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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代兴

在那“越穷越革命” 的年代， 我
的童年“营养不良”。 有时， 餐桌上
没有可口的下饭菜， 我就往碗里舀一
调羹猪油， 倒几滴酱油， 将油泼辣椒
与饭一起搅拌， 吃得津津有味， 满头
大汗。 辣椒放得过多， 饭后肚子会疼
痛闹腾半天。 餐桌上很少闻到肉香，
难免会抱怨， 但看到母亲无奈与苦涩
的眼神， 我便不再央求什么， 转身与
小伙伴们去寻找别的快乐了。

父母虽是双职工， 但收入低， 家
里有兄妹仨， 日子自然过得紧巴巴
的。 年纪虽小， 但从小懂得帮父母分
担忧愁。 记得有年春上， 我随堂兄去
乡下他屋后的山坡扯野葱。 漫山遍野
的油菜花节日般盛开， 匍匐在高大的
茎秆下， 我惊喜又兴奋地扯了满满一
大捆野葱抱回家。 母亲错愕的脸上满
是笑意， 夸我懂事能干， 当天就拿出
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炒野葱改善伙
食。

家里的餐桌四方平正， 低矮陈
旧， 暗红的油漆驳落， 仿佛默默流过
的泪痕。 它倚墙角而立， 显出几分局
促不安， 很羞愧似的。 平时桌面上呈
放的， 不过是大白菜、 红萝卜、 酸菜
豆腐、 韭菜莴笋、 豆角茄子之类， 很
少出现鸡鸭鱼肉。 我记得自己曾伏在
它上面写过一篇作文， 题目是 《我是
一名厨子》， 写我梦见某一天自己做
了满桌丰盛的筵席， 香飘天外， 竟引
得八仙漂洋过海来与我交朋结友， 授
我腾云驾雾之术。 老师没打分， 只批
了四个字： “异想天开”。 这都是
“馋” 引起的。

面对餐桌上摆放的青菜与豆腐，
母亲总爱说的一句“一清二白， 做人
也当如此”。 每逢此时， 我们便会有
一种神圣感。 可我还是忍不住盼望过

年过节， 有鱼肉端上桌， 让我大快朵
颐。 偶尔有亲友或客人来访， 家里的
餐桌上也会出现荤腥油腻的肉食， 但
这时我们都会很小心地夹上一点， 不
能贪嘴， 否则饭后就会挨骂， 以至于
参加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小心
地管住自己的嘴， 节衣缩食， 以免愧
对餐桌过往的清爽岁月。

现在， 大家津津乐道舌尖上的中
国、 吃货、 美食、 菜系食谱、 绿色食
品、 生态营养这类热词， 这在过去，
是被视为“馋嘴” “好吃懒做” 的词
汇， 甚至是“坠落” “腐朽” 的作
派。 时下微信朋友圈里常晒各种美食
大餐， 那份“获得感” 早已超出了对
美食的味蕾享受， 充盈着对生活的满
足与惬意。

家中的餐桌， 早已改头换面， 美
味尽显。 作为窗口， 能见出我们的日
子富裕得流油了， 可以随心所欲， 各
取所需。 去网上搜一搜淘一淘阿里巴
巴一下， 轻轻点击一下鼠标， 微信滴
答一声扫一扫， 不过几天工夫， 就会
有人拨打你的电话送货上门， 满足你
的味蕾与相思。 家中餐桌， 俨然成了
汇聚天下各色美食遍尝海内外美味大
餐的大秀场。

最近， 我赋予了家里餐桌新的功
能， 将餐桌当书桌， 在餐厅明亮的吊
灯下阅读与写作。 家里书房的小小写
字台桌面窄狭， 而餐桌宽阔， 餐灯雪
亮， 任我在上面摆放许多书籍报刊仍
可以伸展自如。 餐桌摇身一变， 捧出
的不仅有脍炙佳肴， 还有精神的盛
宴， 我在餐桌边感悟写下的一串串文
字， 偶尔也会变成铅字见诸报刊， 飞
落到案前犹如一道“开心菜”， 又会
让我胃口大开。 它同时扮演着两个不
同的角色———侍者与读者， 静听我咀
嚼生活的冷暖， 也分享我对幸福轻轻
的喟叹。

王德和

1988年9月18日， 我从曾国藩故
居双峰荷叶搭车到长沙砂子塘中南
矿冶学院一个培训学校学习， 那次乘
车经历记忆尤深。

那时， 从双峰荷叶到县城永丰只
有一趟班车， 汽车停在曾国藩季弟曾
国葆的故居有恒堂， 那时是小荷叶乡
乡政府驻地。 固定在每天早晨5时30
分开车， 路边不停车， 只有到站才上
客。 由于每天只有一班车， 车子总是
挤得满满的， 人垒了又垒， 汽车司机
像一个政府官员， 既神气又牛气， 只
要汽车一启动， 就不愿再开车门。

