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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前，一个“北漂”青年的励志故事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老家下雪了 晨凫梦一塘
感感时时 随随感感

韩浩月

在朋友圈看到老家下雪了这个消息时，
我正在北京三里屯等待叫的出租车。已经是
夜晚了，路上堵车堵得厉害，霓虹闪烁，寒
风凛冽，耳边偶尔传来几声不耐烦的汽车喇
叭声……然而在我看到老家下雪了这几个字
的时候，时间好像忽然慢了下来，空间也似
乎突然静了下来，脑海里浮现出一片老家下
雪的场景。

老家下的雪，是真的雪。不是说北京的
雪就不是雪了。北京的雪总是有点矜持，千
呼万唤之下，方缓缓从空中降落，稍有点鹅
毛大雪的意思，风一吹便没了，薄薄一层的
雪落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被车轮一碾就化
成了水。这两年，周边的城市总是偷偷地背
着北京下雪，北京干脆成了一个没雪的城
市。

老家处在北方与南方的交界处，但整体
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小城，每年的冬天，
都会至少有一场像样的大雪。说老家的雪
大，也是相对而言的，真正的大雪，要追溯
到 30年前——— 不把门堵上一小半，早晨推
门推不动的雪还叫大雪吗，不让草垛胖上一
大圈全变成超大号“馒头”的雪还叫大雪
吗，不让家犬急匆匆跳出家门双腿陷进雪地
走不动步等待主人救援的雪还叫大雪吗……

以前老家的冬天是难熬的，身上穿的不
暖，寒冷无处躲藏，但偏偏下雪的那几天，
孩子们都变得不怕冷了，打雪仗，吃冰凌，
回到家鞋窝子里都是化了的雪水，拿炉子边
一烤冒出热腾腾的蒸汽，吃点东西还没等鞋

子烤干，套在脚上转身就又跑雪地里玩去
了。

雪天可玩的游戏其实不多，雪仗打累
了，堆个雪人，个个奇丑无比，没等堆好小
伙伴们便一拥而上一人一脚踹个稀巴烂。要
么就是抓麻雀，用树枝支起个箩筐，箩筐下
撒上一小把粮食，雪后无处觅食的麻雀三三
两两地跳来了，带着警惕的眼神，摆出一副
随时逃跑的姿态，但就是这样，仍避免不了
会有七八只十来只成为我们的猎物，雪天吃
烤麻雀，留下满嘴黑。

当然，之所以对老家的雪天印象深刻，
还与雪天带来的那种孤独感有关。有一年放
寒假，成绩没考好，一个奖状也没得到，下
午放学后不敢回家，一个人走向雪野。大雪
把田野全部覆盖了，近看时庞大无比的草
垛，放在雪野的大背景下，全部变成了星星
点点的小物件，大树也仿佛小草般寂静、柔
弱，连村庄也都不起眼了，远远地卧在一
隅，淡淡的炊烟仿佛村庄呼出的雾气。
那种孤独感，不敢说旷世吧，但对一个

孩子来说，还是很震撼的。大雪让人感到极
其渺小，你在雪地里无论怎么跑，都像是原
地踏步，无论怎么大声喊，都会被绵厚的雪
静悄悄地吸收。人在雪地里，像一只乌黑的
蚂蚁，唯有一小步一小步地走。走着走着，
心事便没了，再走着走着，人就莫名地变开
心了。那天我在雪地里漫步到天黑才回家，
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家长居然也没问成绩
究竟如何。

说来，大雪终归还是属于村庄的。进入
县城生活之后，雪尽管也不小，但再也没见

过村庄里那么大的雪了。雪不喜欢人聚集的
地方，人口密度越高，雪就越稀薄。不是雪
害羞，是雪有点恶作剧心理，你越盼着它下
得大一点，它越不给你面子，而在村庄，人
们看一眼天际线，呼吸一下空气，品尝一下
嘴里的味道，说一句今晚可能要下雪，便不
再多言了，第二天早上，准给你一场意料之
外的大雪。

五六年前我回县城过年的时候，和朋友
在街边的饭馆喝酒，那晚的雪下得很大。
喝完酒出门接近半夜了，雪把楼房、街
道、学校什么的都覆盖了，雪把县城变成
了村庄……我们开心呐，趁着大街上一辆
汽车也没有，把街道当成了滑雪场，开始
的时候还是用脚打滑，后来干脆猛跑几步
然后把整个人摔出去，一下子摔出好远，
几个接近 40岁的男人，变成了男孩。我们
还去了老同学的家门外，捏了雪团砸他家的
窗户，把他从暖被窝里拉了出来，和我们一
起滑雪。

