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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1976
年9月9日）， 字润之， 湖南湘潭人。 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 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 、 战略家 、 理论家 ，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 ， 近代以来中
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 中国共
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 领
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
面貌的一代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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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我的亲人，
更是人民的领袖”

与人民同呼吸 ， 共命运 ， 这是父亲对
我们的谆谆教诲。 我可以骄傲地说 ： 父亲
在儿女们的生命中， 也深深根植了 “人民”
这两个字。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他并没有因为是主席而对亲属搞特殊照
顾， 我父亲一直是个农民， 我们兄妹几个也
都是普通劳动者。 主席这种以公为大的情怀，
体现了一代伟人的道德风范。 在我眼里， 主
席是我的亲人， 更是人民的领袖。

———毛泽连的儿子毛岸平

我几十年生活工作在毛主席家乡， 毛泽东
一家牺牲6位亲人的故事不断让我感动。 我
已经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 《红色第一家 》，
讲的就是毛泽东的家事。 他从不为家人和
亲戚谋私利 ， 总是严格谨慎 ， 要求家人
“夹着尾巴做人”。 他认为， 毛家人只有为
人民服务的权利， 只有为国家民族解放事
业献身的权利， 没有为毛家人谋好处的权
利， 这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大爱情怀。

———中国红研会理事、 一级作家杨华方

毛泽东的存在 ， 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
作用的见证。 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
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 。 我的孩子们
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 “颤流 ”，
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 。 但是
毛泽东的确发出力量、 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家国天下是民族情怀
肖欣

屋前荷塘清波荡漾， 屋后翠竹映衬蓝
天。 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瞻仰者在门前排
成长队， 像一根永不消失的风筝线， 将一
个人的名字紧系在天地之间、 民心深处。

几位穿着校服的男孩女孩从荷塘旁的
香樟树下轻快地跑过。 跟随孩子们的脚步
前行， 田野间阡陌纵横， 镜面一样平整的
水稻田在林荫间闪现。 一代又一代湖湘先
贤， 就从这样的原野出发， 探求国家强盛
人民幸福之路。

毛泽东出生的时代， 笼罩中国的是诸
如 “火车靠把小孩子丢进烟囱里来开动 ”
的愚昧和无知。 终其一生， 他力图砸碎旧
的绳索和重负， 解放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束缚着的人， 使他们争得尊严和平等 ， 从
而缔造新的民众与社会。

人民， 正是他所发现、 所赞美的 “创
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人民， 也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根基所在 、 血脉所在 、 力量所在 。
去除特权， 生活独立， 人格独立， 走进人
民———这是毛泽东对子女亲人的严格要求，
也呈现了一位人民领袖真正的平民本色 、
人民情怀， 闪耀着共产党人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 作为执政党的最高
领袖， 毛泽东从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细胞开
始 “革命”， 以倡导和弘扬健朗自立的新型
价值观， 树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新风气。 这，
正是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的重要基石 。 他
发出的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 的警示 ，
有着深刻的洞察与预见， 当如警钟长鸣。

中国文化认为万物同生 、 万民同胞 ，
讲究由近及远、 由己及人， 家国天下是中
华民族特有的情怀，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追求。 至今仍活在日
常生活中的湖湘先贤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齐家之道， 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土壤， 相信它一定能够融入 “两个一
百年” 的民族伟大梦想， 为我们的下一代
接受从家庭到校园到社会更有益、 更完整
的生命教育而绽放新枝。

� � 对儿女的要求：“夹着尾巴做人”

4月17日， 敞亮开阔的韶山毛泽东纪念广
场上，矗立着再现毛泽东出席开国大典风采的
高大铜像。伟人身后，青松挺立，翠峰连绵，将
人们的记忆拉回到1949年这个有着特殊意义
的年份。

1949年3月25日，56岁的毛泽东怀着“进京
赶考”的心情进入北平城，随后，他的家庭，也
成为万众瞩目的新中国“第一家庭”。大权在握
的毛泽东怎样当“一家之长”？他书写了一份经
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答卷！

新中国成立之初， 毛泽东就严肃地指出，
党的高级干部子弟的教育不仅是家事，更是国
事。他批评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是生于深宫之
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汉献帝”，娇生惯养，吃不
得苦，如果他们不能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就会
逐渐走向官僚化和贵族化， 损害党的事业。他
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把
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处处、事事、时
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

做毛泽东的儿女不仅没有一丁点特权，更
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吃苦在前，牺牲在前。
这是“第一家庭”立起的“第一军规”。他的长子
毛岸英，就以年轻的生命践行了这条军规。

如今的韶山，毛泽东故居之外，毛泽东遗
物馆是另一个人流不息的所在。2008年12月25
日，韶山毛泽东遗物馆建成开馆，展出的1008
件毛泽东生前遗物，成为了解毛泽东修身齐家
的最好教材，在无数人心头引发强烈的震撼。

走进《风范长存———毛泽东遗物展》的“亲
情如歌 友谊似海”主题展览区，一组毛泽东和
儿女们在一起散步、 游泳的黑白照引人注目。
来自江苏的吴先生和老伴在这里久久驻足：