我家离有恒堂还有3里多路， 那
次挑了笨重的行李， 由家兄与朋友一
起护送同行。 紧赶快行， 走到有恒堂
十米地的地方， 汽车已经出发， 我们
拼命招手请求司机停车， 司机毫不留
情继续前行。 家兄一气之下拦在车
前， 我和朋友赶紧翻窗而入， 才搭上
这唯一的班车。

那时双荷公路是坑坑洼洼的沙
石路， 一路颠颠簸簸， 灰尘满天， 走
了近4个小时才到达双峰车站。 司机
一路骂骂咧咧， 骂我们是不懂规矩的
乡巴佬， 到县城车站司机说我们强行
搭车， 要治安处罚我们， 我们在车站
争执一个多小时， 经一个老乡出面协
调才罢休。

11时多， 我们搭上双峰去洪山
的班车， 在洪山煤矿姐姐家吃中饭，

到双板桥火车站乘下午6时多的火车
到长沙。 那时双峰去长沙的火车很
少， 搭火车的人却很多。 火车站人山
人海了， 几乎每人都挑着笨重的行
李。

夜幕降临时， 火车终于姗姗来
迟， 是蒸汽绿色铁皮火车， 车厢里连
接口处都坐满了人， 我们只好站在
过道上。 整个车厢弥漫着一股汗酸
臭味。 天气很炎热， 一路上每一个小
站都要停。 火车多次停车让快车先
行， 最长的一次竟然停让了一个多小
时。

迷迷糊糊到达长沙站， 已经是第
二天凌晨2时多。 站了7个多小时， 整
个人快要虚脱了， 下了车呕吐不止，
三个人靠着车站口的一棵水杉树躺了
3个多小时。 天麻麻亮， 还没有公共
汽车， 我们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 一
路叽叽嘎嘎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 一
趟长沙之行， 足足花了24个小时，
真可谓“行路难， 难于上青天”。

这些年， 中国交通的飞速发展有
目共睹， 道路越修越宽， 高速公路一
条接一条连接各个城市乡村。 普通居
民乃至农村家庭都买起了小车。 没有
小车的， 打个电话， 出租车开到家门
口迎接。 有小车的， 新车换旧车， 档
次越来越高。 如今， 岳临高速在衡山
白果开了连接特色旅游小镇荷叶的连
接口， 从长沙驱车回家乡荷叶只要一
个多小时。 道路通， 百业兴， 人心
顺， 我们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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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

餐桌上的“异想天开”

一次艰难的行程

毛简青：
熠熠闪光的名字

邓纯东

毛简青烈士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党早期革命家、 宣传
教育家。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永远的丰
碑》 曾播出他的事迹。

在烈士的故乡湖南平江县， 到处都可以
见到“简青精神” 的痕迹： 简青学校、 简青
大桥、 简青大道， 在毛简青烈士故居， 不同
年龄层的市民们利用节假日主动来这里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孩子们玩耍时细数当代英
雄， 毛简青永远是他们最初的选择， 他的名
字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熠熠闪光。

“学有根底”：
学问以先立志为本

毛简青 （1891-1932）， 名伦， 字东成，
湖南平江人， 出生于平江县一个地主兼工商
业者的富绅家庭。 他天资聪颖， 酷爱读书，
自幼立志救国救民。 1907年毛简青升入岳
州中学， 他登临岳阳楼， 远眺洞庭湖， 范仲
淹的“先忧后乐” 成为他的座右铭。 在同学
中他以性格倔强思想进步著称， 有胆识， 凡
反道台、 闹学潮等事总是一马当先， 人称

“毛大炮”， 但学业从不懈怠， 成绩为全班最
优等。

1913年， 毛简青携妻吴淑坤东渡日本，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 他
刻苦学习， 精通日文、 英文和俄文， 成为同
学们推崇的“学有根底” 的人物。

