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薇

日前，长篇纪实文学《杨开慧》与读者
见面了。

这部历时3年， 由湘籍著名女作家余
艳创作的作品共38万字，讲述了毛泽东和
杨开慧从相识相恋，相知相伴，直到两人
分离永诀的一段历史。 该书以杨开慧手稿
为线索，以历史为依据，试图探寻不一样
的杨开慧。

隐瞒手稿之谜
手稿被杨开慧封存在湖南板仓杨家

老宅其卧室床帐后的墙洞里，主要记述了
杨开慧在与毛泽东几乎失去一切联系的3
年中，对他的思念、等待、失望和迷惘。 毛
泽东生前从未见过这批手稿，若不是1982
年和1991年两次修缮杨开慧故居，它们将
永远沉睡在那堵旧墙中。

“杨开慧完全来得及把墙洞里的秘密
告诉她应该告诉的人， 比如她的母亲，比

如跟她一起坐牢的保姆和儿子岸英。但是，
她没有说。因为，她根本不想让人知道那个
地方，更不想有人揭开那个秘密。 ”余艳回
答。

在余艳看来，墙洞里的那些文字，只不
过是杨开慧心路上一度迷乱的心灵碎片。
而经过大牢炼狱后的杨开慧完成了一次心
灵涅槃，不再是手稿中期期艾艾、自顾自怜
的家妇，而是毛泽东当之无愧的爱人。“也
许， 大牢中的杨开慧正因为看清了手稿中
的自己和大牢中的自己， 已经是完全不同
的两个自己。所以她才决定，让那段寂寞的
文字永远寂寞在墙洞中，永不示人。 ”

探寻历史真相
杨开慧英勇就义时只有29岁。 正值韶

华的年轻女子决然离去， 众说纷纭。 有人
说，书香门第的杨开慧早早离世太可惜；有
人说，杨开慧的牺牲不值得；也有人说，杨
开慧不顾3个年幼的孩子，算不上一位好母
亲……真相被历史迷雾所遮盖。

“我无意于评说过去的故事，也不敢对
过去的故事作什么聪明的解读。我只想，以
杨开慧的心灵笔记为指引， 并顺此指引再
重走一遍那些与之相关的足迹， 试图寻找
出被历史迷雾所遮盖的历史真相。”余艳如
是说，也如是做。 杨开慧的手稿，与杨开慧
相关的书籍、资料，她已记不清翻看了多少
遍；湖南、北京、广州、武汉……杨开慧走过
的地方，她几乎跑遍；3年时间里，她所做的
是走访、创作，再走访、再创作。

于是，有了这样的声音。“杨开慧的情
在大义中得到升华， 她是为崇高理想而牺
牲的。 ”“即使失去联系，生活发生变化,毛
泽东也从未放弃思念和寻找远在家乡的妻
儿。”“杨开慧舍不下孩子，手稿中有写给堂
弟的托孤信和多处难舍孩子的篇章， 为他
们的命运担忧。 ”

这座宝库会继续探索
从手稿中获得的声音很有力量， 一些

观点也都有史料佐证。但是，一旦涉及到伟

人的情感问题，即使查看了大量史料，余艳
仍不敢妄下结论。 为此，她多次深入板仓、
井冈山等地,一个疑点一个疑点地访，一个
景点一个景点地走。余艳表示：“对毛泽东、
杨开慧的敬畏感，激发了我潜在的能量，让
我全身心投入，且认真到了苛刻。 ”

冬天寒冷的夜晚, 她独自守在杨开慧的
卧室，体验熬通宵；她独自开车前往井冈山，
体验走访；一个春节长假，她是啃着书本度过
的……余艳解释：“没人逼我压我， 是自己挖
个‘坑’心甘情愿掉进去，还不能自拔。满脑子
都是想把这个伟大的女性写好，让干文学20
年的我，头一次感觉有了责任和担当。 ”