等我叫的出租车到了，离开三里屯的时
候，关于老家下雪了的消息，在朋友圈变得
更多了，有人开始不断地发小视频刷屏。我
在老家的朋友群里问了句，“听说老家下雪
了？”瞬间的工夫，好几个朋友都开始回
应，看来，大家对下雪这件事都觉得很兴
奋。出租车里的暖气开得很暖，刷了一会手
机闭上眼睛假寐，脑海里在想，“老家”，
“下雪”，这只是两个简单的词汇，为何它
们组合在一起，会带来如此大的信息量，造
就如此庞大的意境？莫非不是，下雪这个事
很平常，而我开始想家了吧。

宋庆法

办公室南窗不远处有一蓄水池塘，水深大概四五
米，没有水生植物点缀，偶见鸟儿飞掠点水才打破平
静。风和日丽时，看上去就是一面长方形镜子，日月星
辰，白云黑云，收纳空中百态；阳光射下来，波光粼粼，
映出道道刺眼金光；天气骤变时，遇到风来，吹起水绉
一池。

就是这半亩方塘，吸引了不少小野鸭，不知什么时
候飞来，也不知什么时候飞走，它们又最忌怕人，不允
许到跟前围观，隔着老远看，黑不溜秋一小不点，比刚
孵化出的小鸭大不了多少，在水面游动的姿势，脖颈一
伸一伸，滑稽可爱。此时，方能悟出冯延巳的“风乍起，
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
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
喜”。

闲下来时，免不了起身对窗望出去，偶尔能看到几
只小野鸭浮游，身后拖动着长长八字形水纹，活像是尾
巴后面的两条长辫子，间或一头扎进水中，从何处窜出
来，是个未知数。曾扳起指头读秒，看它能在水下待多
长时间，不超过 20秒，它们准会浮上水面来换气。如此
反复，不是在练习潜水能力，是在水下寻觅果腹之物。
又想，本来清清一塘水，也没放养鱼虾之类，它们能寻
觅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既然常住这里，必定有其一定道
理，大概是自然野生了些小鱼小虾，不是的话，它们不
应该如此流连忘返。

时间长了，幻想出这样一个画面：野鸭们以此为
家，久而久之，必定会繁衍出许许多多子孙来，倘再放
进一具经典吹气橡皮黄鸭仔造型，空中蓝天白云悠悠，
野鸭老老少少大家庭一塘，晨凫旦至，候雁衔芦，该是
非常令人欣愉的童年场景。

转眼进入冬季，忽而想到大冷天了，要看看那些小

野鸭们还在不在，只见偌大水塘，孤零零就一只小鸭
子，漫无目的游来游去。思忖，它的舞伴们去哪里了
呢？或许本是同塘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或是塘中食
物短缺，都去了别处做客，留下它一个守候，怪冷清
的。

冬姑娘越来越严肃，谁也不敢惹，阴沉着脸，猜
不透哪会儿发脾气。人在室内，有空调暖气相伴，冷
热自知无虞，却时常惦记着塘中事。打发完案头琐
碎，再次看出去时，塘里密密麻麻落满了水鸭，揣度
是不是结冰前，水鸭们聚会商议迁徙之事。故而走到
室外，想藏匿个隐蔽处，给它们照个全家福。

慢慢一点点靠近，待调整好焦距，准备按动快门
时，取景框里显示的却不是水鸭，是一片片枯黄落
叶，那一刻，亮瞎了一双昏花眼。拍拍脑门，怎得单单
就忘了塘边上的一排毛白杨。高高的白杨树，夏季里
撑起绿荫，现在已是入冬后的小雪了，树叶在枝上噤
若寒蝉，冻得瑟瑟发抖，西风一吹，顺势纷纷扑向池
塘怀抱，漂在水面可不就像极了那些小水鸭的样子。
别说有眼疾的我，恐怕换作他人，雄兔脚扑朔，雌兔
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还好，塘里不光是落叶，十几只悠悠荡荡水鸭，
看到岸边我走动的身影，第一时间似约好了一样，扑
扑棱棱一跃而起，达到一定高度孔雀东南飞，小黑点
渐渐消失在视野，我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真是羡慕这些野鸭们，从小就与父母兄妹天天
在一起，成年后又与自己爱恋的人出双入对厮守。水
面是它们的别墅，翅膀是它们的豪车，空中行驶，不
用担心路途堵车，不向任何管理者交物业费，水中的
鱼虾取之不尽，无衣食住行之忧，生活自由自在。有
人戏称，它们能得水陆空铁人三项全能冠军呢。

