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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成奇 李艳丰 梅世昌 王昕伟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1959年6月25日， 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
家乡———湘潭韶山。

刚走进韶山招待所， 毛泽东就对身边的
韶山派出所所长胡兆祥、 韶山招待所所长赵
伯秋说：“你们去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
来。” 接着又补充道：“把我大哥也接来!” 毛
泽东说的“山神”“土地”，指的是韶山公社、大
队的负责人；而他尊称为“大哥”的人，正是他
的堂兄兼私塾老师毛禹居（也作毛宇居）。

亦师亦友，兄弟情深

毛禹居，字先甲，名泽启，禹居是号，清光
绪七年（公元1881年）六月生。他是毛泽东的堂
兄，比毛泽东大12岁。在毛泽东的人生道路上，
毛禹居不仅以一个兄长的身份对他关照有加，
作为私塾教师还对其求学之路多有提携，两人
都热衷于革命和教育事业，亦师亦友。

毛禹居自幼好学，尤工诗对。曾在家乡井
湾里设馆授徒，从1906年开始教过毛泽东10
个月的书。那时候，毛泽东喜欢在课堂上偷偷
地读《三国演义》《水浒》《说唐》等当时认为是

“杂书”的小说。等毛禹居走过来，他就把课本
放在小说上面。 毛禹居让毛泽东背诵教授的
内容时，毛泽东都能倒背如流。毛泽东后来对
此也回忆：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
喜欢看的是中国旧小说， 特别是关于造反的
故事。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
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读的。

在此期间， 毛泽东因反对私塾陈规和厌
烦毛禹居的教法，偷偷溜出室外，到山上独自
看书，末了摘一把毛栗子回来，也孝敬先生一
份。毛禹居大怒，知道背书难不倒他，便望着
天井罚他作诗。毛泽东略一思索，出口成诗：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围墙。清清见卵石，小鱼
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尽管有一些叛逆， 但是天资聪颖的毛泽东，
依然得到堂兄毛禹居的格外赏识和关照，学
到了许多难得的知识。 特别是毛禹居专门为
他点读的《左传》，大大拓宽了他的历史知识
和视野。

当后来毛泽东不满足于在家务农而要去
湘乡东山小学堂求学时， 毛禹居还专门来到
上屋场，向堂叔、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极力赞
赏堂弟：天资过人、不同凡响，将来定成大器。
正是在毛禹居的劝说下， 毛顺生终于同意了
儿子去湘乡求学， 毛泽东才得以走出闭塞的
韶山冲。

1926年,毛禹居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
失败后，他在韶山坚持斗争，冒险保存毛泽东
的听课笔记，冒死保护毛泽东的祖坟，尽力保
护和照顾毛泽东的亲属， 如毛泽覃的妻子周
文楠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协助党组织照顾毛
泽覃的儿子毛楚雄，还曾任《韶山毛氏四修族

谱》总纂，在谱中赞扬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
忘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毛泽东在韶山
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既有反映乡间各
种情况的，也有请求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的。
对此，毛泽东或者自己直接处理，或者写信委
托毛禹居协助解决。 他们之间开始了频繁的
书信来往。毛禹居通过给堂弟写信，给远在千
里之外的毛泽东带去了韶山乡亲们的祝福和
问候，传递着乡间的信息；毛泽东则通过和堂
兄毛禹居书信联系， 也顺便了解了韶山的乡
情社情。每逢遇到毛泽东交办的事情，毛禹居
总是尽心尽力，实实在在地为堂弟分忧 ，让
毛泽东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国事。

对毛禹居这位亦师亦友的兄长， 毛泽东
充满了感激之情，多次邀请他到北京作客。

为湘潭大学题写校名

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对家乡的热爱，让
毛泽东和毛禹居两人产生了更多交集。在
毛泽东眼里，这位大他12岁的堂兄，不仅是一
位令他感恩难忘的兄长、 让人肃然起敬的师
长，还是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1952年和1958年，毛禹居受家乡人民所

托，两次专程赴京，请毛泽东先后为家乡的韶
山小学、湘潭大学题写校名，毛泽东都欣然答
应。毛禹居为家乡教育事业奔走呼号，毛泽东
十分高兴， 说：“国家需要人才， 教育就要发
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
家多出力。”

