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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送礼斯大林
———湘绣与名人 （一）

本报记者 文热心

◎责任编辑 李传新 版式编辑 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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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成行莫斯科

《天然阁秘典》的最后一章，写了裕丰绸铺
（绣庄）在解放前夕刺绣斯大林画像的故事。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光
和影，印证着新中国开步的艰难。

在新中国开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
东确定在这年底访问苏联。

毛泽东这次访苏，按叶子龙的说法是“不
同寻常”。叶在《我给毛泽东当秘书》一文中如
此说：“1949年12月———1950年2月27日，毛泽
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毛泽东“成行于新中国成
立后仅仅两个多月，国内事务千头万绪，他却
去了苏联，而且一住就是70多天，这的确不同
寻常。 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之所以能够成行，一
方面是苏方的盛情邀请，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毛泽东坚持不懈的努力。 按照毛泽东的性格，
只要是他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反之，他不
想做的，谁说也不一定行。毛泽东想去苏联，几
年前就定下了， 当时苏联并不那么欢迎他，但
是他决意要去。”

“大概在（1949年）1月底或2月初，北平和
平解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突然
来到西柏坡。他在西柏坡住了好几天，毛泽东
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多次与他交谈。”“与米高扬
的谈话不顺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苏联人没
有明确表态。毛泽东为此十分生气。”原来，米
高扬“只带了耳朵来”，对中共提出的问题得带
回去由斯大林定夺。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
后，斯大林派遣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柯瓦廖夫和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负责人齐赫文斯基来见
毛泽东。 传达了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苏的口
信。毛泽东当即决定派刘少奇率团前往。”

“1949年6月底开始，刘少奇在苏联与斯大
林会谈了六次，斯大林在对中共的问题上做了
自我批评。双方同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尽快
访苏，届时两国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2. 给斯大林送什么礼
毛泽东访苏时间就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毛泽东极其重视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尽管

开国在即，事情千头万绪，还是让中央五大书
记之一的任弼时负责访苏前期准备工作。

这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送礼，特别是
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寿辰，送什么做寿礼
让任弼时等颇费心思。

这寿礼既要显得珍贵， 又要蕴含温情；既
要有中国传统特色，也要显得“刻意为之”。

作为机要秘书的叶子龙给毛泽东开的礼
单是：

1、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像 一幅
……
13、象牙雕刻的龙船 一具

其实，最后形成的“礼品组合”中，还有山
东白菜、梨、大葱、绿皮萝卜，北京鸭梨，天津
萝卜，江西小金橘，此外，还有各地名茶等。明
了内幕者如此解释，之所以选择白菜、萝卜等

“特殊”礼物，主要是想拉近中苏双方领导人
的心理距离，让斯大林有一种亲切感。

至于那幅湘绣斯大林大元帅像， 更是
“刻意为之”的产物。有人提议，制一幅湘绣
斯大林画像，理由是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
一，毛泽东是湖南人，用湘绣斯大林画像作
寿礼，意义非凡。

这一提议得到上下赞同。湘绣斯大林大
元帅像就成了寿礼中的“第一号”。

3. 这幅绣像颇费周折
这“第一号”礼品办起来却颇费周折。
因为确定这一礼品时， 湘绣产地湖南还

在国民党手中，虽然程潜等有心和平起义，却
受到桂系的挟制，不可能公开与共产党来往。

在已经解放了的上海，虽然湘绣早有革

命缘，可那里的绣庄只卖得绣品而做不得。斯大林
这幅绣像只能在湖南做！

在湖南什么地方绣？ 在长沙市区绣不正让敌
人抓个正着么！只能选择在偏僻的长沙乡下，何况
铜官一带的绣庄早就有上海地下党的股份， 源源
不断供货沪上。 铜官的裕丰绣庄有幸被选定刺绣
斯大林画像， 因为这个绣庄虽然没有像锦华丽那
样，绣出“誉满全球”的《罗斯福画像》，却也是湘绣
正脉相传，曾创造过《荷鹤图》这样的现代湘绣“开
山之作”。与锦华丽相比，这里更注重湘绣对生活
的美化。

可另一个问题出现了， 当时还处于地下工作
状态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接到任务后，却没有斯大
林的照片，怎么绣？

于是，秘密电台和斯大林照片同时秘密入湘。
1950年6月长沙刺绣同业公会筹备组所编

《湘绣辑》（一）中记载：“1949年5月，铜官陶工周
生茂介绍上海刺绣买家周竹安在裕丰绣庄秘密定
绣斯大林画像。”其实，作者不知，这年5月7日，身
为中共党员的周竹安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带
着无线电报务员赵翰林， 工作人员章林专程从上