但愿自己变成一只野鸭，抑或与它一同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该是很惬意的事。

关山远

1949年 3月 23日，一支由 11辆小汽车和 10
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行进在华北大地上，
山道弯曲，尘土飞扬。

开道车是一辆小吉普，扬起的尘土全落在第
二辆中吉普上面，毛泽东就坐在这辆中吉普上，戴
着风镜与口罩来抵挡灰尘。他的心情大好，与随行
人员有说有笑，因为，他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
部迁到北平。车队的行进路线是：西柏坡、灵寿、正
定、曲阳、行唐、唐县、保定、徐水、定兴、新城、涿
县，再换乘火车，目的地——— 北平。

北平！北平！毛泽东怎不思绪纷飞！距离他上
一次来这座著名的城市，已经整整 30年了。

那时，他还是一个“北漂”，穷困，然而，并不潦
倒。

一

1919 年的年初与年末，26 岁的毛泽东都是
在北京度过的。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
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
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
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
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
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
了我无穷的欣赏……”这是出版于 1937年 7月的

《毛泽东自传》中的一段话。
《毛泽东自传》，由毛泽东口述、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笔录而成，被誉为“中国第一自传”，是极
其珍贵的重要文献。1936年 10月，毛泽东在陕北
保安的窑洞里，与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斯诺彻夜
长谈，回忆往事。在斯诺的记载中，“北平”与“北
京”交替出现，不是传主口误，也不是译文错误。

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北平”之
名，要远早于“北京”。“北平”一词，最早源于战国时
燕国置右北平郡。西晋时，右北平郡改称北平郡，
北平作为一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行政区划中。
1368年(明洪武元年)9月 12日，大都易名为北平
府，取“北方和平”之意，后于 1421年(明永乐十九
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名为北京，与南京对应。

从 1912年 3月到 1928年 6月，北京是中华
民国的首都；北伐战争后，首都迁至南京，北京改
为北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伪将北平又改
为北京，但并未得到中国政府承认，北平的名称在
此阶段仍在沿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恢复
原名北平。再一次改为北京时，要等到 1949年 9
月 27日，当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
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9月 30日，毛
泽东在闭幕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翌
日，就是开国大典。

一个 30年前的“北漂”，主导了北平这座古城
的改名与新生，一个何等励志的故事！

此前，毛泽东两次到过北京：第一次是 1918
年 8月 19日，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一直
待到 1919年 3月，因母亲病重，返回湖南；第二次
是 1919年 12月 18日，率驱张请愿团抵达北京，
“张”即为祸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毛泽东这次
在北京待到 1920年 4月，离京赴上海继续驱张活
动，当年 6月，张敬尧被赶出湖南，7月，毛泽东从
沪返湘。

这两次来京，“北漂”毛泽东在北京城里几乎
没有立锥之地，怎一个“苦”字了得！他青年时代的
好友罗章龙后来回忆说：

“初始，大家在外吃饭，食费昂贵且不习惯，于
是商议自行炊爨，各事所宜，无分劳逸，体弱及事
得亦伴食无碍。尝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
锅。北京米贵难卖，经常以炒面调成糊，加葱花、盐

末充食。一次子升（编者注：萧子升，杨昌济的另一
位得意弟子）做了一面盆浆糊，大家外出劳累了一
天，虽饿亦无法下咽。房东是一满族少妇，人极腼
腆，平日很少出门，只从窗户里探望我们，有事则
让其七八岁的小女儿来通话。她见我们不会做面
食，觉得好笑，便亲自出来教我们发面蒸馍。还有
送水的山东人老侯，也愿意帮忙，他说：‘我不要你
们的工钱，我做好馍和你们一起吃就可以了。’并
将自己的炊具也搬来，每天为我们做饭，和我们一
起吃馍馍、咸菜。我们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门时
轮流着穿……入冬以后，昼则往沙滩北京大学第
一院图书馆阅览室避寒，夜则返寓围炉共话。”

在来京的一群湖南青年中，毛泽东是最穷的
一个，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
传》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在少年中国学会一次讨论会上发生的一件
事反映了毛泽东经济上的窘迫。毛泽东发言说：
‘总是坐着空谈没有用，应该付诸行动。把你的衣
服给我，我来洗……大小不论，价钱一样。三天以
后你就可以交钱取货。’没有人反应。后来一位学
生的妻子开玩笑说：‘作为绅士，毛泽东不会干洗
衣服的行当。’另外一位学生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
说说而已，就对毛泽东说：‘那好吧，明天你来给我
洗衣服，我要看看你会不会做。’毛泽东真的做了，
当然也就得到了钱。”