被充实得满满的余艳，在3年里开掘杨开
慧题材，写了3部作品，除了已经出版的长篇
纪实文学《杨开慧》、长篇报告文学《板仓绝
唱》，还有一部长篇文学作品《墙洞里的情书》
也将择日与读者见面。“我是无意中竟把一扇
宝库的门推开。 毛泽东、杨开慧的题材，想写
的东西太多，想附着的理想也太多。我的跋涉
才开始，这座宝库我会继续探索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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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之路(19)

打开洞庭闸
本报记者 文热心

111 足印：修业小学
“五四风云筹策地”

11月10日，记者来到长沙市都正街街道马王街28
号。这里现在叫修业学校，94年前是修业小学。

1959年周世钊重游这里时，填词《浪淘沙》，说这
里是“五四风云筹策地”，而且“胜迹长留”。

在这里执教过40年的吴老师告诉记者，伟人的足印深
深刻在这里。她指着那面展示墙说：“看，毛主席的事迹都
‘陈列’着呢！”“那里还有毛主席青年时期的铜像”，她指着
学校院子的最南端。“只可惜，毛主席曾经住过的八角亭，后
来拆掉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八角亭的地基。”她说。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在修业小学落
脚，因为他的好友、同学周世钊在这里任教。

一番寒暄后，周问毛住何处？毛说未定。周便邀请
毛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
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现在就可以“上岗”。毛泽
东就这样作古正经地当起了先生。

没多久，五四运动爆发。
当北京的消息传到湖南， 毛泽东立即起草了一个

字数不多却热情奔放的传单。 传单的第一句话是：“同
胞们，起来！用我们的热血，挽救祖国的危亡。”提出“废
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外争主权，内惩国贼”
的口号，在长沙几个学校散发。

毛泽东就这样投入了湖南的五四运动。 他在“修
业”工作的8个月，也是战斗的8个月。

222 足印：湖南“商专”
湖南“五四”前线指挥部

当年， 湖南省学联会址设在落星田———湖南商业
专科学校内，因为学联主席彭璜是这里的学生。

现在，这个会址已无寻处，可当年它是湖南五四运
动的“前线指挥部”。

长沙地区罢课的号令从这里发出， 给北京政府要
求其拒绝巴黎和约等通电也是这里发出；《湘江评论》
编辑部的牌子也挂在这里。

当时，湖南省当局对北京的消息极力封锁，致使长
沙的进步人士对北京五四运动情况知之甚少。 为推动
长沙的学生运动， 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来长沙找到毛
泽东，向他介绍了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何叔衡等商量，决定改组当时的省学联，让其
成为领导湖南五四运动的前线指挥部。 据当时已参加新民
学会的蒋竹如回忆：“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自习室里
复习功课，忽然毛泽东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
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 怎样响应北京的学
生运动。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
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
活动，每个学校推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
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头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学
生代表汇集楚怡小学。邓中夏通报了北京学运情况。会
议的直接效果是：3天后，新的湖南学联成立；6月3日，
长沙20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发出了拒
绝巴黎和约等六项要求的通电。

333
足步：离开会场
也是实际领导者

毛泽东不是学生， 可学联接受他的指导。 历史证
明，“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
者”。

当年一师学生，解放后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的白
瑜回忆说：“我校（一师）开预备会议决议授权代表表决
（罢课）时，毛亦参加，当时我是主席又是出席学联的代
表，见情势不对，提议清查会议，凡是没有班代表资格
的一律请退出会场。毛很生气，毛虽然离开会场，罢学
的提案还是通过了。”这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在组织罢
课中的作用。

罢课，罢课，在省学联的指挥下，长沙市区高校、中
学、小学都行动起来。

没收日货，提倡国货，学生演讲团走向街头……
演出《亡国鉴》、演出《青岛风云》、演唱《朝鲜亡国

惨痛史》，学生演剧队走向街头……
暗地囤积日货坡子街的华太长被捣毁……
日商戴生轮日本水手被判刑……
7月7日，湖南学联和国货维持会共同在省教育会

坪，举行焚烧日货行动。人们将没收的日货堆积起来，
放火焚烧，人们在红光满地中拍手称快。

444 足印：白果园
《湘江评论》印刷处

记者来到解放路街道化龙池社区白
果园33号———当年《湘江评论》印刷处。

这里本是实业家章克恭在1916年
与人合伙创办的湘鄂印刷公司。当时，这
个公司印刷设备一流，印刷产品精美。毛
泽东承担着《湘江评论》的写稿、审稿、编
辑、校样和跑印刷厂的任务，在寻找杂志
承印厂家时，也就选择了距离近、质量好
的“湘鄂”。

