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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周刊"!!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

读#出版以来$社会各界反响强烈% 该书由讲稿逐步完成$

最终成书$为什么会受到如此欢迎&

朱向前!从
!""#

年至今"我先后在国防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等名校"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
场馆"以及一些城市的论坛做了近百场讲座"受到了上至
将军下到学生的广泛欢迎$ 该书的缘起"来自于我的演讲
稿$ 刚开始整理出来"也就三四万字"最先在%芳草&上刊
发"反响还不错' 在此基础上"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又不断
对讲稿进行充实'

说到该书与讲座受欢迎"确实出乎我的预料"常常在
讲座休息时"我被听众团团围住提问#签名#合影"以至于
来不及上厕所' 诗词解读会在听众中引起如此热烈反响"

这在我以往
!"

余年文学演讲中是从所未有过的' 讲座受
欢迎"主要归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本身的魅力' 在广
大中国人民心目中"毛泽东和他的诗词是一个永远说不完
的话题'

!海南周刊"#研究毛泽东诗词$你发现了什么& 你又

是怎么看待'毛学(热的&

朱向前#毛泽东离开我们
$"

余年"他的思想和学说已
经传遍世界' 作为一种回馈"来自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包括
传记#资料#回忆文章以及文艺作品等已有很多"形成了一
股(毛学)热' 并且"这种超越国界的广度在中国历史上是
空前的'

!海南周刊"#能谈谈你对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特点的

理解吗&

朱向前#首先"豪放大气'比如他
%&

岁写%咏蛙&"这是
比较有代表性的"写春天的青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
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这个就
很典型的反映了毛泽东这种与生俱来的大气和霸气'

毛泽东诗词里面喜欢用(大)的字眼"(山#海#天)一般
是这种名词"量词就是(亿#万#千)"十以下的个位数基本
不用"动辄就是(千)"要不然就是(万#亿)' %渔家傲*反第
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
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首词里面用了三个万"两个千"

还不包括冲霄汉,红烂漫#红旗乱#风烟滚滚"全是大字眼"

整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气势"长江大河一泻千里' 这种气势
是一般人没有的'

其次"想象浪漫' 你只要读读%蝶恋花*答李淑一&就
知道了"(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沉重
的历史已成往事"革命的英烈却羽化登仙"成为寻访月宫
的客人'

第三"文采华美' 举例来说"两首%沁园春&是毛泽东
诗词中气韵兼佳的代表作"这两首词都是色彩明丽"形象
生动"文辞华美'

!海南周刊"#有时候我们觉得毛泽东的浪漫主义是超

越一己之悲欢的$我们感觉他最应该压抑的时候反而能写

出非常大气浪漫的诗篇$对于毛泽东诗词中透出的气魄和

心境$你是怎么看的&

朱向前#这反映了毛泽东的性格"他的性格具有挑战
性"压迫越深"反抗愈烈'在我看来"从

%'!$

年的%沁园春*

长沙&"到
%'$&

年的%沁园春*雪&"这中间的
%$

年间是他
的创作高峰"但这个时期又恰恰是他个人"也包括中国共
产党" 包括中国革命" 中国工农红军处在最困难的时候'

可以说"凶险莫测"九死一生' 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
此表现出来"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泽东诗情空
前迸发"前后写下了%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
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
剿
(

反第二次大围剿&等经典之作' 尤其是长征"可以说几
乎到了绝境"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人类生存极限的一种实
验' 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七
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 相反"在延安十几
年相对平和的环境中"毛泽东反而诗作甚少'

这种现象" 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

年
%!

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汉学家#翻译费德林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他对毛泽东在长征
途中所写诗词的赞叹时"毛泽东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
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
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
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
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 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
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

!海南周刊"#你在演讲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听众$有没

有感觉到不同听众之间的区别&

朱向前#不大明显"偶尔有之' 一次"我在厦门市(人
民论坛)做演讲"有人连写三个条子过来"其中主要意思是
说"我神话了毛泽东'

结果我把这个纸条刚念完" 一些老同志按捺不住"纷
纷站起来喊"(我们认为讲得很好"是恰如其分的++)我则
回答说!(认为我神话毛泽东"如果你觉得有神话的感觉"一
说明毛泽东伟大"近乎神"二说明我的演讲成功了"因为我
不过是据实相告"怎么判断在于你'我告诉你某一天什么场
合有谁在场"他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结果你得出一个神
话的概念"这说明了什么呢- )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总体来说大家比较认同"因为毛泽东诗词确实写得好"

而且他有非常渊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比如说他能
对经典诗文倒背如流'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最后一次听书
是在

%'*&

年
'

月
+

日凌晨" 抢救清醒过来又叫人给他念了
*

分钟的书"此后就没有再醒过来"这时候离他去世还不到
!)