毛泽东不是绅士，他是偏远农村出身的青年。
当然，他不是一个寻常青年，虽然穷得叮当响，却
还能保持着欣赏别样景致的心境，在冰天雪地为
梅花怒放而动情。

二

身为“北漂”，毛泽东受到的打击，远不只是经
济上的窘迫。

《毛泽东自传》中写道：“我的职位如此之低，
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
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
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
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
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
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
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当时，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管理 15种报纸，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阅览者
的姓名，月薪 8 块大洋，非常低的工资了——— 当时
同在北京工作的鲁迅，一个月能拿 420 块大洋。

其实，来北京前，毛泽东在长沙，已经是一个
“名人”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因志向非凡、
才华超群，深受学友们的爱戴与推崇。但他的才
能，远不只是纸上谈兵的层面。《毛泽东年谱》载：

“1917年 11月 15日，在南北军阀混战，北军
败走，南军未到长沙之际，北军溃军王汝贤部在第
一师范附近徘徊。这时，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名
义，把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布防学校周围山头。当
溃军向北移动时，毛泽东联络警察分所，利用他们
的真枪射击，志愿军放鞭炮助威，高喊‘缴枪没事！’
溃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纷纷缴械，由商会出钱遣
散。全校师生议论说：‘毛泽东浑身都是胆’……”

但是，离开了长沙，在欧美博士成堆的北京大
学，只有一个中师文凭的毛泽东，自然没多少人瞧
得上他。《毛泽东传》中这么描述：“在北大的各个
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
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
题(胡当时是著名的激进分子，后来成为有名的自
由主义者，蒋介石的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问提问
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
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北方
是官僚传统的沃土，同时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在权
贵眼中，满头大汗的苦力是不会有脑子的，他们根

本不能理解一个曾在韶山种过田的人的想法。”
作为韶山一个农民儿子的毛泽东，第一次离

开农村，来到大城市，是在 1911年，他步行 120 里
路，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他跟斯
诺描述过当时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我听说这城
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
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很
想到那里去……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
一半生怕被拒绝，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
学校做一学生。”(《毛泽东自传》)这一年，毛泽东
18岁。

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
的远行，但跟当年初到长沙相比，兴奋仍在，却远
远少了那份紧张，他已经相当自信了。

自信，是毛泽东的重要性格特征。在湖南第一
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
样一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豪
迈自信，透纸而出。《毛泽东家书》中收录过他的一
封信，上面写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
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加“猴气”，能够很好解
读毛泽东的性格特征：“虎气”是一往无前、无所畏
惧；“猴气”是灵活机智，敢于反抗——— 毛泽东说的
猴，是他特别欣赏的孙悟空。学者刘峰在《领导哲
学》一书中分析说：

“毛泽东所说的虎气，主要指领导者的勇气和
担当，所说的猴气，主要是指领导者的智商和情
商。”“概言之，毛泽东的特质是大智大勇高情商。”

自信心的养成，离不开一个人的学习和见识。
在长沙就读期间，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且“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善于思考，勤于调研。他对中国社
会的真正了解，他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方
法，远远超过了留学归来的洋博士们。

毛泽东出身农家，貌似输在起跑线上，事实
上，他一直被轻视：在湘乡读高等小学，“许多有钱
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在北
京，被欧美博士轻视；在中央苏区，被苏联留学归
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轻视……但轻视，
能击败毛泽东吗？

三

并不是所有人都轻视“北漂”毛泽东。
一个是对他影响极大的恩师杨昌济。杨昌济

一生以“欲栽大木拄长天”诗句明志，堪称毛泽东
的启蒙先师。他在长沙时就对毛泽东另眼相看，其
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
任公之例以勉之。”杨昌济期望不可谓不高，希望
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成为“异才”。

他从湖南到北京大学任教后，促成了毛泽东
等人的首次北京之行，为一众老家来的北漂青年
东奔西走、倾囊相助，他更成为毛泽东在北京的引

路人，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也是在北京时期，
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产生了炽烈的爱
情。