“毛泽东贵为国家主席， 他自己的孩子后来享
了什么福呢？岸英为国牺牲了，岸青身体不好，
两个女儿都是跟我们一样的平头老百姓。我今
年80岁了，年纪越大，越觉得主席能做到这一
点真不容易。”

“没享什么福”的毛泽东儿女们，珍藏的是
父亲留给他们的精神财富。

多年以后，毛泽东女儿李敏出书回忆父亲
曾一再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这句话
曾令她感到困惑，干部子弟不就是生活条件好
一点吗？怎么就成了“灾难”呢？

1963年7月， 一辆平板车拉着一家三口的
全部家当， 来到兵马司胡同的一所普通民居，
李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生活。她的第一
课是学会生炉子做饭。一开始，木柴和煤搁不
好，一屋是烟，熏得满眼泪水，做饭也不知多少
米该放多少水，做出来不是夹生饭就是糊糊的
粥饭。

正是在真正走向民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
家常生活中，李敏终于慢慢领悟到父亲这句话
的道理所在：“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
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
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
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
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
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1976年10月，毛泽东的另一位女儿李讷带
着年幼的儿子搬到北京西郊一条小胡同居住，
母子俩每天只买一毛钱的肉吃， 一人一条被
子，半铺半盖。最缺钱的时候，她把心爱的书籍
卖给了旧书店。冬天，她顶着寒风和市民们一
起排队，买定量供应的大白菜，用木板三轮车
拉回家。回首以往父亲对自己的教育，她对父
亲感激不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
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那是真正
的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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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一
张浅蓝色的名单陈列在韶山毛泽东遗物展展柜里，
字迹已有些模糊， 但名单上毛泽东的这一行批示，
依然清晰。

1950年，过去曾多次帮助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
来到北京，给负责接待的田家英开了一个15人的名
单，都是毛泽东的文家亲戚，要求安排工作或保送
入学。毛泽东在名单上如此批示，并数次拒绝他提
出的解决自己工作的请求， 以至于文运昌责怪他
“忘恩负义”。

这短短一行字，尽显一位人民领袖对人民话语
权、评判权的敬畏与尊重。

其实，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念旧情、念亲情、念友
情的人，但他坚守亲友交往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
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毛泽东最牵挂家境贫苦的堂弟毛泽连，但从未
运用手中的权力为其解决任何个人问题，还嘱咐他
“要带个好头”， 连续10年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晚
年患病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仍惦记着他， 吩咐李敏、
李讷：“我快不行了， 有件事情只好请你们去做，家

乡还有两个叔叔，连饭都吃不饱，你们要经常回去
看看。”毛泽连记着堂哥的教诲，当了一辈子农民，
是乡亲们尊敬的“九阿公”。

杨开智是毛泽东爱妻杨开慧的胞兄，长沙和平
解放不久就给毛泽东写信，想到北京谋职。毛泽东
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杨开智又托
表弟向三立给毛岸英写信，想在长沙“谋一厅长职
位”。 深刻理解领会父亲初心的毛岸英回了一封长
信，其中写道：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
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
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
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
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
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
财，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
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来自江西萍乡银河镇
中学的钟怡青和同学们在毛泽东遗物馆听完讲解
时，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这句话。

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春日，韶山。伟人的光芒无处不在，穿透整
座山谷的浓翠、繁花与芬芳，浸入川流不息的
瞻仰者心灵深处。

一代伟人毛泽东波澜壮阔的生命长卷，在
故乡的青山绿水间徐徐展开。 最令我感怀的，
是他要求儿女们做一名普通人、回到人民之中
去的人民情怀。

人民回报给他的， 是绵长无尽的缅怀、高
山仰止般的崇敬。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毛禹居携手而行。（资料图片）
侯波 摄

� � � �韶山毛泽东铜像。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4月18日， 记者在杨开慧烈士陵园的毛岸英衣
冠冢前， 默念刘思齐为毛泽东手书诗赋写下的注
解，直觉心弦激荡：“主席晚年常常诵读《枯树赋》，尤
爱其中‘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直至弥留之际。念天地之悠
悠，得大爱而长存。”韶山毛泽东遗物展结束语则写
道：“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
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常赞美那些为
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毫无疑问，
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

韶山管理局宣传处处长谭逻松对记者说：“毛
主席常以家书的形式用心去和孩子们交流。他的爱
不装不做，很直白，让孩子们能充分感受。”李讷在
北京大学念书时曾写信给毛泽东倾吐心中的苦闷，
毛泽东接连写信给李讷说：“接了你的信。 喜慰无
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

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
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
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
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
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
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
(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
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
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毛泽东遗物馆开馆后， 每年要迎来400多万人
次中小学生， 谭逻松常思考今天应该怎样教育孩
子？他深入研究毛泽东的家风家教，并挑选了8封有
代表意义的书信作为文创产品，希望能给家长们提
供有益的启示。谭逻松认为，毛主席让儿女们回到
了人民之中，做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这恰恰是这位
伟人家教的最大成功。

� � � �韶山毛泽东故居。（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拒绝为亲友封官许愿：“人们会说话的”2

用心和孩子交流：“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这就好了”3

� � � � 2017年6月30日， 游客在韶山毛泽东同志
纪念馆参观。（资料图片） 刘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