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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了，永远不会忘记
毛主席和我们合影时的情景！”

—— 一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彭婷

“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
少先队里高大的人，
笑的风要把人身撼动，
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
……”
诗人臧克家写的这首《毛主

席戴上了红领巾》，以及毛主席
60年前与韶山学校师生的合影，
被印在了韶山学校科技楼一楼
最显眼的位置。墙面上，“亲切的
会见，巨大的鼓舞”几个金色大
字格外耀眼。

科技楼正前方，就是 1959
年6月26日，毛主席到韶山学校
视察，与师生亲切合影的地方。

“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说的正
是这张照片。

“60 年了，永远不会忘记毛
主席和我们合影时的情景！”“那
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每当我遇
到困难，毛主席的鼓舞就像一座
灯塔，为我照亮前行的路，给予
我奋斗的力量！”12月16日至21
日，记者采访了当年照片里的部
分学生，并来到韶山学校，探寻
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如今年
逾古稀的老人们，回忆起 60 年
前与毛主席合影时的情景，就像
变回了当年十几岁的少年，一个
个心潮澎湃，眼里仿佛带着光。

照片中，站在毛主席左右两侧的蒋含宇、彭淑
清，是较早知道毛主席要来学校视察的两个人。

“1959年6月25日，我们就听说了这个喜讯。当
学校决定由我俩向毛主席献花、戴红领巾时，心里高
兴极了，又紧张极了。”那天下午，任学校少先队大队
长的蒋含宇反复练习系红领巾，大队委员彭淑清则四
处寻找鲜艳的花儿。晚上，两个孩子激动得几乎一夜
没睡。

“毛主席回来啦，等下还会来学校看我们呢！”
6月26日一早，这个好消息传遍了韶山学校。一时
间，学校沸腾了！700 多名师生走到校门外，在道
路两旁排好队，夹道欢迎毛主席。“我们一个个都
踮起了脚尖，伸长了脖子，急切地张望。”当时在韶
山学校读初二的毛雨时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乘坐的轿车朝学校驶来了。
看到毛主席从车里走出来，现场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
掌声。“毛主席好！”“热烈欢迎毛主席！”欢呼声此起彼
伏。蒋含宇、彭淑清走上前，向毛主席行了一个少先队
礼，把鲜花献给他。毛主席接过鲜花，亲切地摸了摸两
个孩子的头。

“你们多大啦？”毛主席笑着问他们。两个孩子齐
声说道：“14岁！”“读几年级？”毛主席又问。得知他们
上初中二年级后，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要努力学
习，争取做个好学生！”随后，毛主席拉着他们的手，和
大家一道向学校走去。

“毛主席这么平易近人，我们紧张的心情顿时
就被满满的幸福感替代了。”彭淑清说。

到校门口，毛主席抬头看着自己 1952年亲笔
题写的“韶山学校”四个大字，脸上露出了微笑。

走进学校后，毛主席站在操坪的一端环顾四
周。看到左右两栋教学楼分别写着“小学部”“中学
部”，他问：“这是小学，还是中学？”“这里以前是小
学，1956年开始招收初中生，以后还准备办高中。”
学校负责人回答。

“原来是一所戴帽子的学校啊，你们是要搞一
条龙咯！”毛主席高兴地说。随即，他又对旁边的少

先队员说：“那你们就是帽子底下的人咯！”
“毛主席说话风趣，逗得大家都笑了。”当年17

岁的陈可斌在韶山学校读初三，他对当时的情景
印象深刻。

6 月的韶山艳阳高照。此时，毛主席的白衬衫
已微露汗渍，额头上也冒出了汗珠。学校少先队大
队辅导员蒋守仁拿来一把椅子，请毛主席坐下休
息。蒋守仁个子不高，脖子上戴着红领巾。毛主席
问：“你在这里工作？”蒋守仁点头称是。毛主席又
问：“搞什么工作？”蒋守仁回答：“担任学生团队工
作。”“你是学生的头，是孩子王，青少年工作很重
要。”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叮嘱道。

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照相了”，师生们井然
有序地簇拥着毛主席。蒋含宇踮起脚，敏捷而熟练
地给毛主席系上了红领巾，校园里再次响起经久
不息的掌声。

