其余乘客均安全脱险。阳鹏用他的血
肉之躯和英雄壮举，换来了44条生命的
安全！而他自己全身烧伤总面积90%，深
二度40%，三度40%。

治疗期间，阳鹏坚毅顽强、乐观向
上，以坚强意志与伤痛作斗争。 在长达
一年多的治疗中，他先后进入手术室进
行全身麻醉条件下的手术就达1６次，
直接在病房里开展的小手术更是不计
其数，头部刚长出来的新皮一次次被移
植到创面。 但他一次次忍着“切肤之
痛”，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在病房，他还
经常鼓励其他病友，帮助他们做力所能
及的事。 他把2万元见义勇为奖金和乘
客6000元捐款， 一起捐给了湖南省见
义勇为基金会。

阳鹏2003年9月从岳阳中学考入
海军工程大学系统工程系， 立志要成
为一名无愧于祖国、 无愧于人民的革

命军人。毕业分配到部队后，他坚持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保持见任务就
上、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抢的冲锋姿
态。

阳鹏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 赢得社
会广泛赞誉。 2011年10月，李长春、刘云
山、刘延东等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要
求大力宣传阳鹏见义勇为、 舍己为人的
英雄事迹和崇高品德。 东海舰队党委作
出了“向阳鹏同志学习”的决定，湖南省
政府授予阳鹏“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
号。 他当选2011年度践行当代军人核心
价值观新闻人物。

（省推荐申报组委会办公室供稿
执笔：陈勇）

（上接1版②）
郭开朗要求， 突出

领导带头， 突出从严务
实， 突出边学边改， 确
保活动取得实效。

记者还从会上获悉，
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将于近期组
织对第一批教育实践活
动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
环 节 进 行 一 次 全 面 的
“回头看”。

（紧接1版③）在参考国内外先进城市地铁经验和调研长
沙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该《导则》对长沙12条地铁线的导
向标识进行了统筹考虑，整体风格简洁，符合本地乘客的
认知习惯。 根据《导则》，长沙地铁中导向标识中的图形符
号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规范运用， 文字采用中英双
语，标识的文字高度和尺寸也有相应规定。

“地铁站周边300米至500米就会出现地铁导向
标识。 ”该负责人介绍，标识的组成包括箭头、图形符
号、文字、尺寸、颜色、载体等元素，以落地式、悬臂式、
吊挂式、贴附式、嵌入式等多种方式出现在车站内外。
通过标识系统，乘客可以完成车站寻找、列车信息查
询、购票、检票、乘车、车站服务设施寻找、就近出站路
线寻找、车站周边换乘信息查询等活动。

1号线大红色 2号线冰蓝色
“每一条地铁都有一条自己的线路色。 ”《导

则》对地铁线路色进行了规定，12条地铁将分别由
12种颜色来表示。 该负责人表示，设置线路色的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大客流、 高密度的乘客群在
不同的地铁线路间换乘而不出现差错。 将来，地铁
线路增多后， 市民可以凭标识中的颜色快速辨识
线路。 同时线路色的设置还遵循冷暖色穿插的原
则，避免出现色彩繁杂、含义混淆、干扰识别等情
况，确保市民乘车、换乘的清晰识别。

根据《导则》，1号线作为南北方向的骨干线
路，其线路色是热情奔放的红色，如一条充满活力
的经济动脉纵贯长沙；2号线是东西方向的骨干线
路，下穿湘江连接东西，其线路色是清澈安静的冰
蓝色；3号线自西南向东北， 其线路色是象征自然
生态的酒绿色；4号线自西北向东南， 其线路色是

高雅端庄的紫色。 5至12号线的线路色分别为黄色、纯
蓝色、绿色、玫红、青色、褐色、橙色、靛蓝色、粉色、深青
色。 这些线路色将被运用于站内屏蔽门、地铁线网图、
导向标识等处，让乘客一眼就能分清这是哪条地铁线。

（紧接1版①） 市民李娜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财
务人员，她告诉省长，尽管是首次办理营改增
业务，但办税流程简单便捷，税负较以往又下
降了2%，自己举双手欢迎。

在税务人员的协助下， 杜家毫为长沙宏
成运输有限公司会计蒋阳开出了一张增值税
发票。 在了解到通过营改增，企业的成本得到
有效降低时， 杜家毫说：“从短期看税收是下
降了，但从长远看，营改增可以充分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的业务量不断上升，税收
也将相应上升，最终实现双赢。 ”

杜家毫向为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付出辛

劳的全省税务工作者表示慰问。 他说，这次改
革对税务系统是一次全新挑战， 希望大家进
一步加强营改增政策学习，尽快熟悉业务，更
好地服务纳税人。

调研中， 杜家毫强调， 营改增是国家推
进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能有效减轻
企业税负、 提升企业业务量、 调动企业积极
性， 有利于理顺征税秩序、 调优税收结构、
增加财政收入， 增强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
经济实力。 要扎实平稳有序推进营改增试点
工作， 让企业发展的信心越来越足， 让湖南
投资环境越来越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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