一个是亦师亦友的黎锦熙，他比毛泽东只
大 4 岁，湘潭人，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历史教员
时，认识了毛泽东，认为他“大有见地，非庸碌
者”。1915年，黎锦熙离湘到京任职，毛泽东给
他写过 6封书信，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
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
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无话不谈。毛泽
东到北京后，黎锦熙很高兴，两人有空就在一起
交流，得知毛泽东生活清苦，黎锦熙常请毛泽东
打打“牙祭”。两人此后失去了联系，黎锦熙冒着
危险，一直保留着毛泽东的 6封信。漫长的 30
年过去了，毛泽东第三次来到北京时，已经是即
将夺得全国胜利的中共领导人，他上门拜访黎
锦熙，开口就叫“黎老师”。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胜利前夕，黎锦熙痛感
台湾沦落日寇之手半个世纪、以日语为官方语
言，遂倡议和推动大后方多所学校创办国语专
修科，为在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台湾的学
者达 100多人，台湾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普及
国语的省份，对于推进台湾与大陆“书同文、语
同音”，起了巨大作用。

还有一个是邵飘萍，上世纪 20年代中国最
著名的记者，毛泽东首次到北京时，邵飘萍任

《京报》社长。《毛泽东年谱》载：1919年 2月 19
日，毛泽东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
会，听邵飘萍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邵在经济上
的接济。”

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创办了《湘江评
论》，声名鹊起。1931年 11月 7日，新华社的前
身红中社在江西瑞金诞生后，毛泽东就不断写
稿，1947年解放军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转战陕
北以后，新华社集报纸、电台、通讯社于一身，毛
泽东撰写的稿件全部由新华社播发。他爱用新
华社记者名义写评论，尖锐犀利，气势磅礴，引
导舆论，震慑敌人，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
可见，邵飘萍所传授的知识，给了毛泽东不少的
帮助。毛泽东也一直感激邵飘萍，他跟斯诺谈话
时，评价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
质的人”；到了晚年，他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
生。”

1919年的北京，毛泽东像寻常青年一样，
精力旺盛，兴趣高昂，学习、恋爱、打工、交友、写
作、游览、参加社团……跟寻常青年不一样的
是，他广泛地结识各路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
交往，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在北京，他认
识了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梁漱溟、蔡元培、
傅斯年、陈公博、周作人……这些人，都在日后
的岁月中，跟他有过交集，命运的不同走向，更
让人感怀那个年代的风云际会。

当然，北漂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
李大钊。

四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不仅当过毛泽
东的“顶头上司”，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领路
人。

毛泽东如何看待李大钊？在李银桥著《在毛
泽东身边十五年》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
1949年 3月“进京赶考”的路上，离北平越来越
近时，毛泽东感叹道：

“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
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
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

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也很动情地说：
“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
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
向发展。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李大钊在 1918年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热情地歌颂了十月
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在
1919年《新青年》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标志。在此前后，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

《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
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1920
年，李大钊除继续撰写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文章外，还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
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
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就是其
中一位。毛泽东少年时代，曾经崇拜康有为、梁
启超，一度还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他坦承自己
苦苦寻觅着救国之路时，思想一度比较混乱，
“用我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
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
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
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
很多主张。”

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倾心研究和介绍十月革
命和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了图书管理员毛泽
东，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中这么写道：

“中国的革命始发于图书馆。当时需要一种
理论来指导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一种理论早已
存在。当毛泽东的祖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由
卡尔·马克思在另一图书馆——— 大英图书馆里
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马克思主义仅有
只言片语传入中国，只是在苏联布尔什维克革
命之后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那么中国难道不应该进行同样的革命吗？
或许马克思的深奥难懂的论文需要更加仔细认
真的研究？因此，1917年以后，一些思想敏锐的
中国人在毛泽东当时工作的图书馆开始涉猎马
克思的文章和小册子。毛泽东不必花钱就可以
读个够——— 这对已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倒是实
惠，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

伟大的转变已经发生，一个开天辟地的时
刻即将到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第二次到北
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
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他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
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
没有动摇过。”

五

今年是 2019年，距离毛泽东“进京赶考”，
已有 70年漫长的岁月；他离乡“北漂”，更是足
足 100年前的事了。

但有一个镜头是永恒的：在北京的严寒里，
青年毛泽东穿着与同乡青年共用的一件大衣，
驻足于冰雪之间，在一片银装素裹中，凝视若火
焰般绽放的红梅，满心欣赏，热血沸腾。他乐观，
不焦虑；他不抱怨，努力寻找问题症结与解决之
道；他不在乎身外之物，他追求精神的强健，还
有信仰的力量。

这个镜头，最好的配乐，是 1919年的流行
曲《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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