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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君子” 一词在中国， 从来都是
一个至高的道德符号。《周易·乾》曰：
“君子终日乾乾， 夕惕若厉， 无咎。”
古代士人乐于将所有受人崇敬的品德
和一切美好的事物拿来比况君子， 君
子情怀根植于每一个受传统中国文化
影响至深的人心底。 纵观领袖毛泽东
的一生， 虽然他从未以君子自居， 但
他那牵系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一言一
行、 一举一动， 无不显露出发自肺腑
的“君子” 情怀。 因为这种情怀， 他
少年图强， 怀着一腔热血上下求索，
以书生之力拯黎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
倒； 因为这种情怀， 他殚精竭虑， 凭
大智慧运筹帷幄， 穷毕生之功改写中
华民族山河破碎的百年屈辱； 因为这
种情怀， 他两袖清风， 逝世时除却满
室书香外身无长物， 但那注定光耀千
古的高尚人格却早已融入中华儿女跳
动的脉搏中， 成为无比珍贵的瑰宝润
泽天下。 回望历史， 他那波澜壮阔的
人生轨迹伴着历史的车轮侃侃而来，
振聋发聩地回应着儒家关于君子这一
理想人格的千年叩问。

� � �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君子的执着情怀。
三湘四水，向来是迁客骚人留驻之地。 自性芳爱洁的屈原
受谗见黜，被楚王流放于湖南，留下“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执着；永贞革新失败的刘禹锡谪贬湘西，留下“洛阳亲友
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执着……那些历经磨难而不
改初心、不变本色的执着，融合了近代湖南人的骨子里的
硬气，成就了毛泽东内心那股愈挫愈勇的执着情怀。

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在其名著《西行漫记》中曾这样描
述毛泽东：“不可否认地， 你会觉得他在他内心中存在着
命运的某种力量。 这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坚
定的本质的活力。 ”这种执着的活力背后，既饱含着他关
于理想抱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乐观
坚定，又映照了他对于前途道路那份“不管风吹浪打，胜
似闲庭信步”的从容不迫。

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
直至“北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在革命事业上，他曾几度
沉浮，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面对挫折和困难，他
始终自信着，倔强着，执着着，因为他从来都知道：“当着
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 我们就指出， 这不过是暂时的现
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 毛泽东从敌强我弱的客观
形势出发，果断决定停止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队伍转入

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然
而，这一符合实际的决策却遭到中央的批评、指责，他们认
为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是“右倾逃跑”、“枪杆子
主义”，随即毛泽东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
员的职务。 当时还误传毛泽东“被开除党籍”，使他一度成
为“党外人士”。 对于这些不公平待遇，毛泽东首先考虑的
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着眼于革命事业的大局，宁可委曲个
人，也要遵守组织纪律。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
江西宁都县召开会议，会议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对
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进行了批判， 最后撤销了他的红
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周恩来兼任。 此后长达两年
多里， 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
权。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做出了两
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
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支持自己
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又
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
时来。” 在被整、靠边站的岁月里，毛泽东从没有放弃过自
己的正确主张， 依然保持泰然自信心态和顽强坚韧的品
格。 他曾说：“撤了我的职务，还开除党籍，也不打紧嘛，总
不至于不准我革命，我们还要在井冈山干下去。 ”他坚信
自己的观点、路线是正确的，终将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和支持。 尽管这一过程中可能是漫长和痛苦的，但执着的
情怀支持着他抓住一切机会和可能条件不断充实自我，
为中国革命事业发展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重情重义的真挚情怀

在这个世界上，情和义一直是无价之宝。明代方孝孺
有言：“君子淡如水，岁久情愈真。”而在汉语里，“义”字的
含义从来极富铿锵阳刚之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
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因此，君子应当是有着重情仗
义真挚情怀的人。