毛主席抚摸着胸前的红领巾，和蔼地问蒋含
宇：“你这红领巾送给我啦？”蒋含宇回答：“送给您
老人家了！”毛主席又说：“那我就把红领巾带到北
京去啦，我又年轻了，又变成少先队员了！”那浓厚
的乡音、幽默的话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摄影师
侯波迅速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张“纸面上仿佛听出
声音”的照片。

蒋含宇回忆，给毛主席戴红领巾是反手，不像
给自己戴那么方便。他当时个子小，怕动作慢，让
毛主席弯腰太长时间。“我掂量着，这可不是个小
事儿啊！”为此，他头一天练习了一个多小时。考虑
到毛主席身材高大，他又和辅导员商量，将原来的
小号红布红领巾，换成了大号红绸红领巾。

“任务完成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后来在电影
里看到，系红领巾的动作还挺麻利，中间的结也打
得好，让我好一阵高兴。”蒋含宇说。

转眼已接近上午 10时，随行人员提醒毛主席
该吃早餐了。毛主席用商量的口吻问大家：“他要
我去吃饭，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师生们依依
不舍但又异口同声地回答。向大家告别后，毛主席

缓缓朝学校通往宾馆的侧门走去，不时回头向师
生们点头、挥手。

“毛爷爷，再见！”“毛主席，祝您健康！”大家一
边鼓掌一边高呼。

“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直到他的背影看不
见了，我们的目光，还久久地望着那个方向。”当时
在韶山学校读初二的熊若云说，这一幕，是她最难
忘的一幕；这一天，是她最幸福的一天！

“纸面上仿佛听出声音”。 蒋含宇 供图

▲ ▲（上接1版）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重点围绕
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全会精神
进行了系统解读。

省领导叶红专、彭国甫、易鹏飞以省委宣
讲团成员身份，也分别在湘西州、怀化、郴州
宣讲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高位推动，有力促进了宣讲活动深入开
展，在全省上下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的热潮。

深入三湘大地 宣讲入脑入心

“制度优势是我们国家最大的优势，制度
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国家
稳……”

在省直统一战线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报告会上，省委宣讲团成员运用
具体的案例、详实的数据，以答问的方式，阐
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优势，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
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怎样贯彻落实好
全会精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等，增
进了大家对全会精神的理解。

“宣讲报告站位高、阐述深刻，具有很强
的理论性与指导性，是对我们学习领会、贯彻
落实全会精神的一次精彩辅导，令人深受启
发。”听完宣讲，湖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合会执行主席周江林说，“从社会治理来讲，
我们确实需要有更好的机制、更好的制度，让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湘大地，从省直到市州，从学校到企
业，一场场宣讲报告会举行得如火如荼。每到
一处，省委宣讲团成员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理论
知识和实践经历，立足对本领域本行业的深
入把握，结合实际，以例说理、深入浅出，将全
会精神春风化雨般播撒在党员干部群众的心
田。

在湘潭市宣讲时，省委宣讲团成员以“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奋力开创‘中
国之治’时代新篇”为题，从文件起草、巨大成
就、重大意义、显著优势、总体要求、总体目
标、重点任务、全面落实等8个方面，对全会精
神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解读，对全会提出
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部署、新要求作

了深入浅出的辅导。
在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省委宣讲团成员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优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并结合湖南文化事业
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如何深入贯彻落实《决
定》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进而实现文化强省、文化强国目标。

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省委宣讲团
成员以“‘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为题，全
面解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实质、核心
要义和深刻内涵，系统阐明了全会的重大里
程碑意义和制度“密码”，既有理论的高度和
深度，也有个人的学习心得和体会。

……
除了集中宣讲，省委宣讲团成员还深入

基层，与党员干部群众互动交流，帮助干部群
众解疑释惑，及时回应关切。

“全会《决定》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和服
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您认为基层治理还应该
从哪些方面继续探索？”在省委宣讲团成员与
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时，株洲市天
元区嵩山路街道小湖塘社区党总支书记冯芳
发问。

