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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
头，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佳话

《湖南日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
它的前身《新湖南报》，创刊于1949年8月
15日。

当年， 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履新后，
委托朱思九、 张式军着手筹建湖南日报，
朱张二人赴京找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请
毛主席为即将创刊的“湖南日报”题写报
头。毛泽东听说家乡要出报，十分高兴，于
是泼墨挥毫，写下“新湖南报”四个字。

毛泽东第二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
头， 是1960年3月， 当时毛泽东在南方考
察，坐专列从广州到了长沙。在接见湖南
省委书记张平化时，毛泽东说他嫌自己原
来题写的那幅报头显得呆板， 拟重写一
幅。并当即挥笔题写了第二幅《新湖南报》
报头，于1960年3月19日启用。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提议把《新湖
南报》改为《湖南日报》，并第三次为《湖南
日报》 题写报头。 从1964年10月1日起，
《新湖南报》正式启用《湖南日报》新报名，
一直沿用至今。

毛主席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报头，
在党的新闻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移动互联网时代，湖南日报以创新的
姿态大步进军新媒体舆论场。2015年8月
15日，定位为“主流新媒体、移动新门户”
的“新湖南客户端”应运而生。其中“新湖
南”三字，即采用当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
写的“新湖南报”中的三个字。这个有着深
厚历史传承的新媒体产品，一经发布便迅
速成长为中共湖南省委在新媒体时代的
核心媒体，目前下载量突破1200万。同时，

“新湖南” 也是全国新闻客户端中唯一源
自毛泽东题字的新闻客户端。

●为母校“第一师范”题写
校名，留下著名校训“要做人民
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学
习、 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长达八年之久，
对于这所母校，毛泽东有着非比寻常的感
情。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仅将两本亲
笔签名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赠
给母校图书馆，而且给母校的书面、口头
指示达11次之多。

他一再强调“一师是个好学校”，“一
师是一个可资纪念的学校”， 于1950年为
母校题写著名的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
先做人民的学生”， 并对老师们提出：“加
紧学习，参加人民的革命事业”；对校友们
提出：“努力进修， 为人民的文教工作服
务”； 对同学们提出：“好好学习， 锻炼身
体，把自己培养成为祖国的建设人才。”这
些指示不仅是毛泽东对母校的亲切关怀，
而且是学校改革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拒绝 “湖南大学 ”改名
“毛泽东大学”， 但题写校名予
以鼓励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任校长，李达
为湖南大学留下的最宝贵的有形资产之
一，应该要算他请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湖
南大学” 校名了。 国内许多高校校名都
用的是毛体字， 但不少是从主席的手
迹中拼装组合而成，只有湖大等为数不
多的几所高校享有主席亲笔题写校名的
殊荣。

关于这段史实，当时的亲历者李传秾
校友曾回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湖大的第
一届学生会主席，他曾大胆向李达校长提
议将“湖南大学”改名为“毛泽东大学”，并
以国立湖南大学学生会的名义将建议写
入一封未封口的信里托李达转交毛主席。
校长李达非常开明，在一次与毛泽东吃饭
时将这封信交给了他。 毛泽东看了后，笑
着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
的名字命名。”“那能给湖南大学题个校名
吗?”李达问。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李达的请
求，题写了三个校名供湖大选择。1951年1
月1日， 学校在岳麓书院正门举行隆重的
校匾升悬典礼。六十多年来，毛主席亲笔
题写的校匾伴随着湖南大学走过了风雨
征途，见证了千年学府弦歌不绝的办学历
史，也见证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历程，至今，这一校牌仍然悬挂于学校办
公楼正门，成为湖大校园一处文化地标。

●为“韶山学校”题写校名，并
在此留下“听得见笑声”的合影

1952年，为了满足农民子女入学的要
求，韶山决定新建一所学校。在讨论新建
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首先想到要请毛泽
东题写校牌。1952年11月2日，毛宇居邀毛
泽东的表兄文梅清一起，带着家乡人民的
期望，兴致勃勃地从韶山赶到北京。毛泽
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

当毛宇居汇报家乡教育情况，说明此
次来京任务后，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好
哇！国家搞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人才从
哪里来？靠发展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嘛！”

毛泽东问，“写什么名称好?” “我们
只办小学，就写‘湘潭县韶山小学’吧!”毛
宇居说。

毛泽东放下笔说：“为什么硬要叫小
学呢？学校将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
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不就一次
写全了吗?”

