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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
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
雄袁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核心袁 是领导中
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
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遥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人生
观尧世界观尧价值观的高度
浓缩和艺术载体遥 无疑袁中
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与使命袁 就是毛泽东
的初心与使命遥

初心是动态概念袁有
一个不断萌发和形成的历
史过程遥 毛泽东从学生时
代开始袁就志存高远遥 1910
年秋天袁 毛泽东在离开韶
山前往湘乡就读东山高等
小学堂时袁 改写了一首诗
叶七绝窑呈父亲曳院野孩儿立
志出乡关袁 学不成名誓不
还遥 埋骨何须桑梓地袁人生
无处不青山遥 冶

借此诗袁 他向父亲表
达了好好读书尧 学有所成
的决心袁 同时也表达了好
男儿志在四方的人生追
求遥 在湖南一师就读期间袁
毛泽东的人生格言是 野立
奇志袁交奇友袁读奇书袁创
奇事袁做一个奇男子冶遥

1915 年 3 月袁 毛泽东
的同窗挚友易昌陶病故袁
他挥笔写下一副情真意切
的叶五古窑挽易昌陶曳的挽
联院野胡虏多反复袁 千里度
龙山袁腥秽待湔袁独令我来
何济世曰生死安足论袁百年
会有殁袁奇花初茁袁特因君

去尚非时冶袁 抒发了一个热血男儿的忧国忧民之
志遥 同年 5 月 7 日袁 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
野二十一条冶遥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
生集资刊印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书
刊叶明耻篇曳的封面上袁奋笔题写了叶四言诗窑掖明耻
篇业题志曳院野五月七日袁民国奇耻遥 何以报仇钥 在我
学子浴 冶

1920 年 11 月袁毛泽东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
组袁这是中国最早的党组织之一遥 1921 年初袁毛泽
东把新民学会的宗旨野革新学术袁砥砺品行袁改良
人心风俗冶改为野改造中国与世界冶袁这不仅仅是新
民学会的宗旨袁也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遥

可见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袁毛泽东的初心逐渐
形成袁使命日趋担当遥 他已经从一介渴望金榜题名
的书生袁成长为一个指点江山的热血青年尧一个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遥 从野学不成名誓不
还冶到野粪土当年万户侯冶曰从野问苍茫大地袁谁主沉
浮冶到野天翻地覆慨而慷冶袁从上下求索到彻底改变
中国命运遥 青年毛泽东在风起云涌尧波澜壮阔的伟
大实践中袁 毛泽东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袁实现了他的初心袁成就了
千秋伟业遥

中国共产党人是民族的脊梁袁是国家的栋梁袁
是人民的靠山遥

在长征途中袁毛泽东写了叶十六字令三首曳袁其
三写道院野山袁刺破青天锷未残遥 天欲堕袁赖以拄其
间遥 冶在这里袁山袁俨然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格化身袁
所向披靡曰在这里袁山袁犹如长剑刺破青天袁自身完
好无损遥 一旦天塌下来袁山会一柱擎天遥 当国家出
现危亡袁 人民出现危难时袁 共产党人总是挺身而
出袁迎难而上遥

不忘初心袁担当使命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和优秀品格袁 也是毛泽东诗词中所体现
的伟大建党精神和高尚人格遥 毛泽东所做的一
切袁 都是为了他深深热爱祖国和人民曰 他的诗
词袁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尧追求独立尧寻求解放尧
谋求幸福的真实写照遥如野踏遍青山人未老冶叶清
平乐窑会昌曳野我自欲为江海客冶叶贺新郎窑别友曳
野江山如此多娇袁引无数英雄尽折腰冶等等袁把坚
定不移的初心和深厚的爱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
致遥

毛泽东诗词中有关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的诗
句袁已经汇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袁是激励中国
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尧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袁是凝心
聚力的兴国之魂尧强国之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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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久闻重庆山城的大名遥
怎么野山冶之前只闻其名袁不见

