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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11 月。霜降已过，立冬将临，北京城里

寒风肆虐。

东城区沙滩北街边有座 4 层楼房，砖木结构，

平面呈工字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在萧瑟

的季节，显得格外鲜艳。这里，便是北大红楼。

进得门厅，穿过一楼右侧长长的廊道，至尽头

东南隅，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办公室两

间房，外间会客，里间办公。而今天，里间房成了会

客厅学生们团团围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昂着头，听

先生讲话，个个神情激动。

这是我最亲爱的学生，也必是我最强而有力

的拥护者。情感的潮水不由在李大钊心中起伏，漫

溢而上，洇湿了他的眼眶。这段时间以来，他过得

颇不平静。

七个月前，也是在这间办公室，他会见了共产

国际派来的秘密代表维金斯基。两双跨越国界的

手握在一起的刹那，李大钊组党的信念愈加坚定。

他掏出笔来，亲自修书一封。维金斯基揣着这份滚

烫的信笺，即刻赶赴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八月，中

国共产党上海小组率先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十月中旬，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办公

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大钊每月将捐出个人薪俸

80元，作为各项工作之用，这是他月收入的一半。

但在不久后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裂缝开始

出现。这主要来源于李大钊欲争取的那几个无政

府主义者。种种分歧已给工作开展带来诸多不便，

令李大钊最终失望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从骨子里不

认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道不同不相

为谋，在一系列矛盾发生以后，六位无政府主义者

“和和气气”集体退出北京共产党小组。

李大钊声音略显嘶哑，这是连续多日失眠和

忧虑所致。毫不相瞒说完这一切，才打住话头，手

臂便如雨后春笋般在他眼前举了起来：“先生，我

愿意！您吸收我进入共产党小组吧！”

这其中，有一只举起的手格外白净和柔弱，但

又显出一种非凡的坚韧。这手，属于房间里唯一的

一位女同学。

“加入一个前途未卜的初生组织，在严酷的现

实背景下，不代表享乐。”李大钊走至屋子中央，目

光投向每一位同学，他有必要与义务把面临的困

难与危险据实相告，“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更多的

奉献，意味着更多的牺牲。可能会颠沛流离饱受亲

人分离之苦，也可能会被反对派们投进黑牢遭受

非人折磨……”

“先生，我想说……”女同学跨前一步，表情坚

毅，“您说的那一切，没有任何可怕！人大不了一

死，为了信仰而献身是最光荣的事情！”

“好！有青年在，就有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

李大钊被学生们的激情深深感奋，一扫连日来的

孤愤与郁结，“为了未来中国的平等、民主和公正，

为了下一代可享福中之福，我们需随时准备吃苦

中之苦，随时要舍得付出最大的代价。我李大钊愿

意吸收诸位同学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员，以

此充实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

这些同学的名字分别是邓中夏、何孟雄、缪伯

英、高君宁等，其中的女同学是去年以全省第一名的

成绩从湖南考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缪伯英。

这天始，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也是 53 位第一批党员中唯一的女同志。

陈惠芳

《诗经》以降，中国就是一个诗歌的

国度。屈原、李白、杜甫，诗星闪烁。一代

又一代，香火延绵不断。竹简、陶罐、纸

面，诗歌的足迹无处不在。

时光流转。互联网的介入，自媒体的

兴起，新诗歌时代的到来，诗歌的空间在

加宽，诗人的才情在加深。围绕诗歌与诗

人，节会不断，作品分享会、诗歌朗诵会、

诗人采风、诗歌征文，风起云涌；官方与

个人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朋友圈 、微信

群、QQ 群，此起彼伏。每逢周末，各类诗

歌活动，应接不暇。

在此情形下，公众的消费趋势被分

解。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消费，诗歌充当

了消费品。这是一种好现象。隐隐的，“诗

歌的 80 年代”或曰“80 年代的诗歌”似乎

重现了。

也有人担心：电脑的鼠标，会不会像

老鼠一样窃取纸库中的种子？为手机被

迫“低头”的头颅，会不会遗忘纸媒曾经

带给我们的荣光？事实上，与时俱进的诗

歌类报刊并没有消亡。

“四大名刊”《诗刊》《星星》《绿风》

《诗歌月刊》，跨越几十年的风雨，依旧焕

发勃勃生机。《中国诗人》《诗探索》《草

堂》风头正劲。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副

刊，诗歌自有一席之地。

就湖南而言，诗脉绵延。《散文诗》

《湘江文艺》《湖南文学》《芙蓉》将诗歌视

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湖南日报》“湘

江”周刊每周都有诗歌亮相。作为新媒体

时代的产物，湖南日报社旗下的新湖南

“湘江”频道对诗人作品密切关注，“文

库”频道汇聚包括诗人在内的文学湘军。

互联网之前，诗人的创作空间与发

表空间，相对狭小。不少诗人弄起了油印

诗刊诗报，自娱自乐。这也制约了诗歌的

“大众化”与“小众化”。

忽如一夜网络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QQ、微信、微博、博客、论坛，迅疾成为诗

人创作与发表的主阵地。而后，微信公众

号跟进。“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零距

离”。一网在手，天涯咫尺。创作、发表“两

分离”的浮离状态被消除。“创作即发表”

