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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穿越时空的东西， 不是物质，而
是思想。 在“五四”青年节，回忆与“五四”
有密切关联的匡互生和胡乔木两位先生，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因为
他们积极地生活，执著地进取，忘我地为
国操劳、为民分忧，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们
身上的许多闪光点， 让青年人高山仰止、
敬佩不已。他们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
的生活、高贵的思想和充满生机活力的行
为模式，对我们的成长极具启发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的一生只有一
次青春。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
青春是用来回忆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好三点：

一要忠诚。首先要讲政治，要强烈地、
毫无保留地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

于人民。 时刻维护党的形象和地位，认识
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进步息息相关，把个
人奋斗融入一个民族的伟大抱负，融入一
个国家的战略发展，这样，个人奋斗才有
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认真而不敷
衍，踏实而不轻浮，奉献而不索取，视责任
重于泰山，视使命如同生命，自觉报效国
家、服务社会。

二要明德。 待人以诚，以心换心，将心
比心，言而有信，一诺千金，光明磊落，真实
坦诚。 要与人为善，像水一样滋润万物而不
求回报，眼睛向下从不高攀，谦虚谨慎从不
张扬，洗污涤垢自身高洁，遇到障碍奋不顾
身；要报组织的培育之恩，尽职尽责，干好本
职工作；报社会的关爱之恩，奉献社会，做出
贡献；昂扬斗志、锐意进取，把人生的种种挫

折变成个人成长成熟的“磨刀石”。
三要力行。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有

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
能够创造出来。 ”如今，梦想与机会都有
了， 最重要的还是奋斗与实干，“中国梦”
不能大而化之、空而谈之，每个人做好自
我，脚踏实地，就能一步步实现中国梦。年
轻人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不能“头重脚轻根底浅，嘴
尖皮厚腹中空”。 思以周，敏于行，破解难
题认真负责，推动工作真抓实干，真正做
到有位有为。

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青年
们将迎着雪消山青、江晴花红的春光阔步
前进，以实际行动证明：时代将因青年而
绚丽，未来将以青年为荣耀！

王晗

湘江之中， 或大或小的洲岛，
见证了长沙城市变迁， 也承载着一
代代人的记忆。

沿潇湘大道南行， 猴子石大桥
西南， 远远地可以看到江边一小块
梭子形的沙洲， 名曰柏家洲， 准确
的地名是岳麓区洋湖街道白庙坪社
区。

这个面积只有0.59平方公里的
小洲， 并不像其他江心洲一样四面
环水。 尖锐的洲尾正对准靳江入湘
江口， 整个沙洲呈狭长状， 几乎与
湘江西岸连接在一块， 看上去更像
一条靠岸停泊的巨轮。

从洲头到洲尾， 全长大约1.5公
里， 最宽处也不过50多米， 北端、
中间、 南端已有三条与岸上连通的
路。

曾经是长沙的“小南京”
从湘江风光带上洲， 视野豁然

开阔。 错落有致的砖瓦房， 曲径幽
深的小道， 娇艳欲滴的油菜花， 渔
船、 古树、 青草、 江风……人们穿
梭其间， 已淡忘了城市的喧嚣。

柏家洲很窄， 大约不到10分钟
就可以从西岸走到东岸。 在岸边，
我见到了洲上的原住民赵忠老人，
他正悠然地抽着烟。 “问我算是找
对人了!” 67岁的赵老在柏家洲土生
土长， 在城里工作了37年， 退休后
落叶归根回到洲上， 一住又是15
年。

关于柏家洲名字的由来， 相传
明洪武年间， 江西移民柏某来到这
里， 插草为标， 开垦田地， 故名柏
家洲。 “五十年代， 柏家洲号称长
沙的‘小南京’， 最热闹的时候洲
上有1万多人。” 赵老一脸得意地
说。 新中国成立后， 柏家洲被划归
长沙市区。 那时粮食、 盐、 土特产
都靠水路运输， 柏家洲在湘江和靳
江河交汇处， 便成了进入长沙城的
门户， 海关、 税务所、 酒厂、 旅
馆、 米店等等什么都有， 人来人
往， 车水马龙， 一派繁华光景……
听赵老讲柏家洲的故事就像说自己
的家事， 像是在听书， 眼前浮现
的， 是一幕幕电影里的场景。

“后来， 一到雨季洲上就涨
水， 慢慢地败了。” 说这话的时候，
赵老一脸惋惜。 由于地势低洼， 每
年雨季柏家洲都会被淹， 于是长沙
印染厂、 酒厂、 豆豉厂都搬到溁湾
镇去了。 如今， 除了几处上百年历
史的老房子外， 老洲的喧嚣只停留
在赵老这辈人的记忆里。