“要从精准化、精细化服务上下功夫……”
省委宣讲团成员从自治、法治、德治及发挥群
众、社区组织作用等 7 个方面支招，给出了切
实可行的建议。

台上精彩宣讲，台下聆听记录，会后交流
互动。截至 12 月 16 日，省市县三级完成宣讲
5400余场，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1140多
场，受众约 180万人次。其中省委宣讲团宣讲
92场，听众达7万多人。

坚定制度自信 宣讲鼓足干劲

既讲清楚是什么，又讲清楚为什么；既讲
清楚怎么看，又讲清楚怎么办……一场场宣
讲报告会的举行，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受
启发和鼓舞，更为大家干事创业鼓足了干劲。

“宣讲报告会很及时，也很振奋人心。”省
农信联社党委书记赵应云表示，学习宣传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紧扣工作重点，
积极回归本源，坚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扎
实、深入、持久开展“党建共创、金融普惠”行
动，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作风，展现
湖南农信系统贯彻全会精神的实际成效。

“通过此次宣讲，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
启发。比如在以后的综合治理和网格化管理
方面，我们能够组织志愿者以及网格管理员，
为居民提供更精细、更好的服务。”郴州市北
湖区燕泉街道振兴社区党委书记黄志红说，
通过省委宣讲团成员解疑释惑，大家不仅加
深了认识，也对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充满信心。

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学生张振宇说：
“我们青年学生适逢新时代，要以服务国家需
求为己任，以当好发展生力军为使命，努力在
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宣讲报告会对集团公司全体干部职工
全面把握、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以学促干，全
面完成全年各项工作任务。”湖南省水运投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蒋鹏飞表示，要把全
会精神与集团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
省水运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新需求。

“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到行
动上、贯彻到工作中，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大
家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宣传、贯彻、落实
好全会精神，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力量。

让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在三湘大地蔚然成风

陈可斌久久凝望着老照片。 彭婷 摄

毛雨时在阅读《读懂毛泽东》。 彭婷 摄

10月21日，熊若云为学校师生讲述
老照片的故事。 王新湘 摄

今年 76 岁的熊若云，如今已从
湘潭市岳塘区育才学校退休。记者
12 月 16 日在她家里采访时，首先看
到的，便是客厅中央悬挂着的这张老
照片。“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回想起
当时的情景，我还是特别激动。”她
说。

熊若云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老
师，后来又担任育才学校校长、书记。

“职务在变，但我对教育的情怀没有
变。”她说，她始终记得与毛主席合影
的巨大温暖，以及毛主席“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的殷切嘱托，决心要做一
位优秀的“园丁”。

熊若云刚刚走上育才学校领导
岗位时，面对的是一所师资薄弱、设
施落后的学校。她一手抓教育教学，
一手抓行政管理，出台多项措施提高
教学质量，还通过办校办工厂筹集资
金，所有收入全部用于奖励优秀师
生。就这样，教学质量提高了，新校舍
建起来了，学校名气也大了。后来，不
少学生慕名到育才学校求学。

采访中，熊若云的儿子罗纳新告
诉记者，父亲罗光发也是韶山学校的
学生，也在这张老照片里。“小时候去
韶山，父母都会带我们去韶山学校，
给我们讲当年与毛主席合影的故事，
让我们深受鼓舞。”罗纳新说。

照片中，77 岁的湘潭市雨湖区
长城乡村民陈可斌当年站在毛主席
右上方第 5 个位置。陈可斌家境贫
寒，家里几乎没有一件新家具。12月
17日，记者走进他简陋的卧室，发现
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桌子上的
毛主席水晶相框擦得锃亮，60 年前
与毛主席的合影被放进相册中珍藏，

“家里值钱的东西没有，这些照片，就
是我最大的财富。”

陈可斌说，他崇拜毛主席，热爱
毛主席，更把与毛主席合影当作一生
的荣光，激励自己在困难面前不低
头，在挫折面前不放弃。

高中毕业后，陈可斌原本考上了
大学，但因家庭贫困，无奈放弃学业。
1991 年，他在长城乡政府传达室工
作时，偶然聆听了一次通讯员培训
课，从此对新闻写作产生浓厚兴趣。
他穿行在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寻找
新闻线索，28 年来累计在各级媒体
发表文章 1100 多篇。当地一名新闻
工作者评价陈可斌：“他不是记者，但
对新闻的热爱，丝毫不亚于一名职业
记者。”更让人敬佩的，是陈可斌还通
过努力拿到了函授大学文凭。