成为新常态。诗人们因“互联网+”，从个

体组合成了群体；又因“互联网+”，脱离

成了个体。

诗坛热闹了，诗人和评论家有活干

了。这是好事。但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

很多好事，坏就坏在千篇一律的点

赞、众口一词的吹捧，缺乏锋芒十足、有

力有用的批评。

某些作品分享会，演变成了“好人好

事”。你说好，我说好，他说好，大家都说

好。分享者自圆其说，乐陶陶；被分享者，

自享其成，陶陶然。甚至，有的作品分享

会弄得歌舞升平。这样的作品分享会，到

底有多少实质价值与启迪？

其实，作品分享会应该是作品批评

会。批评批评，就是批改评判。应该安静

地坐下来，一首一首分析，一行一行鉴

赏，主要是指出不足与缺陷，达到警醒的

效果。

某些作品分享会存在许多弊端，华而

不实。自媒体与微信朋友圈，也是如此。某

某作品一出，便“秒赞”。看都没看，就点头

称许。某某作品一出，便“好评如潮”。

如此有用吗？只顾情面，不讲真话、

实话，这样的分享会有百弊而无一利。

批评家的责任与良知，就凸显出来

了。作品分享会“评功摆好不挑刺”，与其

说是作者的责任，不如说是批评家的责

任。

新诗歌时代，诗歌的多样性越来越

突出。每个诗人，不可复制与克隆。诗人

写什么，怎么写，确实没有一个标准。

回到诗歌本身，有一个问题应该、也

需要达成共识。这就是，诗歌要写得像诗

歌。诗歌毕竟不只是分行的文字。

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打着“诗人”招

牌的人，在干着破坏诗歌声誉的诗。在一

些自媒体中，低俗下流的诗歌、纯粹口水

的诗歌、不知所云的诗歌、味同嚼蜡的诗

歌，还在炮制和叫卖。还有一些诗歌，口

号式、标签化、图解化严重，假大空。

诗歌要有人间烟火，要有悲悯情怀。

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不是好诗人、好诗

歌。

诗无尽头，学无止境。诗人们当自省

自勉。

湘江观潮

永恒的光 新诗歌时代的热闹与警醒

韶山冲的九月，蛙声业已寥落，湖中菱田

却仍绿如秧畦。一位上穿灰色粗布衣，下着青

色粗布裤的女子，从晒谷坪前那窄窄的田埂

道向这间茅草屋走来。

细妹子抬眼一望，是那从长沙来的大姐

姐，她高兴得撒腿就往前面迎去。

一根粗大的杉树棍架在场坪边，杨开慧

帮着那妇女把衣服晒到上面。细妹子又是提

凳，又是泡茶，嘴角边总有溢出来的笑。大姐

姐来了，她上夜校就有希望了。

“乡下妹子读书没用，迟早要嫁人的。”细

妹子妈妈拧着衣服，湿漉漉的水落到泥地上，

又反溅到她的布鞋上，“生在我们这样的人

家，命苦，这是没有办法的。”

“可不能这样说，嫂子。泽建在家时还当

童养媳呢，你看，后来跟着大先生走出去，不

仅识了字，现在，还找了一个有学问的对象

呢。”“大先生”是韶山冲人对毛泽东的昵称，

杨开慧也学着这么称呼自己的丈夫。

毛泽建因为家穷，14 岁就被送到杨林乡

肖家当童养媳，受尽婆家虐待。是毛泽东做主

帮她退掉婚约，带上这个堂妹和弟弟毛泽覃

一起去往长沙念书。“泽建的对象叫陈芬，是

个大学生。只有让细妹子像泽建一样读书识

字，才能改变你说的‘苦命’。嫂子，命运是可

以改变的！”

“大姐姐说得对！我要读书，我要改变自

己的命运。”细妹子连忙帮腔，她太想读书了。

入夜，韶山冲一片黑暗，唯有韶峰下的毛

氏宗祠灯火通明。一岁多的岸青在只有几级

的台阶上爬来爬去，独自玩得不亦乐乎。台阶

上面的木板厢房里，不时传来妈妈的声音。简

陋的木桌充作了讲台，下面是提着油灯的乡

亲。

“乡亲们都说自己命不好，年年在田里做

牛做马忙碌，到头来却是缺衣少穿，忍饥挨

饿。这能怪命吗？”杨开慧站在那里，握着一把

算盘，说：“我来帮大家算一下，打下一石谷，

要交七斗租。剩下的三斗，买完种子，买完农

具，还有多少留给自己用？为什么地主老财们

什么都不做，躺在家里就能白得七斗租？这就

叫剥削！”