1958年6月， 湘潭县委在杨嘉桥原湘江
煤矿旧址创办湘潭大学。 毛禹居受聘为该校
的教师， 并于当年8月上旬赴北京向党中央、
毛泽东汇报湘潭大学筹办情况。 听到家乡创
办大学的喜讯，毛泽东十分开心，详细询问了
学校的校址、学生、教师、经费等有关情况，并
在谈话过程中指示“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
好”。

那时找毛泽东题字的人很多， 毛泽东大
多委婉推辞。 当毛禹居提出想请毛泽东为
湘潭大学题写校名时， 毛泽东谦虚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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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给你们写
了，那他们会有意见吗？”

毛禹居提出了解决办法：“这个好办，您
写两张，一张给湘潭大学，另一张给湘乡东山
学校，我替您送去，这样两县人民不就都满意
了吗？”

毛泽东听后笑了笑，点点头，表示同意。
送别时， 毛泽东再次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
学办好!”

1958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凝
神写了湘潭大学校名。校名共写了两幅，函件
上均是用大字笔写的一寸见方的大字， 其中
一幅在右角上还打了一个圈。打圈的这幅，是
毛泽东认为写得满意的一幅， 字迹遒劲、浑
朴。

9月中旬，毛禹居带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
湘潭大学校名回到了湘潭。 这个特大喜讯传
到杨嘉桥， 给刚建校的湘潭大学师生极大的
鼓舞。大家举着红旗，敲锣打鼓，从河口把毛
禹居迎到了学校。 当天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庆
祝大会， 全体师生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

“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
学校还决定， 为了纪念毛主席为学校题

写校名的日子，每年9月10日为校庆日。无巧
不成书，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9月10日
确定为教师节。

毛泽东和毛禹居对于家乡办教育的关
心，尤其是毛泽东为家乡所办学校题写校名，
早已传为佳话， 而他对于家乡所创办的大学
更是挂念于心。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遭受
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 湘潭大学创办一年
便被迫停办。1974年11月， 毛泽东最后一次
回湖南时，特意询问湘潭大学的办学情况。湘
潭大学于1975年9月10日得以高规格、 高起
点、高水平复校，成为“文革”后期国务院批准
建设的全国第一所大学， 且迅速进入首批全
国88所重点高等学校行列，并与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 南开大学等一起入选16所综合性全
国重点大学。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
“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59年6月， 与上次北京见面时隔不到
10个月，毛泽东与毛禹居在韶山又见面了。

当毛禹居老人获悉毛泽东回韶山了，不
顾78岁高龄，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立即从所
住的蔡家塘赶到了韶山招待所。

毛泽东听说毛禹居老人来了， 赶忙迎了
出来，拉住这位老人的手，连声问候：“大哥，
好哇！身体还健旺啵？”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
老人踏上宾馆内台阶， 走向室内……兄弟相
逢，倍感亲切；师生相聚，倍觉情深。

毛泽东询问了毛禹居生活等情况后，对
他说：“我到家乡的田园去看看， 还要请你当
向导呢。你是老辈人，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知
道。”毛禹居欣然应允，当晚毛泽东留毛禹居

在韶山招待所安歇。
第二天下午2时许，毛泽东离开寓所，和毛禹

居等人一起，乘车来到毛氏宗祠。毛氏宗祠 ，是
毛泽东创办的农民夜校旧址之一，他和夫人杨开
慧曾在这里对农民群众进行过文化知识和革命
思想教育。离开毛氏宗祠，来到毛震公祠。走进毛
震公祠，毛泽东忽然回忆起往事，他看了看身旁
的毛禹居说：“1927年， 我回来考察湖南农民运
动，你们就在这里欢迎我。”

“主席，你还记得？”
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

欢迎会上致辞呢!”
“是的。”毛禹居抚着银须朗朗背诵起来，

“毛君泽东，少年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
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

参观完毛震公祠，按日程安排，要到韶山水
库游泳。 从毛震公祠到韶山水库有一里多路，路
很窄，不能行车，只能步行。一路上，毛泽东搀扶
着毛禹居老人， 漫步在韶山冲的山间小道上。摄
影师侯波抢拍下这动人的画面，照片一直流传至
今。

傍晚，毛泽东宴请父老乡亲。毛泽东走到毛
禹居面前敬酒， 毛禹居说：“主席敬酒， 岂敢岂
敢！”

毛泽东笑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众人举杯畅饮。

堂兄 塾师 挚友
———毛泽东和毛禹居的交往故事

� � � � 1958年9月10日， 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的
校名。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毛禹居携手而行。 侯波摄