“渔舟唱晚” 的美好景色
柏家洲是湘江有人居住的四个

洲之一， 目前住着100多位原住民。
据赵老说， 他刚搬回来时这里只有
20多人。 洲上没有农田， 居民多以
捕鱼为生。

很早之前， 柏家洲人就将洲与
岸之间狭长的水道修成天然鱼塘，
用黄泥巴将两端堵上， 便成了南北
两端洲与江岸的通道。 而这狭长的
水道最早其实就是靳江河。 因防洪
需要， 上世纪70年代， 政府新修了
河道， 将靳江河入湘江的一段由弯
改直， 在柏家洲尾处汇入湘江。

春日， 三三两两的渔船、 摩托
艇闲置岸边。 房前屋后的坡地上，
横七竖八的菜园子中菜长得极好，
让洲上的居民生活自成体系。 赵老
告诉我， 到了捕鱼季， 渔民就会跳
进水道挂网捕鱼， 也会多出不少前
来“尝鲜” 的游客， 柏家洲便会是
一幅“渔舟唱晚” 的美好景色。

“2000年以后， 陆续有人搬到
城里住了， 留下来的大多是老幼妇
孺， 靠吃低保过活。” 赵老回忆，
后来柏家洲东侧建起了皮划艇俱乐
部， 东南侧也聚集了一批吃鱼的游
船， 划艇与夜宵让老洲多了一丝热
闹， 近两年因合法性和安全性通通
等原因被政府取缔了。 于是， 废旧
的厂房、 私房， 闲置的渔船、 摩托
艇在柏家洲上随处可见， 只有几间
吃河鲜的餐馆生意依旧红火。

“早些年洲上家家户户就都通
了自来水、 电视， 也装了空调、 洗
衣机和冰箱， 生活条件跟岸上没有
区别。 洲上空气好、 环境好， 周末
来这里露营、 烧烤、 野炊的人特别
多。” 说到这， 赵老脸上老柏家洲
人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将被建设成洋湖的配套
公园

“应该马上就要拆迁了， 我看
过政府公布的规划， 柏家洲将要被
建设成洋湖的配套公园， 真舍不得
祖宅啊……” 赵老深吸一口烟， 指
着眼前一片已经建成的湘江风光带
说。 5年前， 赵老亲眼看到岸边成
片的老房子被拆迁， 如今已建成湘
江风光带， 被很多路过的游人误认
为“高尔夫球场”。

临近江边， 一排斑驳的趸船和
几艘退役的游艇在生了锈的缆绳、
锚墩拉扯下， 随着浪花轻轻摇晃，
好像总是摇头， 不肯随潮流而去。

依原路返回， 洲里洲外， 已然
两个世界。 柏家洲上， 随意搭建的
小屋与两岸的都市风貌极不搭调，
墙壁上还清晰可见“禁止下河， 杜
绝血吸虫病” 的警示标语； 洲对
岸， 建设中的洋湖片区车流熙攘、
挖机轰鸣， 用速度和喧嚣衬托着洲
上的安详静谧。 前者是沧海桑田的
历史老洲， 后者是拔节生长的现代
新城。

哲人说， 丰富多彩是世界之
福。 千百年来， 柏家洲守着自己的
寂寞和风华， 不为人所熟知。 当它
将被时代发展需要时， 这里的人们
心中有着百般滋味。

柏家洲：
繁华过尽
温润如昔

“五四”青年节

98年前的“五四”火炬，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以“爱
国、进步、科学、民主”为主题的“五四”精神，至今仍激
励着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不息。 我们深情
缅怀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时，不能忘记两位与“五四”
有莫大关系、令人敬佩的先贤：匡互生和胡乔木。

瑞昇

匡互生， 出生于湖南邵阳东乡长沙
村 （今邵东县廉桥镇）， 是从一个相对
偏僻的地方成长起来的青年。 在革命理
想信念的引领下， 他毅然投身中国革命
的洪流， 挺立时代的潮头。 他一生中做
了两件影响历史的事情。

一件是1919年5月4日， 匡互生作为
爱国学生运动领袖， 与傅斯年、 段锡朋
等组织了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 游行
时， 匡互生率先冲入曹汝霖住宅， 并号
召守卫的警察“争国权、 惩治卖国贼，
以振国威”。 匡互生的言词慷慨激昂，
使警察受到感动， 自动取下枪上的刺
刀， 退出上膛的子弹， 让匡互生等打开
大门， 游行者昂扬而入。 随后， 匡互生
带头火烧赵家楼， 成为“五四” 运动的
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壮举， 唤起了中华
民族的觉醒， 推动了现代中国的改革进

程。
另一件事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有关。

1920年， 匡互生在五四运动后为躲避当
局追查， 从北京回到湖南， 应聘于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 当时毛
泽东在师范附小任主事。 匡互生慧眼识
才， 十分欣赏毛泽东， 不顾一些保守人
士的反对， 破例聘请只有中师 （中专）
学历的毛泽东担任一师国文教员。 他认
为学历只是一种凭证， 真才实学最重
要， 毛泽东读书勤奋， 学识厚实， 写得
一手好文章， 有一身好才干， 完全胜任
这一职位。 为破格录用毛泽东， 匡互生
特意在人事制度中新加了一条规定： 附
属小学的主事可以到师范学校任课。 毛
泽东因此成为第一师范当时唯一未读过
大学的教员。 毛泽东后来深切感念匡互
生并评价他是“苦行僧”， 称赞他有崇