小时' 大家想想"别说开国领袖"古今中外历史上就是包
括文人学者"嗜书如此也是罕见'如此读书带来什么结果-大
家可想而知'

!海南周刊"#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更多去了解毛

泽东什么&

朱向前#首先是他的精神力量" 一种强大的意志力"

咬定青山不放松" 克服一切困难"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 这
样一种精神什么时候都是需要的" 今天尤其需要' 虽然今
天我们的生活水平# 物质水平大为提高" 但是精神匮乏"

恐怕这也是当下青年人欢迎毛泽东的重要原因' 另外" 我
认为今天年轻人从毛泽东诗词为切入点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是大有裨益的'

与朱向前初识于海峡两岸

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 这位肩

佩大校军衔的军人向海南日报

记者讲述着他对毛泽东诗词的

理解%朱向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

副院长$担任过茅盾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评委% 朱向前研究毛

泽东诗词$ 阅读并研究了海内

外关于毛泽东政治)历史)军事

等方面资料
!""

多种$ 形成了

对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毛泽东诗词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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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他非常看重自己的
这首词"曾经把郭沫若%喜读毛主席

,

词六首
-

&中关于这一首的解
释全部删除"然后以郭老的口吻"亲自写了一段解释' 从毛泽东
自己的解释来看"%忆秦娥&作于

%'$#

年
!

月底重新攻占娄山关
之后"并不是具体实施了战斗的

!&

日当天"更不是
%'$#

年
%

月
遵义会议以后的第一次攻占娄山关时'

从
%

月份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重新得到大家信任"逐渐恢
复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但是毛泽东的心里并不轻松愉快'红
军丢掉根据地后"队伍锐减"才离开根据地两个月"原先的

+

万
人马就变成了

$

万'经过遵义会议"政治局认为原先在川黔边建
立根据地的计划是行不通的"决定转而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
或者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北渡长江的企
图"紧急命令在赤水一带堵击红军"又命令薛岳部和黔军王家烈
部渡乌江尾追' 一番惨烈的激战后"川军增援不断地到来"红军
损失很大'到了

!

月
%&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
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
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在不利的条件下"我
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
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
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
中求得作战的胜利' )在这一毛泽东一贯游击战术思想指导下"

红军进行了一连串叫蒋介石眼花缭乱的军事行动" 这就是一二
月间的(二渡赤水)' 这个建国以后被搬上舞台和银幕的带有史
诗意味的战例在当时很少有人理解" 甚至引发了红军将士的质
疑并不是什么怪事'不管怎么说"红军还能走多远"还能打多久"

要走到哪里才有空间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再图大业都成了最为
现实和残酷的问题'毛泽东

%'#+

年曾在这首词后作注!(万里长
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
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他在

%'#+

年的注解里可以用过来人的心态写道过了岷山是豁然开朗"但
是柳暗花明之前的几个月是多么艰辛难熬' 写作%菩萨蛮*黄鹤
楼&时"毛泽东的心情是(沉郁)的"写作%清平乐*会昌&的时候"

他的心情是(沉郁)的"写作%菩萨蛮*大柏地&时"他的心情也是
(沉郁)的"这时候"他的心情又是(沉郁)的'

谈诗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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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师从朱向前教授学过几年文学
#

对他的底气和心劲有较

深入的认识$因而当听他说他要研究毛泽东诗词时$我就习惯地

认定*朱向前讲毛诗$绝不是在评论界江郎才尽后的胡乱突围$

很可能是他开疆拓土式的一次战略行动%

过去几年间$朱向前在中国著名高校和权威学术单位做了近

百场解读毛诗的报告$又在中央电视台'周末开讲(栏目讲了八

次$报告会听众云集)反响强烈$电视讲座观众人数节节攀升% 尽

管如此$朱向前的!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出版

发行后引起的关注度$还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

借用朱向前在本书的开场白的一句话* 这主要归功于毛泽

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魅力% 细读全书$我必须指出*这也是朱向前

教授穷三年心智$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上全面)客观)深刻解

读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所结出的果实产生的魅力% 毛泽东在过

去的一百年$乃至今后的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是认识中

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 毛泽东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开

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重铸了中国人的自信心$重新建构

了中国人的心理世界+ 毛泽东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

方法$ 甚至改变了中国人的表达和交流形态% 他的这些丰功伟

绩$是无法抹煞的%

朱向前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有独特的价值%

第一$它的价值在于独特的解读切入点% 我个人认为$这是迄

今为止第一部从作家本体研究视角研究毛泽东诗词的专著+第二$

它的价值在于它层层剥笋式的独特解读方法% 朱向前在文章里$用

一个背景)两个代表)三个特点)四个佐证和五个来源五大部分的

论据充分论证了他的主要论点+第三$它的价值还在于它收录了毛

泽东所做诗词的几乎全部篇什的原始稿和改定稿$ 并附收了疑似

毛泽东诗词的诗词若干首$ 第一次全面展示出了毛泽东诗词的整

体风貌+第四$它的深层的价值在于朱向前散见于全文中发自肺腑

的对毛泽东的热爱%

朱老师作为军旅文学界一个标杆式人物$文革时候$他家里面

也受到了冲击$反过来他投入这么大的精力研究毛泽东诗词$实际上

是从文化本体$或者说创作本体论两者结合起来做出这个东西%我认

为其中对毛泽东诗词的评价恰如其分$这个东西会流传下去%

$作者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曾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

长篇小说!突出重围"%!英雄时代"%!惊涛骇浪"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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