毛泽东是一个本真的人。 他对长辈以敬、 待兄弟以
诚，从不以主席自居。 解放后，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亲朋好友发来的信件，虽日理万机，但建国初期与亲朋故
旧的往来通信，毛泽东都坚持自己亲笔回信。他对家乡亲
友的复信，龙飞凤舞，字字有情。 他的老同学周世钊曾向
他建议：一般亲朋好友的复信，交给秘书去处理吧！毛泽东
回答道：“这不好。亲笔回信，是对亲朋好友的尊重；再说，
秘书不知道来信者与我的关系，要向秘书讲怎么称呼，怎
么复信，写什么内容。这样，比我自己复信的时间还要多，
还不一定写在点子上， 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
多。 ”

毛泽东一生所得稿酬颇丰，但他很少自己取用，每每
得知在家乡的长辈、同族兄弟、表兄弟、老师、同学、邻居，
甚至少年时一道看牛割草的朋友生活困顿无以为继之
时，他大都慷慨解囊给予补贴帮助；他代杨开慧向岳母杨

老太太尽孝，自新中国成立始，每年给岳母杨老太太寄两
次生活费，每次600元。 有时秘书忘记了，他便叮嘱要补
寄。

1920年，为了开办长沙文化书社、出版新民学会会
员通信集、开展湖南人民自治运动、筹组共产党长沙早期
组织，毛泽东曾向章士钊请求资助，章从所募集的勤工俭
学款项中抽出了一部分，交给毛泽东，解了毛泽东的燃眉
之急。 1963年， 毛泽东向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回忆起此
事，并让她转告章士钊，“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
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千，10年还完2万。 ”
章含之把毛泽东的话通报给父亲，章士钊回话说，当时的
银元是募捐而来，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而且，当年
把钱交给毛泽东， 完全是按照杨昌济的意思处理的，因
此，自己不能收此馈赠。毛泽东再次向章含之挑明：“我是
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 你们那位老人家一
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帮助许多人。 他这几年写给我
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 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依
据他老先生的脾气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
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是要还的。 这个钱是
从我的稿费中付出。 ”几天后，毛泽东果然派秘书徐业夫
送上第一个2千元。以后，每年春节正月初二，送上2千元。
十年后， 毛泽东又说：“从今年开始还利息，50年的利息，
我也算不清应是多少。 就这样还下去，只要行老健在，这
个利息就要还下去。 ”

� � � �
舍家为国的奉献情怀

信仰， 总能让人甘愿奉
献一切。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说：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
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
可抛。” 在儒家道德里， 杀
身成仁、 舍生取义的奉献，
是君子道德的最高标准。 古
往今来， 无数仁人志士舍生
忘死地牺牲奉献， 他们那舍
小为大、 舍家为国的奉献情
怀， 留在了诗词里， 成为了
士人君子永恒的精神财富。
这里面， 就有李贺“报君黄
金台上意 ， 提携玉龙为君
死” 的壮志难酬， 有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
心照汗青” 的义无反顾， 更
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
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慨
然赴死……

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
的情怀， 也成就了毛泽东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
月换新天” 的胸襟和境界。
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 他
说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
海， 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
标， 走到一起来了。” 在张
思德的追悼会上， 他鼓舞将
士“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死
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
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 想到
大多数人民的痛苦， 我们为
人 民 而 死 ， 就 是 死 得 其
所。”

毛泽东不仅从思想上做
好了舍家为国的准备， 更用
实际行动坚守住了为革命奉
献一切的大情怀。 他留爱妻
在白色恐怖下的城市工作，
派胞弟去边疆开辟革命新
区， 送长子出国上战场……
一方面， 他用天安门城楼上

一声庄严宣告， 带领全中国人民开启了一个属于中华
民族的新时代。 另一方面， 他却在默默承受着挚爱、
至亲们一个个将宝贵生命献给戎马倥偬岁月的牺牲奉
献。 为了人民的解放和世界的和平， 毛泽东一家先后
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 无怨无悔， 满门忠烈。

