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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强

历史上的长沙县﹙1933年市县分治﹚是
毛泽东成长的大舞台，在这里，毛泽东就读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 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主编
《湘江评论》、发起成立文化书社、组织长沙共
产主义小组、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领导中共湘
区执行委员会工作……在这里， 毛泽东曾与
同伴“中流击水”、与杨开慧壮别天涯……

以往的资料，将毛泽东到板仓定格为“四
到板仓”；作者通过深入研究，发现毛泽东到
板仓至少有九次之多。

一到板仓

毛泽东第一次到板仓为1916年。根据《长
沙县志·柳午亭传》记载：“民国5年，毛泽东经
杨昌济介绍步行四十里赴柳家访问， 交换武
术和体育等意见，后撰写成《体育之研究》一
文，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是毛泽东公开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

毛新宇所著《爷爷毛泽东》载：“那是1916
年的暑假期间，杨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一天，
毛泽东冒着酷热，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里
到杨先生家中拜访请教。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
板仓……毛泽东回答说在研究体育问题，杨昌
济马上告诉他，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
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他便在
第二天，请了一位农民带路，前去拜访柳先生。”

毛泽东步行到柳家， 受到柳氏父子柳午
亭、柳直荀的热情接待。杨、柳两家系“交情三
世久，春色两家分”的挚友。柳午亭与杨昌济
为留日同学，是著名武术家、体育运动爱好者
和倡导者，住高桥方塘冲黄棠山庄。

毛泽东与柳午亭切磋武术， 称赞他在体
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
值得效法。

二到板仓

毛泽东第二次到板仓则是与杨开慧结婚
后的1921年春天了。此时杨昌济已过世。

杨开慧与毛泽东喜结良缘。他们“不作
俗人之举”，一不做嫁妆，二不坐花轿，也不举
行婚礼。 亲戚朋友前来祝贺也只用一杯盐姜
豆子芝麻茶招待。

虽然婚事新办， 拜访德高望重的外祖父
向寿吾及其他砖屋（向寿吾家）亲人却是必须
去的。

杨家和向家两代联姻， 杨昌济的父亲杨
书樵娶向家二十六世祖向国源之独生女———
杨昌济的母亲为妻。这是杨、向两家的第一次
联姻。 杨昌济的祖母和杨昌济的外祖母系同
胞姐妹， 她们来自长沙县葛家桥名门望族黄
家，系黄澹斋之女。

杨昌济因父母早逝，故常在杨、向两家轮
流生活、学习。

向国源嗣子泰椿， 号寿吾， 清授奉政大
夫，五品衔候选通判，次女向振熙嫁杨昌济，
这是杨、向两家第二次联姻。

望着身材魁梧、谈吐豪放、满面笑容的外
孙女婿毛润之，饱读诗书、终生以教育为业的
向寿吾老人，慈祥的面庞上露出微笑。他不时
和外孙女婿谈论时局， 时而讨论书中的一些
问题，不时微微点头……

三、四次到板仓

长沙市博物馆馆藏资料有易礼容在1976
年8月16日的回忆，关于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工
作“……黄爱、庞人铨被杀，赵恒惕要捉毛主席。
主席正在板仓，余盖（千山）去把的信……”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
九四九》（修订本）载，“（1922年）1月17日，黄爱、
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 被赵恒
惕杀害……毛泽东得知黄爱、庞人铨被害，立即
从板仓杨开慧家中返回长沙城。” 这是毛泽东
第三次到板仓。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领导长沙泥木工
人罢工取得胜利， 同日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
毛岸英出生。此时毛泽东一家住清水塘。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李湘文编著）
载：“1923年2月中旬，他（指毛岸英）随父母到
板仓外婆家过年。新年后，返回长沙，住清水
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载：“（1923年）
2月中旬……同杨开慧携毛岸英到板仓过春
节。”这是毛泽东第四次到板仓。

五到板仓

根据毛岸青纪念馆资料介绍：

“毛岸青，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湖南长
沙东乡板仓的外婆家中……9月16日， 毛泽东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
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从上海回到长沙，在湖
南筹建国民党……毛岸青刚刚满月， 毛泽东
又奉命离开长沙去上海， 准备赴广州参加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家世》（李湘
文编著） 载：“岸青出生时， 毛泽东刚好在长
沙， 因为中央派他来这里贯彻中共三大关于
国共合作的精神，帮助改组国民党。期间，他
得以抽空回板仓看望儿子。时间不长，儿子刚
满月，他接到中央之命，离长沙去上海，尔后
又转赴广州， 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这是毛泽东第五次到板仓。