� � � � 据新华社天津9月9日电 9月8日，在
第三十三个教师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市委书记
李鸿忠、市长王东峰陪同下，到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考察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
况并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
问候。 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教育事

业有了更大发展，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得
到更好发挥，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首个
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高校。在工程实训中
心，李克强详细了解学校是否与企业合作
实行订单式培养，对西部和偏远省份学生
是否减免学费， 学校负责人给予肯定回
答，并告诉总理学校连续十年毕业生初次

就业率超过90%，李克强勉励他们要当好
职业教育的孵化器， 为办好更高水平教
育、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作出积极贡献。

李克强同正在实训的学生们交流，
询问他们操作各类数控机床的感受。 李
克强说， 你们未来不是一般的老师，是
工匠之师，集老师和师傅于一身，既传
道又授业， 要瞄准国际先进技术和理
念，开阔视野，打牢基础，将来培养出更

多又专又精的工匠，推动中国制造的产
品上档次。 在数字制造教学现场，李克
强观看了学生开发的用于无人工厂的
自动导引车和加工的模具等，当得知学
生们从大一就开始接受实训， 李克强
说，这很重要，提高教育水平一定要注
重把书本知识和实践技能结合起来，夯
实理论基础，提高应用水平，使学生动
脑动手齐头并进。

李克强在天津考察职业教育时强调

办更高水平教育 育更多优秀人才
南京成为全球第169座

“国际和平城市”
据新华社南京9月9日电（记者 蒋芳）记者9日从“第十

六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上获悉，经国际和平城市协
会批准，南京成为全球第169个“国际和平城市”。专家认为，
此举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得到了联合国的正式认可。该
协会致力于连接、促进和鼓励全球开展和平活动的城市，实
现世界和平的梦想。每一座城市都在竭尽所能，通过修建学
校、抚养孤儿、救助战争难民、传播非暴力理念等方式，捍卫
城市安全，促进城市繁荣。

在过去的两年里，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和
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以民间机构的名义，共同向“国际和
平城市协会”发出申请报告。 9月4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通
过视频向全球公告，南京成为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

墨西哥地震
遇难人数升至58人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8日电（记者 崔元磊）墨西哥内
政部下属的全国民防机构负责人路易斯·普恩特8日下午表
示，据全国应急委员会的报告，墨西哥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
至58人。

女排大冠军杯：

中国女排“零封”俄罗斯
据新华社日本名古屋9月9日电（记者 严蕾）中国女排

9日在这里迎战欧洲传统强队俄罗斯队， 以3∶0获胜。 至
此，中国女排已在本届大冠军杯比赛中保持四连胜。

荨荨（上接1版④）
经过几年的发展， 内容创业面临

着流量红利耗尽、线上线下连接乏力、
内容 IP化以及商业变现难等发展困

境。此次腾讯创业节线上发起了“企鹅
号城市新星”评选活动，凡参与活动的
自媒体均可获得5000元创业红包；线
下， 腾讯开放平台还将在全国18个城

市招募城市合作伙伴， 包括有管理和孵
化能力的机构、个人大V创业机构、地方
媒体或具备新媒体职能的传统行业等，
整合行业资源丰富内容生态。

荨荨（上接1版③）
“给钱给物，不如给一个

好的出路”
做群众工作，真心比黄金更宝贵。
3个孩子，大的在读职校，两个小的

在上小学；妻子因为脑溢血，生活不能自
理。面对这样的家庭状况，62岁的陈佰良
整日唉声叹气。

怎么帮助他？“给钱给物，不如给一个
好的出路。”群工组负责人、湘江新区国土
规划局调研员唐志友的观点很明确。

蔡华在和村干部聊天时， 听到土地
流转政策，眼前一亮。他们找到陈佰良，
帮他量身打造了一个帮扶方案： 支持陈
佰良流转农田， 由新区为他添置小型农
机，搞规模化种植。

“我们家就像个一岁多的孩子，扶一
把就可以站起来，不然就会跌倒。”陈佰
良说。今年他流转了农田20亩，尽管遭遇
洪水只有8亩田有收成，但他仍然“感觉
看到了黎明”。“困难是暂时的，有了群工
组的帮助，通过一段时间，我一定能摘掉
穷帽子。今后我不但要站起来，有能力了
还要回报社会。”

