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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年的脚步， 在湖南日报新一轮改
版创新中，《好文》版今天与大家见面了。

《好文》版注重一个“好”字，无论原创或文
摘 ，既好读 ，又要有思想 、有营养 ，给读者以启
迪。题材以历史、人文、哲思为主，优先选择那些

具有修身齐家、 资政鉴世作用的好文章。 它与
《湘江》周刊在时间上和风格上形成互补，旨在
为读者增添一个思想文化的新园地。每周一期，
周二或周三刊发，每期半个版或1个版。敬请关
注。欢迎来稿。邮箱:xjzkhaowen@sina.com。

黄柏强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寄托了他
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
深情。该词一经刊出，即被广为传播。可是，又有多
少人知道，毛泽东在作词“答李淑一”的同时，还有
嘱托李淑一替他祭奠杨开慧之事呢？

2016年12月中旬，笔者邀约柳直荀（李淑一丈
夫） 烈士之外甥女骆霞夫妇一同访问了李淑一故
里———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淑一村。 在参观“李
淑一珍藏馆”时，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李淑一《祭杨
开慧烈士文》手稿。 淑一村党支部书记李哪向我们
介绍了李淑一祭奠杨开慧烈士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
开慧的墓”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词赠李淑一《蝶恋花·
答李淑一》时，还向李淑一提出了：“暑假或寒假你
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

遵照毛泽东的意思，1957年7月10日， 李淑一
赴板仓祭扫开慧烈士墓。

在花木葱郁的开慧墓前， 李淑一敬上鲜花和
香果，含着热泪诵读祭文：

“惟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九年，一九五七年
之七月十日， 淑一谨荐鲜花香果之仪于老友杨开
慧烈士之墓前曰：开慧老友，兹春共学，益我良多，
死生契阔，遂及卅年，呜呼伤哉！

回忆大革命失利后，毛主席与直荀奔走四方，
继续奋斗，君避板仓，我授徒省垣，各以路远儿牵，
莫由谋面，共诉衷情。 一九三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
君以书来，嘱寄楮墨，我已购就，准备付邮，不意何
逆猖獗 ，致君囹圄 ，消息传来 ，友朋惊悼 ，解救莫
及，遂罹斯难，自君牺牲，怀念至今，呜呼伤哉！

近接毛主席来讯，念君思君，作词悼君，嘱我
暑假有暇代他亲来板仓奠扫君墓，获此良机，遂偿
夙愿，今前来奠，恩义双重，老友有灵，当能鉴察。

解放九年来，毛主席领导六亿人民建设祖国，
宏图大略，薄海同钦，匪特人困获苏，而且中国一
跃而为世界之和平堡垒，老友闻之定当九泉含笑。

伯母年逾耄耋，神明犹强，姨母体君之意，与
伯母朝夕相守，一至如今。 毛主席关怀老人，供养
无缺，开智崇德，晨昏定省，奉事惟谨。 我亦岁时走
谒，藉慰老人，吾友安居泉下，冀勿萦念。 此次同来
奠扫者，君之兄嫂开智、崇德、弟妇淑兰及君之老
友范涫、杨文俊。 板仓北望，景物依然，旧谊犹新，
人天两隔，呜呼伤哉！ 尚飨。 ”

从李淑一诵读的祭文看， 李淑一是和毛泽民
妻子王淑兰，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以及
湖南省民政厅的同志等一道， 赴板仓祭扫开慧烈
士墓的。

李淑一赴板仓祭扫开慧烈士墓， 需要有杨家
人出面陪同，杨开慧的兄嫂杨开智、李崇德自然是
最适合的；毛泽民妻子王淑兰一同去扫墓，是受李
淑一邀约， 还是毛泽东吩咐过的， 暂未见资料记
载。 但不可否认的是，除了毛岸英、毛岸青夫妇外，
作为毛家人，毛泽民妻子王淑兰去给杨开慧扫墓，
意义自然不同。

祭奠完毕，李淑一一行参观了杨开慧的故居，
看了杨开慧和岸英、岸青童年时代的合影。“望着
开慧那英姿焕发的容貌， 她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
眼前，热泪模糊了我的双眼。 ” 李淑一后来这样回
忆说。

李淑一与毛泽东杨开慧的特殊
渊源

毛泽东日理万机， 能把祭奠杨开慧这么重要
的私事交给李淑一，可见李淑一与毛泽东、杨开慧
关系十分要好。

李淑一，1901年6月2日生于湖南善化县白箬
铺桃林村（现为长沙市望城区白箬铺镇淑一村）。

李淑一之父李肖聃与杨开慧之父杨昌济是一
道留日的同学。 1920年初杨昌济先生逝世后，杨开
慧随母亲及兄嫂护送父亲灵柩南归长沙， 此后杨
家生活各方面得到李肖聃照顾。 杨开慧曾居住在
李肖聃在长沙的居所，与李淑一朝夕相伴，形影不
离，并通过李肖聃帮助，进入长沙福湘女中就学，
和李淑一同住一间寝室。 因李淑一长杨开慧几个
月，故杨开慧称之为淑一姐，两人无话不谈，甚至
于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书信， 杨开慧也会拿出来