六到板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
1903—1927从韶山到井冈山》 载，1924年12
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他先在长沙
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1925年2月6日和杨开
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韶山冲。

毛新宇在《爷爷毛泽东》中载：“1924年
12月底，毛泽东自上海回湖南。这一年的春
节，毛泽东是在长沙县东乡板仓杨开慧的家
中度过的……1925年2月6日（正月十四）毛泽
东带领全家回到韶山，同行者还有毛泽民。”

1925年农历正月十三日（2月5日），寿吾
老人与世长辞。 毛泽东与杨开慧随向振熙从
板仓出发一同赶往砖屋悼念。毛泽东写有“哲
人其萎” 四个大字的祭幛挂在临时搭就的寿
吾老人灵棚厅上。

七到板仓

《中国共产党长沙县历史》载，1927年1至
2月， 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2月5日，
毛泽东到长沙县考察，在板仓住了几天。这是
毛泽东第七次到板仓。

在这期间，毛泽东召开了有农民、手工
艺人、小学教员、乡村医生等参加的座谈会。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与会人员的家庭人口、经
济收入、当年收成、各阶层农民所占的比例
和当地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然后用真切的
事实，驳斥了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的污蔑和

攻击。毛泽东除到柳午亭家等一些地方进行
农民运动调查，还从板仓出发步行三十里来
到尊阳乡许家屋场（现为长沙县金井乡）杨
开慧嫡亲姨妈王十阿婆家，找杨立三详细了
解尊阳乡农民运动开展情况。

八到板仓

据《湖南人民革命史》载，党的“八七”会
议后，中央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指定彭公
达为新省委书记， 并派毛泽东回湖南协助彭
公达改组省委，贯彻党的新政策，领导秋收起
义。8月12日，毛泽东从武汉返湘后，即去长沙
县清泰乡板仓， 与杨开慧一道调查农民的土
地问题。这是毛泽东第八次到板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载：“（1927年）
8月16日……同日（或17日）由杨开慧陪同，
从板仓到长沙城里，仍住‘板仓杨寓’（已故
杨昌济在长沙的住所）。”据当年参加毛泽东
在板仓召开座谈会的钟庆生回忆，毛泽东离
开的先一天下午，杨开明（杨开慧堂弟，1930
年牺牲）安排其好友、开药铺的钟庆生通知
缪正和（务农）、郭子光、缪佩秋（务农）、钟亮
吾、王师忠（教员）、钟伏生共七人在缪正和
家（就在板仓的边屋里）开座谈会，人到齐
后，杨开明陪同毛泽东来到边屋里，毛泽东
对各人的收成情况、当地自耕农、雇农、半自
耕农情况等都作了了解， 并分析了革命失
败的原因。第二天晚8点，钟庆生找郭子先、

钟伏生用轿子送走毛泽东， 天未亮就到了
水渡河。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 与韶山来的农民座
谈土地问题。 通过对板仓和韶山两地农民的
调查，草拟了《土地纲领》。这是毛泽东在土地
革命问题上对全党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湖南
省委稍后讨论秋收起义纲领中提出的土地问
题纲领提供了基础。

九到板仓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
1903—1927从韶山到井冈山》 载：“八月三十
日， 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
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
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会议
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
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
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
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清晨乘
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 他走前先送杨开慧回
板仓， 要她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管好三个孩
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这次分手竟成了他们
的最后离别！”

1951年，杨开智到北京，毛泽东谈到最后
一次到板仓时对他说：“我从后门竹山跳进来
的，开慧走前门。”毛泽东与杨开慧家的保姆
陈玉英回忆说：“毛主席翻过屋后竹山回来，
脚都冒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毛泽东九到板仓

袁浩

日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在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电
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要加快构建引导和鼓励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长效机制。

基层是什么 ？有人说 ，基层是一片沃土 ，
“根深方能叶茂”，只有把根扎进基层沃土，在
基层锻炼才干、涵养底气 ，才能积蓄后劲 ，增
强担当大任的实力。也有人说 ，基层是坟墓 ，
基层条件艰苦、 工作辛苦， 在基层会埋没人
才、销蚀志气，最终误家误己。

或许 ， 每个人对基层的看法都有道理 。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古往今
来的成才规律昭示，凡志在高远者，都是在基
层这片沃土中成长磨练出来的， 基层于他们
而言，就是培养、造就人才的熔炉。但同时，在