“没有办法呢，地主老财们有团丁，有枪，

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一个年长些的农民坐在

台下叹了一声气。

一个青年农民却霍地站了起来，说：“先

生，您说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吧？”

杨开慧四处一望，角落里有些零碎的竹

片，她拾了起来，握成一把：“一根竹片人人都

能折断，一把竹片就折不断了。只要我们穷苦

人团结起来，什么军阀、土豪、地主老财，统统

都能被打倒！”

“我明白了！”聪慧的细妹子也站了起来，

“我们的爹娘都以为地主给了我们地，财东给

了我们钱，是他们养活了我们。事实上，是农

民养肥了地主老财，他们是寄生在我们肚子

里的蛔虫。”

“讲得对！”杨开慧反身在黑板上写下一

个大大的“人”字，说：“人字两边分，地主是

人，农民也是人。没有农民的苦，就没有地主

的富；没有农民的忙，就没有地主的粮！”

在万籁俱寂的乡村夜晚，杨开慧的声音

分外响亮，犹如清脆的钟声。

这是 1925 年的 9 月，就在这月，因为还有

重要的革命工作，带着妻子第一次回婆家的

毛泽东先行离开。杨开慧留了下来，继续在韶

山开展农民运动，直至 12 月 16 日离开，奔赴

广州新的革命战场。

杨开慧：
命运掌握在穷苦人自己手里

王杏芬

这个丰富的世界，曾经有一群青春的她们

走过。在那凋敝残破、民不聊生的腐朽旧时代，

她们流下的鲜血与泪水，已化作漫天的芬芳与

美好；她们的音容与笑貌，与鲜花盛开的春天融

为一体，永远年轻，永远生动。

贺为民

认识吴师傅，纯属偶然。

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夏天，我

从涟钢转战湘东参加钢铁大会战。离开

涟钢的前一天，人事部门的老肖告诉我：

“你运气好，正好有司机来厂里运钢材，

你可坐他的车经长沙去茶陵。”

翌日一早，我就背着铺盖卷儿来到

指定的地方。老肖已在那里等我，他指着

正在擦拭车辆的中年人对我说：“小贺，

今天你就坐吴师傅的车去茶陵。”

其实，在矿里，我早听了许多关于吴

师傅的故事，“为了矿山的建设，吴师傅

把命都豁上了！”

吴师傅出生于贵州省榕江县侗家山

寨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小就失去了父

母，是共产党把这个侗家孤儿从苦海中

救了出来。他感恩共产党，18 岁就报名参

加志愿军当了一名汽车兵，并在部队入

了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他转业到桃

林铅锌矿当了汽车队长。

1971 年初春，吴师傅响应党的号召，

报名参加钢铁大会战，从条件优越的桃

林来到偏僻的湘东，在当地山沟里一位

农民屋里临时安了家。

刚刚破土动工的湘东铁矿建设工地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住房，展现在人们

眼前的是一派荒凉的景象。吴师傅一到

矿里，来不及安顿，就开着车奔驰在那弯

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大山岭矿井急需

水泥预制块护顶，一个班只能运三四趟，

他每天坚持运五至六趟；二三○中段急

需碎石打混凝土，一天只能运六七车，他

每天坚持运八至十车；节假日有的司机

回家了，他不休息去顶班……开车 10 多

年，积累轮休 400 多天。

1978 年 4 月，矿里决定吴师傅改开

救护车。他深知开救护车麻烦事多，时间

性强，责任重大。可他还是那句老话：“党

叫我干啥就干啥！”