他的留日同学凌霞新追忆他时说： “毛
简青每晚读书都要到深夜甚至鸡叫， 天一亮
他又将我们叫醒晨读， 当时我们笑他‘书呆
子’， 还戏谑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毛
简青正色道： ‘中国民众再不能愚昧， 要解
脱思想绳索， 就必须多读书， 学成后早日回
国唤醒民众， 共谋民族利益， 不枉为中华子
孙。’” 毛简青对 《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
等著作进行了深刻的研读， 并与同盟会、 维
新派往来密切， 特别是与在早稻田大学就读
的同盟会会员平江人李六如更是一见如故，
引为同志。 他在日本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留
下许多佳话。 在获得政府公费津贴后， 他将
家里寄来的钱资助经济困难的同学， 自己既
注重俭朴， 讲究情操， 又富有风趣。

毛简青不但自己刻苦攻读， 还帮助妻子
补习功课， 为此写给妻子一叠读书笔记。 其
中 《立志》 写道： “‘学问以先立志为本，
志者心立所行也。 君子之心， 常常不懈， 念
念不止， 谓之立志。 志不立， 学必无成， 譬
如射弓者志于的， 行路者志于宿。 万事必先
务本， 立志者即学问之本也。 求道， 譬如饥
如求食， 渴而求水。’ 《读书乐》 写道：

‘凡事无友不成， 惟读书一事须无友而独乐。
居一室之内， 望天下四海， 知天下万物之
理； 居数千年之后， 望数千年之前， 知社会
变革之事。 ……以吾愚人， 而得结交圣贤，
皆读书之乐也。’ 他强调道德修养： ‘文艺
武艺， 诚为士人必习之事， 须勤习之。 然
则， 艺者， 末也； 道义之学者， 本也。 只顾
好艺， 学之， 志必被夺； 况任私欲所恣！ 应
有所诫……’” 按东京帝大规定， 学生须剃
光头、 穿制服， 他虽一身东洋学生打扮， 魁
梧英俊， 但总和身着中国女装的吴淑坤走在
一起， 有人笑他： “洋学生配小脚女人， 真
是奇闻。” 毛简青神情自若回答说： “中国
人配中国人， 穿中国服装才是地地道道的中
国伴侣。”

1921年夏， 毛简青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于东京帝国大学， 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仪式
结束后， 他和妻子连夜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除几件简单衣物外， 最沉重的就是几大箱
书。

“吾非泽东， 乃润之之友耳”

回到家乡平江， 毛简青夫妇才知父亲已
于年前病逝。 他祭拜父亲之后辞别母亲赶赴
长沙， 找到在长沙任教的李六如， 经留日学
友、 省教育会长方维夏介绍， 在湖南法政学
校讲授经济学。 李六如介绍他结识了毛泽东
和何叔衡。 在船山学社谈到十月革命， 他表
示非常赞同。 毛泽东、 何叔衡常来毛简青荷
花池的住处， 以至房东误把他当成毛泽东，
他笑答： “吾非泽东， 乃润之之友耳。”

1921年秋冬间， 经李六如介绍， 毛泽
东和毛简青在清水塘党的机关谈话后， 毛简
青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期间， 毛简青
被湖南审计院聘为审计员和省财政厅经济股

长， 月工资已达300元， 可他只拿20元留作
家用， 其余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党费， 甚至
还从平江老家拿钱资助党的活动。 谢觉哉曾
写道： “简青同志家颇有钱， 都资助了革
命。”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长的李六如评价毛简青： “他的革命性很
强， 忠于党的革命事业。 在长沙文教界从事
革命活动， 十分积极……”

1924年6月， 毛简青任黄埔军校政治教
官， 他受组织委托协助湖南地方党组织选拔
197名优秀学生入军校学习。 他利用自己的
俄文特长， 与来军校工作的苏联顾问组长契
列帕诺夫交流改进教学方法， 推广列宁创造
红军的经验， 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 明
确指出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
阀在中国的统治。 讲台上的毛简青充满着革
命智者和前行者的气息， 他饱含激情的引
导， 火焰般点燃了无数青春和理想， 甚为学
生所爱戴。 这年11月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
政治部主任， 毛简青协助他开辟了军校良好
的政治氛围， 积极协助配合周恩来每周进行
政治讲演、 政治讨论和政治问题等活动。 他
还亲身参加东征， 与军校师生一道经受了实
战洗礼。

“三月扑城”：
从理论宣传到革命实践

1925年毛简青到广西梧州， 以广西省
宣传员养成所讲师身份作掩护秘密进行建党
工作， 创建了广西最早的党支部———梧州支

部， 同年底创建梧州地委， 是广西中共党组
织的创建人之一。 他组织领导了梧州万人罢
工周运动， 有力支援了省港大罢工。 他深入
工农群众之中了解民情， 宣讲革命道理， 开
办平民夜校， 编写平民读本， 培养革命人
才， 为黄埔军校考送学员63名， 为毛泽东
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输送学员30名。 他
创办 《火线》 半月刊， 发表 《要实行民生主
义何以要阶级争斗》， 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
观点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指出中国革命只有
阶级斗争才是唯一的出途。 1926年春， 黄
埔军校南宁分校成立， 毛简青兼任政治课程
教官， 发展了数十名党员， 成立党支部并担
任支部书记。