其实遥 来到重庆袁很快就见识到了遥
进城袁坐在机场开往城区的轨

道交通车上袁呼啸向前袁一会儿钻
洞过山袁一会儿出洞把山甩在了身
后曰一 会儿在高架轨道上凌空
飞渡袁一会儿贴地行进袁犹如过山
车一般在山间穿行遥

到了酒店袁 站在背后的阳台
上袁 远看高楼林立袁 眼底一条山
谷袁绿意盎然袁葱茏滴翠遥 谷底很
深袁小溪蜿蜒如练渊后来才知道袁
小溪叫盘溪河冤袁山腰和溪旁建有
游步道袁行人如豆袁三三两两袁或
疾步健行袁或悠悠漫步袁或驻足闲
谈袁喧哗之声隐约可闻遥 小溪的下
游袁一高一低两座大桥横跨袁连接
两端大街袁 大街桥上车如流要要要
咦浴 这时我才发觉袁入住的酒店竟
然建在山顶上遥 而酒店的前门又
在另一大街上袁与大街标高齐平袁
从正面看袁 浑然不觉它建在山顶
上遥

第二天袁 前往产业园区参观遥
园内高楼依山就势袁 高低不同袁我
们参观这楼那楼袁 也就上坡下坡遥
参观结束袁车子驶出园区袁上了大
街袁 迎面就是几十米高的石壁袁山
顶又是另一片园区的一栋栋高楼
噎噎

山为城市增添了趣味遥 有一
年袁赣州在大体育场举办野百年钨
都冶文艺晚会袁台湾歌手蔡琴上台
演唱遥 唱歌间隙袁蔡琴与观众聊天
互动袁台下不时掌声如雷袁她便说
道:野对面山上的朋友袁 你们的掌声
在哪里?冶顿时袁全场轰然大笑袁山
上的朋友? 哪来的山钥 分明是球场
的钢筋水泥看台遥 不过袁夜色中从
舞台往对面看袁高高的看台确实像
山袁荧光挥舞袁像是繁星闪烁遥 蔡琴
唱了两三首歌袁 什么歌我记不清
了袁好象是叶恰似你的温柔曳什么
的袁唯独记得我们是她野山上的朋
友冶遥

晚上袁 从朝天门步行去洪崖
洞袁沿小巷拾阶而上袁我甩手闲逛
都气喘吁吁遥 挑工是山城一景袁台
阶上遇到的挑工们持杠扣绳袁背负
肩挑袁一个个气定神闲的样子遥 到
了洪崖洞袁路程不远袁我便狼狈得
挥汗如雨了遥

洪崖洞袁原来是嘉陵江畔山崖

一个巨大石窟袁经年累月袁到上世
纪末成了一处危旧棚户区遥 世纪之
初袁重庆市就地改造成民俗风貌区
商业街遥 凭栏望袁沿江数百米袁依山
就势袁层层叠叠袁错落有致袁好一个
吊脚楼群浴 十几层高袁崖顶人来车
往袁崖底也车来人往袁熙熙攘攘袁热
闹非凡遥 俯瞰嘉临江袁危楼百尺袁一
点也不夸张遥

山城袁果然名不虚传遥

渊二冤
初来乍到袁我被重庆的树惊到

了遥
出地铁大龙山站口遥 中午时

分袁四下无人袁阳光正好袁和煦轻
柔袁洒下万千的金针银线遥 人行道
上绿树浓荫袁分列两边袁象是特意
列队欢迎我遥 一颗树张开八九个十
来个臂膀袁无数双手袁宛若两队绿
色的千手观音遥 每一双手袁都是热
情的遥

走近这些树的队列袁 仔细一
看袁我很惊喜遥 小伙伴们袁这是榕树
吗钥

对浴 就是榕树遥 这些野榕树冶又
叫黄桷树袁是榕树的一种遥 黄桷树
在重庆的历史很久了袁北魏叶水经
注曳尧宋朝叶图经曳都有记录遥 黄桷
树袁被定作重庆的市树袁可见它在
重庆人心中的位置遥