他得到矿里同意，在床头安了一台

电话机。无论炎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

即使三更半夜睡得正香，只要电话铃一

响，他就立即披衣起床出车。有时刚把饭

碗端到手上，电话来了，他马上搁下碗筷

去送伤病员；有时晚上看电影，他刚坐

下，广播一喊，他立马起身走向车库……

1982 年“五一”节中午，吴师傅回家刚端

起碗吃饭，医院突然打来电话，说有个中

毒病人，必须立即转送茶陵县人民医院。

他放下话筒就要走，妻子埋怨说：“连过

节都不能吃顿安生饭。”吴师傅说：“救人

如救火，我耽误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钟

痛苦，多增加一分危险。”他迅速将车开

到医院，帮着把病人抬进急诊室。医生看

后说：“要是再迟来几分钟，就晚了。”看

到病人化险为夷时，吴师傅舒心地笑了。

有一次，吴师傅送身患重病的矿工

刘湘桂去医院，医生说需要输血抢救。吴

师傅立马撸起袖子，将自己的血液输给

汉族兄弟，医生给他抽了 200CC，他还埋

怨医生抽少了。当医院按规定发给输血

费时，他说：“为了抢救汉族兄弟，献一点

血算得了什么！”医院只好让人转交吴师

傅，而他却把这些钱买荔枝、牛奶，送给

了住院的 4 个汉族兄弟。

1982 年 3 月，吴师傅被矿工会安排

到北戴河疗养。美丽的海滨风景，迷人的

西山名胜，没能把他的心拴住，规定疗养

期 45 天，他提前半个多月就离开了。路

过北京，也没有停留去看一看早就向往

的首都风貌，就风尘仆仆地赶回矿里上

班 …… 吴 师 傅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心 里 只 有

党、只有工作、只有他人的共产党员。

我调离湘东铁矿后，再没见过吴师

傅。只记得他的大名叫吴顺才，是上世纪

90 年代湖南冶金系统著名的劳动模范。

吴师傅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向警予：
孩子，希望你像小鸟一样自由飞翔

1927 年 4 月，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家，向

警予唱着自己编的儿歌，哄着 3 岁的儿子蔡博

入睡。只有这个时候，儿子才会乖乖躺入她的

臂弯。

呱呱坠地后，蔡博常年见着的人除了奶

奶与姑姑，就是他的几个小姐姐。才来的女

人，虽然面容清秀、眉目舒朗，但总之陌生。他

抗拒她的所有拥抱。

葛健豪走了进来，这位曾以 55 岁高龄与

她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大义婆婆，见着向警

予脸上的泪痕，不由心疼：“三年没见面了，你

又瘦了许多。这次回来，多住几天，熟悉了，孩

子就会亲近你的。”

第二天，在葛健豪坚持下，一家老小来到

城里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全家福。

公公蔡蓉峰坐着，葛健豪、向警予、蔡庆

熙和女儿刘昂分列两旁，还有三个小孩子：李

特特、蔡妮和蔡博。蔡妮是向警予的大女儿，

李特特是蔡畅与李富春的女儿。

蔡博想与姑姑站一起，但被姐姐蔡妮抢

了先。向警予微欠身子，把宝贝儿子揽在怀

中。留着短发，露着光洁额头的她，笑得像春

天一样灿烂。也许那一刻，她的心情是百味杂

陈的。曾几何时，她与这个家庭的优秀儿子蔡

和森由于共同的革命信仰走到一起，在法国

勤工俭学时结成了坚定的“向蔡同盟”。但这

一切已成过往，如同当初坚定的爱一样，当情

感亮起红灯时，他俩也选择了坚决的分手。

不管怎样，这个瞬间是她难得的幸福时

刻，温馨、温情、还有弥漫如暖气般的亲情包围

着她，她的笑，是内心深处跳出的快乐音符。

摄影师按下了快门，照片里的蔡博小手

含到嘴里，皱着眉头，却有满脸的不情愿。

向警予终究没有多住几天，第三天，她就

离开了孩子们。才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

她，被党中央派遣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

从事地下宣传工作。那里，革命浪潮滚滚；那

里，一首有关生命与信仰的悲壮乐章正等待

着她去谱写。

妈妈要走了，混沌的幼儿蔡博心中，还是

没有将她与“妈妈”一词联系起来。他更不会

知道，这是他与妈妈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个面

目清秀的女子，向他和姐姐招着手，一步步向

后退，只退到一辆载有许多士兵的列车上。如

鲫的人群挟裹着她，她在人群里，眼中含着

泪，那泪是从昨晚流到现在的。

那一瞬间，他突然记起了她唱给他的儿

歌，那是她自己编的。那儿歌，在暗夜里响起

来，像带着光亮的丝绸，轻柔地抚慰着他幼小

的心灵：

小宝宝，

小宝宝，

妈妈忘不了……

希望你们像小鸟一样，

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

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蔡博不知道，从那天起，这个世界上，以

后再也没有妈妈给他编儿歌、唱儿歌了。

为了建设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缪伯

英、向警予、杨开慧等许许多多知名或不知名

的女英烈，和同时代的勇敢男子们一道，用青

春与血肉之躯，共同托举起了新中国那一轮

绚丽的朝阳。她们壮美的人生与大无畏的牺

牲，是一束束永恒的光，烛照后世，亮彻天地。

向警予

杨开慧

缪
伯
英
：

为
信
仰
献
身
是
光
荣
的

缪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