为了大义， 他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
誓不还” 诗句， 阔别父母和故乡； 为了大义， 他“凭
割断愁丝恨缕” 别离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义无
反顾地投入革命事业中。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
国家和人民。 他的长子毛岸英， 自小便跟随父母四处
奔波,吃百家饭， 行万里路。 杨开慧被捕时， 年仅8岁
的小岸英甚至也同妈妈一起被关在长沙协操坪监狱里，
杨开慧就义后， 岸英和兄弟岸青、 岸龙被送到上海，
后来流落街头。 颠沛流离中， 他当过学徒， 捡过破烂，
卖过报纸， 推过人力车……直到1936年， 上海地下党
才找到他们兄弟， 此时岸龙却已经失踪。

1950年，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以身殉国， 消息传
来，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 沉默了许久之后， 他只是
“唉……” 了一声说： “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战
争嘛， 总会有牺牲， 这没有什么！” 当中央提议要把毛
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 这位伟大的父亲却强忍
住内心的悲痛拒绝了： “我还是那句话， 青山处处埋
忠骨， 何须马革裹尸还， 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
士安葬在朝鲜吗？”

清正廉洁的自律情怀

鲁国执政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政治治理问题。 孔子
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大意是说，政
治的目标就是正确合理， 只要上位者以廉正的行为做出
表率，举国上下谁的行为敢不正确合理？ 所谓“三无私”，
是指“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是孔子尊奉的

“天下为公”，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儒家认
为，为了保持自身的品行高洁，做到率先垂范，君子必须
时刻谨持自律之心，保证自身的清正廉洁。儒家这种自律
情怀，对毛泽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对家属子女的要求一向严格谨慎。作为父亲，
他要求子女努力向上，关心他人；作为领袖，他坚持原则，
对亲友子女在清正廉洁方面的约束要求甚至近乎苛刻。
他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子女亲人谋职位， 坚持不
为亲徇私，不为旧谋利。 解放后，许多亲友写信向毛泽东
提出想推荐介绍工作和想进京看看，他规定，来京者最长
时间不超两个月，不得要求找工作和不返乡。他在处理至
亲好友要求介绍工作和亲戚来京要求时， 规定了四条原
则：一是“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二是“在人民中有所表
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不要他人介绍，“就近
解决，不要远游”；三是除特邀上北京反映基层情况的亲
友外，来往路费、住宿费都由自己负责，确有困难者，从他
个人的稿费中给予补助。凡来北京者要带基层实情材料，
不带任何礼物。 未经同意来京者，不接待。 四是只听取基
层情况、建议，不干涉地方行政，不处理地方具体问题，不
搞地方特殊化。 他常常鼓励亲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
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活。在给族亲毛照秋、毛桂昌等人
的信中，他反复强调：家中有困难，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
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 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
毛泽东不但通过直接与亲人的对话劝导他们不要以“皇

亲国戚”自居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要求当地政府不要对
他们另眼相待。 如1950年5月27日，他曾写信给湘乡县县
长刘亚南：“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坪 文氏兄弟四人来
信，附上请你看一下……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
要求救济一节， 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
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

身为领袖，毛泽东不光严格约束子女和家人，更以身
作则，由始至终，贯彻着襟怀磊落的自律情怀。 新中国成
立后，按照级别他的每月工资为610元，后来国家经济发
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带头把工资降到404.80元。
他有一个小账本，详细记载了每一笔家庭开支。 在中南海
住，他每个月的租房费、水电费、家具租用费、取暖费都要
从工资里出。因为要维持一大家子的生活，工资每个月都
不够用，只能动用稿费。 毛泽东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用
的时候必须打报告，而且用途要写得清清楚楚，最后由他
本人签字。他的睡衣整整用了20年，破了补，补了又破，反
复多次，最后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旧了，就要求换一件新
的，但他不同意。 他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
好穿。 ”这件睡衣到1971年“退役”时，已经补了73个补丁。
他吃饭很简单，平常午饭也就是四菜一汤，一碗米饭。 所
谓四菜一汤，两个热菜荤素各一，两碟凉菜，一个是辣椒，
一个咸菜，一个汤。 他爱吃红烧肉和鱼，但国家困难时候
饭桌上全部素菜。 一次身边工作人员偷偷给做了一碗红
烧肉，结果毛泽东生气地说：“现在什么时候，老百姓都饿
着肚皮，我还要吃肉，谁做的，他要想吃，他拿去吃。 ”