巧的是袁榕树也是我家乡赣州
的市树遥 千里之外的赣州袁大街旁袁
公园里袁河道边袁到处都是这样的
榕树遥 沿着重庆街道袁看到这些熟
悉的绿色身影袁 好象置身于家乡袁
甚是亲切遥

入住酒店袁 院内绿树掩映袁更
让人欣喜的是袁四楼平台有一个花
园遥 园子虽小袁二三百个平方吧袁树
呀花呀袁品种可不少袁白玉兰呀袁桂
花呀袁芭蕉呀袁紫叶李呀袁还有盛开
的海棠尧樱花尧紫荆尧茶花噎噎

安顿下来袁驻渝几天里袁我看
到了越来越多树种袁海枣呀袁蒲葵
呀袁樟树呀袁银杏呀袁雪松呀袁法国
梧桐呀袁广玉兰呀袁杨柳呀袁红花羊
蹄甲呀噎噎无一不熟悉袁无一不是
我家乡也有的袁就象遇见一位又一
位老朋友遥 你说袁如果你在遥远的
他乡袁 遇见一位又一位老朋友袁怎
么不会感到惊喜呢钥 何况袁与你相
遇最多的袁是你最熟悉的好朋友遥

人间四月尽芳菲袁不知转入此
中来遥

此中最多的袁是榕树浴
那天袁 站在龙华大道天桥上袁

脚下的车流滚滚袁都钻进了前面的
榕树绿廊遥

渊三冤
初到重庆袁哪能不去朝天门遥
说到重庆袁必数朝天门尧解放

碑遥 解放碑为人工筑造袁朝天门为
自然景观遥 如果必须二选一袁我爱
自然而胜于人工袁所以先到朝天门
拜码头遥

朝天门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
汇处遥 查资料得知袁这里原来就有
城门袁 曾是重庆十七座古城门之
一遥 南宋偏安临安袁时有钦差自长
江经该城门传来圣旨袁故得此名遥

落暮时袁打的前去朝天门遥 路
上袁行驶到江边袁的哥介绍说:野这就
是长江遥 冶野噢遥 好象也不宽喔遥 冶太
小了袁又很平静袁一点没有我想象
中大江横流尧汹涌澎湃的样子遥 野很
宽的袁有一二千米袁你晚上看不出
来吧遥 冶也许吧袁但离我的想象相差
甚远袁不免有些失望遥

顺着长江向两江合流处走去遥
游人如织袁都往合流处涌袁毋需问
路袁跟着人流走就行遥 行人以团队
居多袁中老年人居多袁忽听有人招
呼一声袁他们呼喇喇地蜂涌往停在
江边游轮去了遥 江中游轮袁霓虹华
彩袁装点得金碧辉煌袁宛若宫殿袁名
字也叫做 野金碧皇宫冶野金碧女王冶
什么的遥

到了遥 暮渐深袁 水泥拱门上
野朝天门冶 三个霓虹大字格外醒
目遥 游人反而少了袁更显安静遥 水
流平静袁 平静得让你觉得那是一
湖池水袁又像是一块黝黑的玻璃遥
微波粼粼袁像是玻璃的反光遥 坐在
码头台阶上袁朝前望袁左嘉陵袁右
长江袁前方是合流后的长江袁我想
象着这一江平静袁从此东去袁穿三
峡袁通江汉袁一泻千里袁奔腾入海
噎噎

许久袁我才默然离去遥
告别了重庆袁我仍不时想起那

天朝天门的夜色遥 不时脑中会跳出
几句巴渝的诗袁有野即从巴峡穿巫
峡袁便下襄阳向洛阳冶袁有野两岸猿
声啼不住袁轻舟已过万重山冶袁有同
学临别时念的 野君问归期未有期袁
巴山夜雨涨秋池冶噎噎

我从巴渝归袁未逢夜雨时遥
昨夜潇潇雨袁可曾涨秋池?

重庆随记
阴南方嘉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