毛宇居连声称好。毛泽东再次提起笔
来，先写了一张行书带草的“韶山学校”，
然后又写了一张正楷的，供选择。毛宇居
选择了后者，小心翼翼地带回了韶山。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回乡省亲时，
特意来到韶山学校视察，和师生们一起高
兴地合影留念。在被作家臧克家称为“听
得见笑声”的这幅合照上，站在毛泽东左
右侧的少先队员蒋含宇和彭淑清，后来竟
以此照片为媒，喜结良缘。

●批示办好 “湘潭大学”并
题字鼓励， 开玩笑称退下后要
回湘潭大学当校长

1952年冬天，毛宇居到北京请主席为
“韶山学校”题写校名时，毛主席曾说：“将
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也可以办
大学嘛！”

“根据主席提出在家乡‘也可以办大
学’的指示精神，1958年，湘潭县委组织创
办了毛主席家乡的第一所大学———湘潭
大学。据时任湘潭县委副书记的刘夫生回
忆，湘潭大学于1958年9月开学。毛宇居老
人于1958年9月9日再次赴京向毛主席汇
报湘潭大学筹建情况。

毛宇居老人提出请主席题写校牌，主
席说：“近年来，许多人找我写字，我都未
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
那个东山学校， 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
也未写，后来他们还给我邮来一张‘大字
报’，我还是未写，假如我给你们写了，那
他们不会有意见嘛!”

毛宇居老人说：“这好办， 您写两张，
我给您送去，两县人民都满意了嘛!”

“好办法，两全其美。”主席哈哈大笑，
答应写好了以后再送来。几天后，毛主席
派秘书送来一封信，内容是：

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至

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至。
毛泽东

九月十日

“湘潭大学”二纸，都是用大字笔写
的，函件上都是一寸见方的大字，其中一
张在右上角还打了一个圈， 打圈的这张，
被外界猜测是主席认为写得满意的一张。
之后， 学校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湘潭大
学校庆日。

1959年，刚创办一年的湘潭大学因在
资金、师资、设备方面困难重重，被迫停
办。1974年11月， 毛泽东在长沙接见国务
院副总理李先念，催办湘潭大学的恢复和
建设。 在毛泽东关怀下，湘潭大学在复校
伊始就直接被定位为文、理、工综合性大
学， 得到国家计委专项拨付建设资金，并
在师资、图书方面得到了全国名校的大力
支持。名为复校，实为新建，直接定位为高
起点、高水平大学。

湘潭大学与毛泽东的渊源远不止于
此，当年毛泽东在和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聊
天时就说过：“等我到时候从主席位子上
下来后，就去湘潭大学当校长。”由此可见
主席对湘潭大学的深情。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晓华 整理

2016年8月15日，是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湖南日报》创刊67周年报庆日，同时也是脱胎于毛主席所题名《新湖南报》的移动
新闻客户端“新湖南”上线一周年纪念日。

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同时还是一名杰出的书法家。他博
采众长，独创出淋漓奔放、纵横驰骋、笔墨潇洒的“毛体”。从1915年夏在《明耻篇》封面上题词自励，到1974年春为广西大藤峡
题字，一生题词超400幅，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毛泽东的题字，因其特殊的身份而具有极大的政治、人文与历
史价值，被民间戏称为“金字招牌”。他的每一幅墨宝，都有着特殊意义，连接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新湖南客户端(www.hunantoday.cn)记者为您盘点毛泽东在湖南的题字，一起来了解这些“金字招牌”背后的故事。

毛泽东为家乡
题写了这些“金字招牌”

●为母校“东山学校”题写
校名，称“没有他们，我到不了
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

湘乡东山学校是毛泽东1910年求学
过的地方。“我虽然是湘潭人，但受的是湘
乡人的教育。”1950年， 毛泽东同周世钊
谈起40年前在湘乡东山学校读书的往
事， 无限深情地说了这句话。16岁时，毛
泽东进入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他给自己
取名“子任”，意思是以天下为己任。毛泽
东在1955年接见同班同学谭世英时还念
念不忘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没有他
们，我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
呢!”