与李淑一分享。
李淑一与柳直荀相识多年。1924年10月30日，

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结婚介绍人即为杨开慧。
柳直荀之父柳午亭也是与杨昌济、 李肖聃一

道留学日本的同学， 是位出名的爱国知识分子。
1912年柳直荀考入长沙广益中学， 寄居“板仓杨
寓”杨昌济家，后就读于长沙雅礼中学。 在此时期
柳直荀结识经常来“板仓杨寓”聚会的毛泽东、何
叔衡、张昆弟、肖子升等进步人士，并与他们结下
深厚情谊。 受毛泽东的影响， 柳直荀走上革命道
路。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 1921年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负责湘区党的工作。 柳直荀
经常到清水塘去看望毛泽东与杨开慧， 并向毛泽
东汇报和请示工作。 李淑一后来曾回忆起这样一
件事：1922年秋的一个黄昏，柳直荀邀李淑一一同
前往清水塘。 在路过菜园时，李淑一不慎失足摔进
粪坑，柳直荀扶着满脚粪泥的她走进屋里，毛泽东
和杨开慧一边埋怨一边哈哈大笑。 毛泽东同柳直
荀到房里谈工作去后， 身怀六甲的杨开慧连忙打
来水，取出鞋袜让李淑一洗换，并关心地问起她的
一些情况，叙旧谈心。

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后，同年底，毛泽东从上
海回湖南养病，李淑一与柳直荀一起前往看望，感
谢促成他俩成婚的毛泽东和杨开慧。

1927年“马日事变”前夕，杨开慧从武汉回长
沙，她带着5岁的毛岸英到长沙留芳岭来看望柳直
荀和李淑一一家，当时他们的儿子柳晓昂还只有3
个多月，杨开慧向他们表示祝贺，并把柳晓昂抱在
怀里，亲热地逗引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 柳直荀作为农
民运动重要领导人， 协助毛泽东为推动湖南农民
运动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柳直荀离乡革
命，李淑一留长沙从事教育工作。 1929年5月，李淑
一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关押期间，杨开慧多次
托人探视。

李淑一出狱后，1930年杨开慧托人给李淑一
捎信，要李淑一寄纸、笔、书及生活衣物给她。 李淑
一按杨开慧所嘱，将所需物品购齐，准备寄给杨开
慧时，杨开慧不幸被捕。 杨开慧关押期间，李淑一
冒着危险前去探视， 并和父亲李肖聃一起想办法
营救。

杨开慧牺牲后，李淑一悲痛欲绝，多次前往板
仓看望杨开慧的母亲， 并曾动情地对老人说：“开
慧牺牲了，我就是您的女儿。 ”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17日李淑一致信毛
泽东， 祝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
利，并把杨开慧牺牲的情景，和她本人在国民党统
治区20多年的痛苦情况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回
了信。

1954年3月2日， 毛泽东写信给秘书田家英：
“……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
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拟以我的
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
受此种帮助否？ 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
也说得过去。 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
请她表示意见。 ”

1955年，李淑一因生病半年没有教书。 毛泽东
知道后，叫杨开智去看她。

1957年1月，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创刊号
首次刊发了，李淑一读后爱不释手，想起毛泽东在
和杨开慧交朋友的时候，填过一首《虞美人》词赠
开慧，但她只记得开头两句了，于是便给毛泽东写
信索取词的全文，以慰思念故友之情。 此事李淑一
后来这样回忆说：“我就写信给毛主席， 请他把送
开慧的词写给我，作为纪念；并把我在1933年听说
直荀牺牲，结想成梦，和泪填的《菩萨蛮》词一首，
请毛主席指正……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给我回
了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 开慧所述那一首
不好，不要写了罢。 有《游仙》为赠……暑假或寒假
你如有可能， 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
（《游仙》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接见李淑一
给杨开慧扫墓后， 李淑一把祭扫的情况回信

报告了毛泽东。
1957年12月17日， 毛泽东致信李淑一：“淑一

同志，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
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
一晤，顺祝教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
日。 ”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蓉园接见
了杨开智、李崇德和李淑一，并与李淑一同坐在
一个长沙发上。毛泽东谈到他送《蝶恋花》词的经
过时，他向在座的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介
绍李淑一说：“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 她
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
恋花》词，完全是照她的意思和的。 ”随后，毛泽东
留杨开智、李崇德和李淑一吃饭，亲自给他们敬
酒夹菜。