1927年马日事变，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
毛简青出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平江县委书
记。 毛简青回到平江金窝村老家发展党的组
织， 党员人数发展到11000多人， 农协会员
超过30万人， 同时建立工农武装， 将团防
局、 工人纠察队、 农民自卫军合编成平江工
农义勇军。 枪支不够， 他将母亲的养老钱和
积蓄的金条、 金首饰、 银圆拿出来作为购买
枪支弹药的经费。

7月12日， 为配合“八一” 南昌起义，
毛简青根据中央的指示 ， 派出余贲民率
领平江工农义勇军1200人枪参加南昌起
义， 在开赴南昌途中受阻折回铜鼓、 修水
一带， 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上了
井冈山。

这期间， 毛简青与到平江组织秋收暴动
的夏明翰、 李六如一道， 于9月16日组织四
乡农民和暴动队1万余人进行了第一次围扑
县城。 这次扑城未能成功。 以毛简青为首的
中共平江县委认真总结了扑城失败的经验教
训， 成立了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 在
革命武装和群众基础建立起来后的翌年3

月， 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20万农军围攻
平江县城的斗争， 史称“三月扑城”。 谢觉
哉在 《毛简青传》 中写道： “这次起义预计
一鼓可以占领平江县城， 全歼守城驻军。 由
于动员群众的规模太大， 事先为国民党军所
侦知， 星夜自长沙调来匪军二师， 并有大炮
多门凭险顽抗， 攻城义军则仅有工农红军游
击队枪支数百， 余皆为梭镖等原始武器， 因
而未能攻入县城。 但是这一壮举， 不仅震撼
了平江县的反动派， 即湖南全省乃至毗连湖
南的赣、 鄂两省的反动统治也为之股栗不
已！ 这可以见简青同志革命意志的坚强及其
惊人的领导能力。”

这次扑城虽然失败了， 但武装力量却保
存了下来， 分散在上东乡黄金洞和北乡幕阜
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扑城锻炼了人民， 武
装了工农， 为我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
打乱了敌人围剿湘赣边区的部署， 有力支援
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为“平江起
义” 和红五军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和思想基础。 共和国成立后， 52位平江籍开
国将军中， 就有41位参加过平江秋收暴动
和“三月扑城” 斗争， 68位省部级高干中有
50多位是从扑城暴动中走出去的。

“为了 4万 万 人 的 家 都能
得到幸福”

1928年6月18日，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
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简青担任湖南
代表团书记，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
大， 被选为六大主席团委员、 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委员， 并担任政治、 组织、 农民土地
问题等七个委员会委员 ， 参与大会领导 ，
为开好六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随后当选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
表。

回国后， 毛简青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
作， 负责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联络并指
导日共中央工作， 兼党中央日、 英、 俄等国
文字的翻译。 后来， 毛简青到全国互济总会
工作， 兼任互济会日报编辑工作， 联络鲁
迅、 杨度等加入互济总会， 架起了党外革命
者同党联系的桥梁。

1931年秋天， 毛简青奉命去湘鄂西中
央分局工作， 临别时妻子问他， “你走了，
这个家还要不要？” 毛简青亲着正在熟睡中
的5岁儿子对妻子说： “家， 当然要， 我们
干革命， 正是为了家的幸福， 特别是为了4
万万人的家都能得到幸福， 国家正面临着灭
国亡种之祸，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的道理你
是知道的……” 这次分手， 是他们夫妻的永
诀！

毛简青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后， 创办 《红
旗日报》， 任第一任社长兼主编。 当时湘鄂
西流传着一支歌谣： “苏维埃政府领导好，
报纸印得多精巧， 生产练兵搞完了， 村村处
处听读报。” 1932年，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
黎受国际联盟救济机构委托， 为发放救济粮
食及药品来到苏区， 毛简青亲自采访报道了
他的壮举， 文章发出后反响很大。

1932年秋毛简青牺牲于洪湖边的瞿家
湾。 1945年党中央、 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
校大礼堂为毛简青等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谢
觉哉在 《中央烈士英名录》 “毛简青传” 中
写道:“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
人……他给我的印象是： 爽朗、 诚恳、 耐艰
苦， 对革命坚定。 这样一直到他的死。”

熠熠闪光的名字
毛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