当下的社会生态和教育生态里， 基层又确实
如有些人所担忧的， 它是一个被现实困扰填
满的概念， 很多人抱着对基层充满着无限希
望的预期， 却又在基层的现实里屡屡失望碰
壁，最终抛弃基层，脱离基层。

几年前， 厦门大学一位女博士下基层社
会实践时，因为对各方面条件不满，在微博上
“吐槽”表示今后 “死都不下基层 ”，受到舆论
高强度、多视角、多侧面的批评 ，有人甚至认
为，这是博士的悲哀 、大学的悲哀 、教育的悲
哀。 但也有理性的声音指出———高举道德的
大棒，批评“死都不下基层”是容易的，可如果
不从体制机制方面反思，就永远无法破解“不
愿下基层”的难题。

基层的艰苦， 莫过于长期艰苦地做具体
事情，难以构成创业、事业的追求，缺乏“成就
感”。同时，趋利避害是大多数人的天性。国内

经济发展不平衡， 造成偏远地区及中小城市
的边缘化； 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的反
差， 基层创业环境的相对恶劣以及社会评价
不高，都可能使刚毕业的学子望而却步。

因而，首先要事业留人，事业育人。像袁隆
平、许振超等等，都是扎根基层 ，才创出了非
凡业绩 ， 他们是所有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此
外，要将人才引导到基层，在现阶段很大程度
上还取决于政府激励政策的进一步“做实”。

值得期待的是， 从国家层面已经越来越
重视基层一线，越来越关注基层 、关爱基层 ，
注重改善基层工作条件和工作待遇， 这让到
基层去的大学生有可能看到实实在在的 、可
以与留在大城市的 “好处” 作一番权衡的益
处。如此一来，基层在大学生心里就会有吸引
力， 就会是值得去努力奋斗一番的地方，“到
基层去”才能叫好又叫座。

金海燕

病变的肺、穿孔的咽喉、烂掉的牙齿、
畸变的胎儿……这些图片让人触目惊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
吴明连续7年交提案， 呼吁烟盒上印 “黑
肺”图。

从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
生效以来，为了控制吸烟，各地政府也曾下
了力气。据统计，目前包括我省在内，全国已
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8个城市为室内
公共场所无烟立法立规。

吸烟有害健康 ， 已经成为全民在理
论上的共识 ， 但控烟的实际效果却并不
理想 ： 我国的吸烟总人口 、 烟草消费量
仍是在全球全面控烟背景下增长最快的
国家之一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我
们的宣传力度不够 ， 尤其是直面烟民的
宣传力度不够 。 虽然法律严格规定了烟
草制品不能出现在广告上 ， 然而也很少
看到 “吸烟有害健康 ” 的各种公益广告
出现在公众场合 ，此其一 ；其二 ，如今的

烟盒大都装潢考究 ， 品牌更是或庄严如
“中华 ”“人民大会堂 ”， 或美满如 “红双
喜 ”“龙凤呈祥 ”， 或给人以美好遐想如
“紫气东来 ”“红杉树 ”……这样的装潢和
品牌 ， 让烟民在吸烟时感受到的 ， 不是
“吸烟有害健康 ”的警示 ，而是一种轻松
和愉悦 。

区区几个文字的警示，往往无法抵消
包装给人带来的愉悦。 有鉴于此，《公约》
提出了用“黑肺”、“烂牙”之类图案代替文
字警示。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图片警示，并且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1年，加拿大开始
在烟盒上采用图形警示，前后九年的数据
对比，该国吸烟率下降了12%至20%……这
样有效、简便、投入不大的控烟措施，我们
何乐而不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但
愿有更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吴明一
起呼吁 ，督促有关部门能够把 “烟盒印黑
肺 ”这样的细节 ，与实现全面小康的伟业
联系在一起，将控烟进行到底。

马涤明

因为宠物狗被小区业主轧死，赔偿发
生纠纷，安徽省芜湖市光华星城小区保安
周少华携带 “野猪矛”， 跑到小区业主家
中 ，将业主周某夫妇杀害 ，周某年仅11岁
的女儿受惊坠楼身亡 。近日 ，芜湖市中院
判处周少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条狗搭上四条人命的悲剧令人扼
腕，但引发悲剧的原因并不复杂也并没什
么大不了的： 宠物狗在小区内被车轧死，
身为小区保安的主人要求车主赔偿5000
元，车主只愿意赔偿1500元，双方谈不拢，
一来二去，最终酿成慘案。