当题写完“湘潭大学”校名后，毛泽东
挥笔写了两张内容相同的“东山学校”四
个大字，同时，还给东山学校写了一封回
信：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

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 � �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大字报”，指的
是1957年在东山小学及附设初中班工作
的十多个教师用联名签字的方式写的一
封请求信，大意是：韶山是您老人家的家
乡，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您老人家的母
校，都题写了校名；东山，也是您老人家的
母校，请在百忙之中挤点时间为东山题写
校名。 毛泽东诙谐地把这封请求信称作

“大字报”了。

●为 “湖南农学院” 题写校
名，标志湖南唯一一所本科农业
大学诞生

湖南农学院的前身是“修业学堂”，初
创于1903年10月9日。1909年12月8日，时
任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为学生
讲演时事， 他慷慨激昂痛斥帝国主义。
讲到义愤处， 他跑到厨房拿来一把菜
刀，当场砍掉左手的一节手指，血书“驱
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极大地激发
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 毛泽东从北京回
到长沙， 接受修业学校校长彭国钧的聘
请，以历史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从事革
命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
视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先是接办“修
业”。后几经变迁，于1950年将学校更名
为“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1951
年3月9日，“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
校”与湖南大学农学院合并组建为湖南农
学院。同年11月，毛泽东亲笔为该校题写
了校名“湖南农学院 ”，后更名为“湖南
农业大学”。

●为《新湘评论》题写刊名，
希望胜过《湘江评论》

1960年3月， 毛泽东到湖南视察。时
任省委书记张平化把湖南省委机关刊拟
议的几个刊名送给毛主席圈定，并请主席
题写刊名。

当时， 有人提到毛泽东1919年在长
沙主办过《湘江评论》,他不失幽默地回答
说,“我那个东西是资产阶级的”。 言下之
意是新的刊物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办出新中国、新湖南

“党刊姓党”的新气象。随即，他圈定“新湘
评论”，饱蘸浓墨，一笔下去，由于用的是
一支新毛笔，“新” 字上面的一点着墨太
多，洇了开去。主席稍作修饰，改用中锋行
笔，顿时“新湘评论”四字飘逸纸上。

●给《湖南教师》和《湖南教
育》题写刊名，为全国教育期刊
之唯一

据研究者统计，建国后，毛泽东一共
给湖南的三家新闻出版单位题写了刊名，
即《湖南日报》、《新湘评论》 和《湖南教
育》。《湖南教育》 是一份历史悠久的名老
期刊，它源于1908年创办的《湖南教育官
报》，青年毛泽东曾在上面发表文章。新中
国成立后，《湖南教育》于1950年创刊，毛
泽东于1950年8月题写了《湖南教师》的
刊名，又于1957年1月题写了《湖南教育》
的刊名，这在全国教育期刊中是唯一的。

●为“船山学社”先后两次
题名

船山学社，位于湖南长沙。旧址在中
山东路。清光绪年间(1875-1908)为曾国
藩祠，1914年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船山，
阐扬其思想，发起组织船山学社于此。

1921年，参加完中国共产党“一大”后，毛
泽东、何叔衡等人回到长沙，在时任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兼主持湖南党务的仇鳌的帮助
下， 在船山学社成立湖南自修大学。1922年
秋，李达出任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何叔衡、
李维汉、夏明翰等先后任教员，学校还创办了
《新时代》月刊。自修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
最早的干部学校， 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
革命干部，成为湖南革命的大本营。

1938年11月初，一场“文夕大火”让
长沙城付之一炬，湖南自修大学也遭到焚
毁。

1950年王船山诞辰(农历九月初一)，
毛主席亲自书写“船山学社”四个大字寄
来。1953年，中央政务院颁发文物保护条
例,船山学社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之一。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湖南省文
化局于1954年拨款五万元重新修建湖南
船山学社社址。

1956年， 湖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
馆陈文骏函请毛主席再次为新建的船山
学社题额。 毛泽东接信后， 又题写了

“船山学社” 四字。 （下转11版）

毛泽东同志先后三次为湖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同志在挥笔题字。

上图为毛泽东同志为家乡手书的各种题字。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