新屋组村民王大可， 患有严重的类
风湿，行走全靠轮椅。他的女儿王金，被
诊断出患有尿毒症后， 丈夫觉得是个负

担，置之不理。王金受到双重打击，心头
布满阴霾。

群工队员多次到王大可家走访，并
到医院看望王金，送去救助金。还经常
与王金丈夫交心， 告诉他男人要有担
当。在群工队员鼓励下，王金重拾生活
信心，变得乐观起来，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还经常在微信朋友圈晒起了孩
子的照片。

群工组介绍，今年，新区安排专门
资金， 对特别困难的家庭给予重点帮
扶，全年计划资助因病致贫家庭6户、危
房改造家庭4户、 发展产业家庭20户、
特困学生20名。

“困难户家的门，不需要
村干部带路，他们都认得”

8月8日，五里村文化活动中心里，
鼓声阵阵， 村里的女子舞龙队练习正
酣。走进农家书屋，10余位村民正在书
香中埋头阅读。

群工组为村里新建了文化活动中
心，组建了老年文艺宣传队、舞龙队、军鼓
队，办起了宣传政策、凝聚人心的“村报”。

甩掉穷帽子，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建强基层党组织。今年，群工组以村支
两委换届为契机，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
工作队。换届后，几位年富力强的“70

后”“80后”的加入，使村支两委平均年龄
下降到49岁。

五里村75岁的老党员姜秋成说， 群工
组的干部们“沉”到基层，同吃、同住、同劳
动，群众不仅“见得到面”，还“摸得到脚”。
7月，蔡华有23天、黎杰有19天在村里。“他
们和村干部一起参加抗洪救灾， 有时忙到
深夜，我们都很感动。”五里村党总支副书
记姜晋阳说。

“3年来，群众与群工组同心同德。”70
岁的村民彭礼章说，群工组的同志，群众都
认识，困难户更加认识。“困难户家的门，不
需要村干部带路，他们都认得。”

8公里村道，通往百姓的家门；4个“美
丽屋场”， 装点百姓的家园；640盏太阳能
路灯，照亮百姓的心坎……“‘全天候’倾听
群众呼声，‘零距离’解答群众难题。”唐志
友说，新区群工组把百姓的诉求放在心间，
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 有的当场解决和答
复，一时不能解决的，都记录在册，积极协
调解决。

这种务实的作风，增进了感情，营造出
和谐的干群关系，在今年的村支两委换届选
举中，五里村实现了零上访、零举报，群众意
愿得到了充分体现。“刚到村时，群众称工作
队员为‘干部’‘领导’，几个月下来，称呼改
了， 越来越亲近了， 群众的心结也随之打
开。”五里村党总支书记傅平感慨地说。

春风“五里”，与你一起

荨荨（上接1版②）
早些年前， 陈腊梅被查出患有子宫

肌瘤， 因忙于毕业班的教学， 一直没在
意。2007年初，病情恶化，被确诊为子宫
内膜癌。半年内，两次手术、4次化疗，她
的体重从60公斤掉到了40公斤， 头发也
掉得精光。第二年春天，她戴着假发又站
上了讲台， 依旧用微笑迎接着每一个学
生。

陈腊梅， 是新化县教育界无人不晓的
“第一名专业户”：她所任教的学科，在学校、
乡镇乃至全县的评比中总是名列第一； 所教
班级的优秀率、 巩固率、 合格率总是全镇最
高。去年，她家被评为娄底市“最美家庭”。

30年来， 陈腊梅就像一朵不惧严寒
的腊梅花，排除万难、抗争病魔，傲然绽
放在艰苦的环境之中。 她说：“我的价值
在讲台。坚守教学岗位，我才会收获幸福
与快乐。”

荨荨（上接1版①）
由于肾脏移植大都存在着慢性排

斥， 而且因为长期服用抗排斥药物和激
素， 体内免疫力下降， 一旦身体发生感
染，很容易引起多器官衰竭。因此肾脏移
植病人的平均寿命只有8年。

“我希望可以多活几年，多和孩子们
在一起。”罗颢性格开朗，心思细腻，放学
后经常和孩子们打乒乓球、做游戏，玩成
一片。 孩子们常常亲切地称这位90后老
师为“姐姐”，或者调皮地叫“大王”，有什
么心里话都会和她说。

“孩子们太可爱了。”罗颢望着学生
奔跑追逐的身影， 满眼笑意中蕴含着泪
水。“我会一直坚守在教师岗位上， 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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