原来，在5月25日召开的“介绍会”
上， 毛泽东提出应搞一个刊物来宣传先
进思想。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确
定由省学联主办，毛泽东任主编。经过精
心筹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
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
论》创刊宣言。毛泽东在宣言中，主张以
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 主张彻底研究学

术，努力追求真理；主张民众联合，向强
权者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
命”。这些也成为《湘江评论》的主要内
容。

《湘江评论》一创刊便得到了社会认
可，以“它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
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产
生了强烈影响。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
重印了2000多份， 仍不能满足需要。从
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各方好评如潮。《湘江评论》 创刊号
寄到北京后， 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

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胡适评论《民众
的大联合》“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北
京《晨报》赞扬它“内容完备”、“魄力非
常充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论
道：“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
未有之佳报。”

《湘江评论》最大作用还是推动思想
解放。《明德旬刊》 在创刊号曾形象地描
绘这种作用：“就像太阳升起来了， 照亮
了我们的眼睛；警钟响起来了，震动了我
们的耳鼓，启聋发聩，指示了我们前进的
方向……湖南的青年站起来了，在《湘江
评论》的启发下，做推动新文化、新思想
的先锋， 一齐向反帝反封建的前线。”因
此，《湘江评论》的诞生，就像“湘江打开
了洞庭湖的闸门，各种思潮，浩浩荡荡地
涌进来了。”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毛泽东是湖南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正如他自己说的：这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

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湖南的五四运动既合着全国的频率，但又有着自己的特点，由反帝反封建，发展到驱逐北

洋军阀代理人张敬尧。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毛泽东等驾驭运动的结果。

555 足步：“蒸笼”里头写檄文

虽然 《湘江评论》 的编辑部牌子挂在湖
南“商专”， 其实真正的编辑部在修业小学毛
泽东住所里。

毛泽东白天教书， 晚上写稿、 编稿。 毛
泽东的“邻居” 周世钊解放后回忆说， 他和
毛泽东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 他半夜醒来
时， 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 原
来毛泽东还在为 《湘江评论》 写稿。 当时，
毛泽东所住的那间小屋， 十分闷热， 他便脱
掉衣服， 在昏暗的灯下写稿、 编稿； 最让他
感到恼火的是汗水和蚊子， 每晚一进小屋就
像进了蒸笼， 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向他进攻。
“当时毛泽东的身上被蚊子咬出血泡， 但他仍
不停下。”

而易礼容的亲历则叫人心痛： “记得一
天早上我去宿舍看望他， 朝阳正照在他的黑
色夏布蚊帐上， 他还没睡醒 （当然是因为夜
间工作耽误了睡眠）， 我轻轻揭开他的帐子
看， 不料惊动了好几十只臭虫， 在他的用作
枕头的暗黄色线装书上面乱窜， 每一只似都
肚皮饱满。 想来， 不止一夜、 十夜、 百夜臭虫
饱尝了主编 《湘江评论》 的人的血。”

一个多月内， 毛泽东为 《湘江评论》 写
了40篇文章。 他此时的生活异常艰苦。 他的
薪水除吃饭外就没有剩余， 他的行李只有旧
蚊帐， 旧被套， 旧竹席， 身上的灰布长衫和
白布裤穿得也很破旧。 在这种窘困生活中，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探索却进入最活跃的状态。

666 足步：“不开闸门，
何以成洪流？”