然而，如今的他却罹患尿毒症，
每周要到医院透析两次，手上密密麻
麻满是针孔。透析很疼，但他从不喊
疼。“医生都夸我，到底是和毛主席合
过影的人，勇敢！”陈可斌笑着说。

陈可斌还告诉记者，他特别钟爱
毛主席诗词，常常用毛主席 1959 年
写下的《七律·到韶山》勉励自己，坚
信有着“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气概，必
定会迎来“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明天。

12 月 18 日，记者见到了韶山村
党委第一书记毛雨时。他的办公室
里，《毛泽东思想概论》等著作摆满书
架。毛雨时说，他对毛主席有着深厚

的感情，平常总要抽时间看看与毛主
席相关的书籍。那张老照片，也被他
摆在了家里客厅正中央，成了一道特
别的风景。

今年74岁的毛雨时是土生土长
的韶山人，也是连续五届全国党代
表。上世纪80年代起，他接过了韶山
村“当家人”的接力棒。“韶山支部是
毛主席在 1925 年亲手创建的，我一
定要把它建设好。”毛雨时这样要求
自己。

他鼓励村民念活“生意经”，提倡
大家依托红色旅游资源，通过文明经
营发家致富。当全村人靠红色旅游

“发了家”，他又注重给党员群众补精
神之“钙”，编印《跟着毛主席学走群
众路线》等乡土教材，邀请毛主席亲
属、老共产党员上党课……在他的带
领下，韶山村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
质，党建工作更是成为全国的一面旗
帜。

“我既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也是
60年前在韶山学校与毛主席合过影
的人，这是多么巨大的荣光！”毛雨时
说，他要带着毛主席的鼓励继续奋斗
下去，为伟人故里奉献光和热。

老照片里，被人们提及最多的就
是蒋含宇、彭淑清二人了。当年站在
毛主席两侧的“金童玉女”，现在已是
携手走过 48 年的幸福夫妻，定居在
江西南昌。12 月 19 日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这对幸福夫妻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是：“这张照片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也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带着毛主席
当年“争取做个好学生”的鼓励，两人
发奋学习，1963 年分别考入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石油学院。

这些年，蒋含宇和彭淑清已记不
清多少次讲述过给毛主席献花和戴
红领巾的故事，“每一次回忆，我们都
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蒋含宇说，他
和妻子从不以此去追求私利、寻求方
便，而是一直坚持着“我们所做一切，
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不能给韶山人
民丢脸”的原则。

在工作中，夫妻俩勤勤恳恳，将
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祖国的石油事
业，后来双双从中国石化退休。在生
活中，他们幸福和美，一家人其乐融
融。“我和妻子偶尔发生口角，儿女们
还会说，你们可是和毛主席合过影的
人，吵嘴可影响不好啊，请你们改
正！”说到这里，蒋含宇爽朗地笑了。

蒋含宇和彭淑清有着很深的“红
色情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专注
红色收藏，至今已收藏数十个国家出
版的毛主席著作、传记、字画、纪念邮
票等2万多件（册）藏品，举办红色展
览 20 余场（次）。他们还打算在韶山
开办红色文化珍藏馆，让这些藏品回
到毛主席家乡。

被毛主席视察过的韶山学校，如
今已是全国文明校园、湖南省示范性
普通高级中学，6月26日也成了学校
的校庆日。“毛主席的鼓舞像一座灯
塔，照亮了学校前行的道路。”韶山学
校党总支书记、校长陈煜华说，将牢
记毛主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嘱
托，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巨大的鼓舞巨大的鼓舞 ——
带着毛主席的激励奋勇前进2222 ....

亲切的会见亲切的会见 ——
和毛主席合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1111 ....

2013年10月14日，蒋含宇、彭淑清夫妇
与老照片合影。 周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