毛泽东逝世后，除了几套日常所穿的衣服外，他没有
存款，更没有金银珠宝。清理遗物时，在主席的仓库里，工
作人员发现大量的旧东西，都是缝缝补补的，里面最好的
物品竟然是他当年出访苏联时穿的大衣和帽子。

今天的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展柜里那一件件仿佛还带
着余温的展品， 依然在无声地刻画着领袖崇高的精神风
范。 心怀感恩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透过厚厚的玻璃，感
动于他那“千古一人”的人格魅力。 人民永远纪念毛泽东，
他那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君子情怀，可为天地证，可
为日月鉴， 浩气万古长存！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君子文化及其当代
价值和践行路径研究》（17WTA12）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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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的爱国情怀

都说“上善若水， 大爱无疆”， 君
子之爱， 是博爱， 更是大爱。 诗人艾青
曾写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国家的追
求、 民族的向往、 人民的期盼， 赋予了
爱国情怀的大爱以神圣的使命。 有人
说， 一个没有英雄出现的民族是一个可
怜的民族； 一个有了英雄， 而不懂得珍
惜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 幸而， 中
华民族是个英雄辈出的伟大民族； 幸
而， 古老的三湘大地哺育出了一个具有
伟大爱国情怀的英雄毛泽东。

毛泽东从不吝啬表达对祖国的赞美
和热爱。 他笔下的山， 有会昌山“颠连
直接东溟 ” ， 有庐山“一山飞峙大江
边”， 仪态万千、 瑰伟雄奇； 他笔下的
水， 可以是“云横九派浮黄鹤”， 也可
以是“洞庭波涌连天雪”， 神奇曼妙、
变幻无穷。 恰是因为“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毛泽东把一生献
给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 支撑他
的最强大精神力量， 莫过于他那萦系胸
中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情怀， 引领了毛泽东一生的求
索之路。 从青年时代起， 他就立志读尽
天下书， 探寻宇宙的大本大源。 无论先
秦诸子百家学说、 宋明理学， 还是楚辞
汉赋、 唐诗宋词、 二十四史， 甚至是康
有为、 梁启超等人的学说等， 毛泽东都
作过认真的研读。 孜孜不倦的努力， 成
就了他手不释卷、 信手拈来的大气度、
真本性， 更为后来他走上为中华民族维
护尊严、 追求独立、 寻求解放、 谋求幸
福奋斗的伟大历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 1920年， 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触
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之后， 他潜心钻
研， 不断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完
成世界观的转变， 在不断思考和探索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之中，
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走
上了“改造中国和世界” 之路。

“胸中有誓深于海， 肯使神州竞陆
沉。” 终其一生， 毛泽东追求的是让广
大劳动人民摆脱沉重的枷锁、 迎来崭新
的发展和希望； 追求的是中华民族摆脱
深重的民族危机、 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追求的是古老的中华大地实现社
会主义、 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那一声振
臂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
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
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那一句“怅
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流露
的是一个青年将人生追求同国家、 民族
乃至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英雄使命与
宏大抱负。 从上海建党到安源罢工， 从
农运讲习所到挥师井冈山，从反“围剿”
到长征，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全中国……
一股对祖国对人民最深沉的大爱情怀，
支持着他带领着四万万中国人民突破帝
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层层
的封锁， 不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
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一
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 � � �编者的话：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
不息……在中华传统文化里， “君子”
是一个高尚的道德符号， 是人们向往
和追求的精神境界。 一代伟人毛泽东，
有什么样的君子情怀？ 展示了什么样
的君子风范？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
年之际， 湖南日报刊登此文， 以纪念
和缅怀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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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领袖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