高理想， 能自我节制、 自我磨练。
也许如果没有当年匡互生的提携，

毛泽东就不会在第一师范度过书生意
气挥斥方遒的青年时期 ： 他在一师
与匡互生曾共同创办文化书社， 他在
一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从事建党
建团工作， 从一师出发奔赴党的“一
大” 会场，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
一。

这不仅说明匡互生独具慧眼， 知人
善任， 也说明他不因循守旧， 敢于创
新。 著名诗人朱自清在 《哀互生》 一文
中写道： “他心里那一团火， 是热， 是
力， 是光。” 巴金著文称“我把他当作
照亮我前进道路的一盏灯”。 匡互生后
来被人们称作“五四的先驱、 勇敢的闯
将”。 他的彪炳业绩、 敢想敢做的精神，
我们永远不能忘却。

“五四”运动先驱匡互生先生

1939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
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中
国青年运动的思想问题》。 陈伯达读后认
为写得很好，推荐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
觉得乔木是个人才。 1941年1月毛主席秘
书周小舟调走， 毛主席就把胡乔木调到
了身边， 年仅29岁的胡乔木成为48岁的
毛泽东的秘书， 陪伴毛泽东长达25年之
久，见证了一代伟人艰苦奋斗、兴国安邦
的重要过程。

胡乔木受益于“五四”运动，他撰写
纪念文章被毛主席发现， 改变了一生的
命运；另一方面，胡乔木又是“五四”精神
最好的诠释者、践行者，他的许多功绩是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为迎接建党30周年，1951年胡乔木
奉命为刘少奇起草报告。 6月的北京酷热
难当，坐在家里一动不动都会浑身出汗，
胡乔木家没有电扇， 他伏案写作热得实
在没办法，就在大澡盆里放一盆凉水，在
澡盆上搁一块木板， 坐在澡盆里前后写
了一个星期，写出了数万字的《中国共产
党的三十年》。 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一
字未改， 并批示说不要作为中央领导人
的讲话稿了，就以“胡乔木”署名在《人民
日报》发表，这是为数不多的以胡乔木个
人名义发表的文章。 这件事可以看出胡
乔木吃苦耐劳的精神， 及对工作的用心
之深、文才之高。

胡乔木是名副其实的“文胆”。 他思
想周密，眼光透彻，才文并茂，一生参与
了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 材料的起草
工作：他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的起草，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
出了贡献；他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
年》 是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
党史；他先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第1至4
卷的编辑工作， 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付出
了大量心血；他参加起草了1954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1956年党的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 为国家的法
制建设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他在1978年10月国务院务虚会议
上发表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
四个现代化》讲话，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
革进行了初步的理论论证； 他负责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
1980年至1981年在邓小平等同志主持下
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起草工作，为实现中国历史性转
变，为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
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创立和制定党在该阶段的理论、 路线和
政策作出了重要贡献；1982年他参与了
《宪法》修订；1978-1991年他主持编撰了
《中国大百科全书》， 成为中华民族科学
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他领导过
中国的文字改革， 我们现在使用的简化
汉字、汉语拼音、普通话都离不开他的贡
献； 他对新时期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
大政方针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建议， 影响
深远……

以上这些重要文献和历史贡献，有
人有幸参与其中一篇、 一项都足以名留
史册，乔木同志却几十年如一日，把党的
指示、集体的智慧和个人的思想、文采熔

为一炉，化为流传千古的文字，把毕生精
力奉献给党的重要工作。 有两位伟人恰
到好处地评价了他。 毛泽东主席说：“靠
乔木有饭吃。 ”邓小平同志说：“乔木是我
们党内第一支笔杆”。

晚年，胡乔木同志仍为党、为国家竭
忠尽智、呕心沥血。 因为长期的超负荷工
作，胡乔木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工作
大多依靠药物维持， 上午工作时服兴奋
剂，中午休息时服镇静剂，下午还得服兴
奋剂。 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仍夜以继
日地写作，写出了长篇论文《中国共产党
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共重大政
治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升华。 他殚
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精神贯穿于一生，他
在诗中以“蚕”自喻：“吐下去，我的丝！ 但
愿它真能使全人类的身心都披上锦绣！ ”
他把生命同中国革命的艰巨事业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人民的根本福祉，紧紧
地融为了一体，让人敬佩不已。

胡乔木评价自己说：“我这个人，说实
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
政治服务。 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
是要为人民服务。 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
我就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离
开了人民的利益， 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乔木同志的
这段话就像一面镜子，特别对广大干部在
参与作风转变和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
更有借鉴和警醒意义。 这个“终生用笔
来为人民服务的人”，在为党和国家写“不
朽文”的过程中，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给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先生

他们教给人们和世界一种高尚的生活、
高贵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