海飞抵长沙。他们有两个任务：一是带来斯大
林照片定绣其像，做毛泽东访苏的礼品；二是
以从事湘绣生意作身份掩护，建立秘密电台和
长沙和平解放策反秘密情报站。

情报站帮绣庄带来了斯大林照片，绣庄也
以“业务”掩护了情报站。后来，这电台转移到
铜官西湖寺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屋里，靠汽车电
瓶轮流供电。电瓶充电得送到长沙市区，交通
员就扮成裕丰绣庄的“挑箩”先生，以“收花”和

“发花”为掩护，往来于铜官与长沙之间。为了
避人耳目，“挑箩”先生，每次所走的路线、电瓶
包装掩护的方式都有所不同，在长沙城内充电
的地点也经常改变。为防止晚上进入市区引起
军警特务的怀疑，又在北门外的油铺街63号设
立了湘绣收发站（解放后，这里成了红星湘绣
厂所在地），进行城乡情报中转。

4. 陈列在展室“第一部分”
《斯大林》画像绣成，长沙也和平解放了。

这像到底是谁绣的，至今是个谜。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裕丰绣庄及时完

成了这一“政治任务”。绣像完成后由湖南省委
派人专程送往北京。

叶子龙回忆说：“1949年10月1日下午……
开国大典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即看到了
苏联发来的贺电，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过了不久，毛泽东致
电斯大林，表示准备赴苏访问。斯大林很快回
了电报，欢迎毛泽东访苏。”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着湘绣《斯大
林》画像等“礼品组合”踏上了访苏的旅程。“12
月16日， 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当
天下午6时，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和

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12月18日，米高扬、
维辛斯基来拜访，并陪毛泽东吃晚饭。随米高
扬而来的福特林说：‘毛泽东同志送给斯大林
同志七十寿辰的礼单， 已呈斯大林同志看过
了。斯大林同志非常感谢。’”

当时，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上革命政
党，甚至一些个人，都送了寿礼。苏联方面为此
举行了展览，将中国礼品摆在突出位置。1950年
1月29日的《人民日报》，刊有任弼时的秘书、著
名作家朱子奇《献给斯大林同志的寿礼》一文，
其中写道：“我看见外国礼物展览室中第一部分
就是中国的礼品。在五星红旗下面，是中国共产
党中央送的一幅寿幛，寿幛是毛主席亲笔写的：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寿幛左边是斯大林同志
的绣像，右边摆着象牙雕的塔、龙、船……”

5. 湘绣还续巨人缘
古老的湘绣就这样充当了新中国外交“使

者”，为推动中苏友好立了一功。
但这仅仅是它立功的开始。1950年国家正

式接办长沙锦华丽绣庄，后改为地方国营红星
湘绣厂。 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湘绣艺术家们，如
杨应修、邵一萍、李凯云、廖家惠、余振辉等来
了个“大集合”。在他们手下，湘绣这张湖南文
化名片，成为新中国外交领域的宠儿。1953年，
著名刺绣艺人廖家惠主绣了《伟大的会见》，题
材就是毛泽东访苏和斯大林会晤面。这巨幅湘
绣长约4米，高约1.6米，在莫斯科展出时引起轰
动。苏联观众留言评价：“可爱的人民，奇异的
双手，绝妙的作品”。

湘绣大师先后制作的世界各国元首的肖
像， 被作为国礼送给友好国家和领导人。2002
年6月， 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主席将湘绣作
品“布什总统全家福”，送给来华访问的布什总
统和夫人。

《天然阁秘典》演绎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
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在1956年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湘绣史稿》中没有提及，幸有1950
年8月，长沙市刺绣同业公会筹备组出版的《湘
绣专辑》（一）记录了它。正因为如此，小说除了
它的文学价值外，还具有历史价值———故事既
展示了湘绣这张历史文化名片又一夺目光彩
时刻，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一段历史走向。

� 理理 （曾应明） “湘绣” 三部曲第二部 《天然阁秘典》 即将出版。 作为省文联副
主席、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其作品也有着“职业” 特色———故事性强， 这是一部写
湘绣与名人的小说， 小说的最后一章， 写了“毛泽东送礼” ———用湘绣 《斯大林》 画
像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故事。

▲国礼《斯大林》

压题照：毛泽
东 1950年访苏时
与斯大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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