两年后，1961年6月，为纪念毛泽东蓉园接见，
李淑一作了一首七言律诗：

忆昔长沙识伟姿，重逢已是盛明时。
卅年事业惊环宇，四海人民仰导师。
话到忠魂弥恳挚，暖如朝日更温慈。
九霄杨柳春常在，附骥深惭蝶恋词。

李淑一与柳直荀
二三事
黄柏强

在湖南长沙县长桥（今长沙县泉塘街道），有一族著
名的“长桥柳”，为“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后裔。柳直荀即为

“长桥柳”氏第十八代孙。
柳直荀，1898年11月出生于长沙县高桥镇中南村。其

父柳午亭曾留学日本，与黄兴、杨昌济同学，回国后在长
沙以教书为业，曾创办“长沙圣和中学”（“圣和”源自《孟
子》中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即今之长沙县第一中
学。他给儿子取名“直荀”是取古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的寓意，期望儿子成为不随俗沉浮且刚正不阿的人。柳直
荀自幼得到父亲严格系统的指导，1912年考入长沙广益
中学，后考入雅礼大学预科。 在读预科期间，柳直荀结识
了毛泽东、何叔衡、张昆弟等人，并于1920年10月加入中
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2月经何叔衡等人介绍加入中
国共产党。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一直是聚少离多。
从1924年10月结婚到诀别，李淑一与柳直荀在一起

只有短暂两年半时间。柳直荀遇难时，李淑一才刚三十出
头。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李淑一带着一双儿女东躲西
藏，多次受到国民党的软禁、逮捕，但她对柳直荀的爱情
始终坚贞不渝。

“著名共匪之妻”要找个谋生的职业本就不易，更何
况还拖儿带女。 所幸李淑一是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
业的高材生，又在福湘女子中学专修三年，便当起了家庭
教师，以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之后，她就一
直以教书为生。

1928年冬,柳直荀从上海寄来他30岁生日的照片，照
片背后书唐诗二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1929年5月
他又从天津寄来信，打算接李淑一和儿女赴津，不幸此照
片和书信被国民党当局在桃花村老家查获， 李淑一这位

“著名共匪之妻”被捕入狱，关押在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
敌人向她追查柳直荀的下落，严刑拷打，但她始终不说。

李淑一后经柳李两家多方营救才被保释出狱， 但不
得离开长沙一步。自此以后，李淑一与柳直荀便失去了联
系。

李淑一与柳直荀早年有约， 一定要培养两个子女到
大学毕业。 在盼望、思念和劫难中，李淑一艰难地把孩子
拉扯长大，抚养成人：女儿柳挹群1945年毕业于湖南国立
师范学院音乐系（后定居美国），儿子柳晓昂1950年毕业
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后在国家计委工作）。

师生同享毛泽东“悼亡诗”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

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烈士和
亲密战友柳直荀烈士的无限深情。

柳直荀1932年在洪湖革命根据地被诬以“国民党改
组派”，遭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夏曦捕杀，牺牲时年仅34
岁。 1957年李淑一致信毛泽东，并寄上1933年梦见柳直
荀，和泪填写之《菩萨蛮·惊梦》，毛泽东即和有《蝶恋花·
答李淑一》。 该词被郭沫若称为“古今的绝唱”。

毛泽东另一首著名悼亡诗便是创作于1963年的《七
律·吊罗荣桓同志》了，“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
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十
分巧合的是，柳直荀和罗荣桓有师生之谊。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
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在南湾村，有罗荣桓故居和
罗荣桓元帅纪念馆。

在罗荣桓元帅纪念馆里，陈列有“1919年，罗荣桓离
开偏僻闭塞的南湾，到长沙协均中学求学”的资料。 协均
中学即今之长沙县三中的前身， 创办人为柳直荀及雅礼
大学预科同学，当时校长为柳直荀。在罗荣桓到长沙协均
中学求学的资料中载有“在柳直荀的影响下，罗荣桓思想
日趋进步。 ”

罗东进在《我的父亲罗荣桓》一书中这样说：“柳直荀
只比我父亲大四岁，但却属于我父亲的老师这一辈。这是
南湾的闭塞和长沙的开化给他们造成的差异。 ”

“君失柳”后的历史感慨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李淑一的回信中，赠给

了李淑一《游仙》（即后来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还特别
嘱托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 请为我代致悼
意。 ”并且寄去100元钱，要他代为祭奠。 可是，当时对柳
直荀到底怎样牺牲、殉难何处尚未弄清，更谈不上有墓
可看了。

李淑一曾苦苦追寻柳直荀牺牲真相， 可直到1976年
毛泽东逝世，李淑一也未能完成老友的这一托付。 后来，
随着柳直荀烈士牺牲真相大白于天下， 经湖北省人民政
府批准，1979年， 在烈士殉难处———监利县周老嘴心慈
庵，修建了柳直荀烈士纪念亭。李淑一为纪念碑题写了碑
文，文中详细叙述了烈士的生平事迹后，禁不住感慨道：

“极左败大业， 遗骨楚江滨”， 并告诫后来者：“团结戒自
戕，江山血铸成”。 此时已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三年了。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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