《湘江评论》是号角，唤起了民众。湖南人行
动起来了。7月7日，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了
声势浩大的焚烧日货行动。 可对于督军张敬
尧来说是魔咒，自然要被他视为眼中钉。他在焚
烧日货的那天， 亲率荷枪实弹的军警来捣乱会
场，恶狠狠地骂了一通：学生“扰乱秩序，名为爱
国，实为祸国”，发出“学生只准读书，教员只准
教课”，“如果不听本帅的话，还要闹事，本帅就
要办人，决不容情”警告，强令学生解散后，仍不
罢休，决定堵住这扇“洞庭闸”。

1919年8月中旬的一天，《湘江评论》第五期
刚刚印出，还未发行。那天，几个学生编辑正在
“商专”的编辑部里议论稿件，湖南督军张敬尧
手下的徐副官带领着七八个士兵闯了进来，先
就是几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
木牌砸落在地。

徐副官双手叉腰，一脚踩在“《湘江评论》编
辑部”木牌上，喊道：“哪个是毛泽东？”身着灰布
长衫的毛泽东闻声而出：“武将叫阵，文人出马，
长沙的事情如今也像北京一样奇怪。先生，敝人
姓毛，名泽东。”

徐副官仔细打量了一番对方：“你就是要把
洞庭湖开闸的《湘江评论》主编？”

毛泽东笑笑，说：“不开闸门，何以成洪流？
不唤起民众，何以反抗专制？你们军人有炸药，
若是你们也来参与开闸，一声爆破，何愁湖南的
革命形势不一日千里？”

徐副官被毛泽东几句棉絮里面包石头的话
“打”得哭笑不得，只得声色俱厉地告诉毛泽东，
他是“奉张大帅之命前来警告的”，再不“勒马”，
就要抓人。

《湘江评论》就这样被张敬尧查禁了，省学
联被同时勒令解散。

777 足音：“推翻武人政治”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屈服，湖南人并没有屈服。
“所有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毛泽东

和先进分子的结论。
张敬尧不仅祸湘，更是爱国的障碍！湖南人

民也看得清楚。
湖南学生运动有了新的“宣言”———“推翻

武人政治”，矛头直指军阀统治。
湖南的五四运动向纵深发展， 声势浩大的

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拉开了序幕。

▲ 1919年
的毛泽东。

▲《湘江评论》印刷处。 ▲20世纪初的修业学校。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我们饿极了
毛泽东

（1919年7月14日）
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 实在是

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
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有本钱。
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
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

（原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
《毛泽东早期文稿》3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链接

毛
泽
东
在
修
业
学
校
写
的
明
信
片
。

余艳：探寻不一样的杨开慧■文化人物(紧接1版 )因此， 建议旅
客优先选择网络或电话购
票， 如果该方式显示车票
已售完， 则其他售票方式
也不能买到车票， 旅客无
需再盲目到窗口排队， 应
及时改变出行日期或选择
其它交通工具出行。

各车站电话
网络售票时间不同

春运车票“一票难
求”， 旅客应根据不同车
站的不同开售时间， 通过
电话或网络“抢票”。

广铁介绍， 为错开买
票高峰 ， 所有“C、 D、
G” 字头的动车组车票，
通过网络或电话订票的起
售时间均为上午11时。

其它列车车票的具体
起售时间如下：

长沙、 常德站车票起
售时间为 15时 ； 衡阳 、

张家界站为16时； 怀化、
邵阳 、 永州站为 17时 ；
湖南省内其余车站为18
时。

例如， 旅客在12月
28日预订2014年1月16日
长沙站发车的普铁车票，
则需在12月28日15时开
始通过网络或电话订票。

铁路部门提醒， 已经
通过网络订到车票的旅
客， 请提前到就近代售点
取票； 在当日12时前电
话预订到车票的旅客， 须
于次日12时前取票； 当
日12时后电话预订到车
票的旅客， 须于次日24
时前取票， 否则所订车票
将返回重新发售。

如需获取更详尽的春
运出行信息， 旅客可拨打
12306， 或登录中国铁路
客户服务中心网站、 广铁
集团公司官方网站垂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