悲剧的背后，是不知法、不懂法、不守
法酿成的恶果 。本来 ，法律是定纷止争的
最后途径 ，这之前 ，还有政府和社区调解
机制 。 但这一事件双方既未选择法律诉
讼，也未报警 、寻求调解 ，原因不得知 。这
一悲剧警示我们，发生纠纷后首先要懂得
理智的重要性，避免冲动，冲动是魔鬼。其
次，大家都应培养 “有事 ”找法律的意识 ，
形成习惯。

应该说 ，随着法治建设的进步 ，国人
的法律意识早已今非昔比，但有些人还没
有达到平心静气、和和气气对簿公堂的境
界 ，很大原因是观念问题 。现实中不少的
矛盾纠纷 ，之所以不能合理地 、平心静气
地解决 ，还与人们在规则 、文明认知上的
差异有很大关系 。 比如广场舞引发的冲
突， 跳舞的人都是认准一个 “活动自由”
“中老年人文化娱乐权利”的理；而不满噪
音骚扰的人们则认为 ，你的权利 、你的自
由不能妨碍他人 。 文明的逻辑上 ，“你挥
舞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 ”，在 “鼻尖 ”
之外 ， 你可以任意挥舞 。 我国法律也规
定 ， 不得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和
工作 ，否则给予治安处罚 。但由于有关方
面态度的暧昧 ， 特别是执法上的 “和稀
泥 ”“跳舞的自由 ”与 “扰民 ”的矛盾上孰
是孰非 ，往往被混淆 ，这是导致冲突多发
的一大原因。

“一条小狗搭上四条人命”，本是不该
发生的悲剧， 事件背后有关文明素养、法
律文化 、规则意识 、解决矛盾方式选择等
问题，都值得深思。

� � � � 近日 ，有热心网友向媒体反映 ：河南
安阳一小学的新生面试通知中，注明要求
携带父母双方学历证。联想到此前广州一
私立小学招生时 ，要求 “学生家长的学历
须是本科以上 ”一事 ，当地许多市民猜疑
四起，是否这所学校也对家长的学历有特

别要求呢？校方很快回应，只是作为参考。
无论是 “参考 ”，还是硬性规定 ，小学

生面试要看家长学历， 都不合规合法，也
显得荒唐 。古人尚提倡有教无类 ，现代学
校如何还倒行逆施？

画/朱慧卿 文/赵武

让“梦想”
照亮诗意的人生

郭文斌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凌丽秀是四川大学
江安校区后勤部水电中心的一名值班员 ，但
她的另一重身份是诗人。两年时间里，凌丽秀
在工作间隙，旁听了川大的诗歌课程，创作了
1500多首诗歌。这个性格内敛的校工，为自己
取了个笔名“光芒”。“她有的短诗写得相当不
错，看得出，是一个内心有光亮的人！”著名诗
人、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这样评价凌丽秀。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 且过了不惑之年的
大学校工，似乎过了梦想的年纪，但因为对诗
歌的热爱，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成
为了一位创作颇丰的 “草根诗人 ”，如同她的
笔名“光芒”，这位“校工诗人 ”就像是一面镜
子，照出我们生活的暗淡，也照出了一个普通
人的诗意人生。

“校工诗人”的成功 ，首先来自她孜孜不
倦的学习。她走进图书馆，看了不少书 ；她走
进课堂，成为了旁听生。这样“学习”了两年 ，
也有了自己对诗的感觉；其次，来自周边人的
帮助。帮助“校工诗人”的人不少，有学生 ，借
给她借书卡，更有诗人、教授，允许她旁听，给
她提意见，给她鼓励，给她指导；最重要的是，
“校工诗人”的心中有诗，有梦想。“校工诗人”
们虽然起点低，但如果心中有梦想，通过自身
的努力，通过读书，也会拥有灿烂的明天。

的确，一个内心有光芒有诗意的人，不会
因为工作的平凡或是地位的普通而减少夺目
的魅力。如果说，是诗歌让一个生活原本普通
的平凡人，展现出不一样的光彩；同样也可以
说，是普通人让诗歌焕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让“到基层去”叫好又叫座 “黑肺”上烟盒，
控烟更有效

“一条小狗搭上四条人命”的警示

荒唐！
招录小学生，先看父母学历

新闻漫画

� � � �杨家板仓故居。（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