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
为执政党，当时有人担心进京后的
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
率？会不会成为李自成？毛泽东用
中南海的春节向全国人民递交了答
卷。1957年3月1日，大年除夕，毛
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座谈
会，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
龙、陈嘉庚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先用简便省事、

饭菜合一的一碗肉末挂面招待大
家。颐年堂地方不大，摆40多把椅
子已经很挤，无法再加桌子，于是，
大家就端着碗站着吃，气氛轻松愉
快。这顿毛泽东请吃的年饭，仅仅
用了10分钟。有的说这是“继续着
的延安精神”，亲切、简朴而又与众
不同。

1962年过春节，毛泽东私人宴
请溥仪，特邀章士钊、程潜、仇鳌和

王季范4位社会名流乡友作陪。没
有山珍海味，没有“满汉全席”，桌上
只摆了几碟湘味十足的辣椒、苦瓜、
豆豉等小菜，外加大米饭、馒头、葡
萄酒。虽然溥仪被辣得满脸热汗，
但还是直呼“不错，不错”。溥仪作
为末代皇帝，没有像历朝大多数末
代皇帝那样遭遇杀身之祸，反而完
成改造、成为了一名拥护共产党、拥
护新中国的公民，这不能不说是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
197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

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
春节。虽然他当时已经有些
年迈，但到了午夜时分，他仍
然没有忘记嘱咐身边的工作
人员“放点爆竹过新年”。

当新年的鞭炮声响起，
一代伟人毛泽东露出了笑
容。 熊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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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1月24 日，邓小平和家人
来到深圳。下午黄昏时分，他登上深
圳国际商业大厦22层顶楼天台，凝望
夕阳映照下正在崛起的深圳新城区。
当时，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
正在建设中，到处是吊机伸出的长长
巨臂。已近黄昏，寒风袭人，80岁高龄
的邓小平毫不在意。随行人员曾几次
要为他披上大衣，都被他拒绝了。他
扭头对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意味
深长地说：“都看清楚了。”他后来在北
京就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
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

第二天，邓小平来到深圳河畔的
小渔村，和当地渔民聊天，听村支书说
1983年村民人均收入达2300元，家家
都是万元户，他有些不信，跑到一家渔
民家里去验证。这家人楼房气派、装
修精致，还有电视机等家电，主人说月
收入在四五百元。女儿邓榕大声告诉
他：“老爷子，比你工资还高呢！”邓小
平放心了。

1月26日，他挥毫泼墨，为特区的
争论一锤定音：“深圳的发展和经验

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
确的。”春节，凌晨，当欢乐的第一声
爆竹呼啸着在深圳的夜空中炸响时，
全城立刻沉浸在一片喜庆和欢乐之
中。许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竟不是

“拜年”“恭喜”，而是兴奋地说：“题
了，他题了！”邓小平的这份厚礼，使
深圳人的春节过得何等快乐，何等踏
实！

2月1日除夕，邓小平和老战友王
震、杨尚昆在广州过年，与时任广东省
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起参加春节联
欢。正月初六，他赴厦门特区继续考
察，所见所闻令他欣喜，于是再次题
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考察回北京后，邓小平找几个中央领
导人谈话，将大连、青岛等 14 个沿海
城市纳入开放范围。

1985年春节，邓小平再次出现在
广州白天鹅宾馆。初三、初四他分别
会见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和马万祺。
在后来的政治研究著作中，邓小平这
次露面被认为显示了他对改革开放路
线的坚定支持。 于雅倩

1984年春节——
邓小平：“都看清楚了”

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孙
文虎跟胡耀邦到陕西参加农村“四清”
运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春节假期，工作队员一起回西安，
在宝鸡休整过节，胡耀邦给我留下了
两件永远不可忘记的故事。

一件是胡耀邦做形势报告时，
在谈到红与专的关系时，他说现在
国内大报小报都在争论红与专的关
系，有人认为先红后专，就是说只有红
才能专。胡耀邦用男女关系来做对
比，说红与专的关系如男与女的关
系一样，既有独立、又有相辅，男女结
合才有整个世界，但不能说有男才

有女，母生男就是男，生女就是女，红
与专结合起来才能为国家和民族作更
大的贡献……

另一件是年三十吃年夜饭。大约
下午五六点钟，在宝鸡一间礼堂里吃
晚饭，当工作队员都到齐了，胡耀邦站
起来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吃团圆饭，
我宣布两条纪律：一条是今天吃的饭
叫五爪抓饭，南方出身的工作队员，习
惯用筷子吃饭，但今晚用筷子就没有
饭吃。”说完，他掩起衣袖，展开五指，
抓一把饭就吃，引起全场大笑;接着，
他宣布另一条：晚饭后都去跳舞。这
更引起哈哈大笑，全场鼓掌。吕峥

1965年春节——
胡耀邦：团圆饭吃五爪抓饭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农家。湖南人过年从腊月二十四到正月十五持续大半个月，团年饭、开门炮、
拜年礼、舞龙唱戏……样样讲究。毛泽东参加革命后，虽远离家乡，但家乡过年的这些礼俗他从未淡
忘。走近毛泽东的春节，我们领略了毛泽东的情感，更领略了毛泽东时代演绎的中国历史风云。

毛泽东怎样过春节

毛泽东爱读书，青年时
期的毛泽东过春节，主要是
在读书中度过的。

每逢春节，只要是属于
他自己支配的时间，他都会
用于读《岳飞传》《水浒传》

《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

《西游记》等经典书籍。在博览群书
的过程中，他还接触到了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和冯桂芳的《校邠庐抗
议》等关于改革、革命的书籍。《毛泽
东年谱》中记载的1915年2月24日
他给表兄文运昌还书的便条、1916
年 1 月 28 日和 1916 年 2 月 29 日他

致信萧子升借书的内容，都生动再
现了毛泽东春节期间如饥似渴的读
书细节。

正是这些书，不但让毛泽东看
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经书说教的
新奇世界，而且促使他从政治上考
虑一些问题。他后来回忆道：“有

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里有
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
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
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
件事，我纳闷了两年”。正是这些
书籍启发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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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
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准备
工作，并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谋得一份助理员职位，月
薪金 8 元。来京之初，毛泽东借住
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
生家中。杨昌济从不掩饰自己对

于这位爱徒的欣赏，这种欣赏不经
意间传递给了自己已经年满 18 岁
的女儿杨开慧。“最美好的年纪，遇
到最美好的彼此”，毛泽东和杨开
慧恋爱了。杨开慧在日记里写道：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
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

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
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
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

这一年，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
过春节，这是他一生中最浪漫、最
甜蜜的春节。有人说，毛泽东的诗
词中只有一首是纯粹的爱情诗，这

就是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
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
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
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
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
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
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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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杨开慧组成革
命家庭后，不仅夫妻双双投
身革命，而且对自己亲人的
人生选择也有了新的想法。
1921年2月，他带着这个想法
回到韶山冲过春节。当时毛
泽东的双亲都已故去，家中只
剩下大弟毛泽民、大弟媳王淑

兰、小弟毛泽覃和小妹毛泽建。
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

围在火炉旁守岁，毛泽民告诉大哥，
家里失过一次火，还遭受过败兵勒
索和坏人抢劫，日子一年不如一年
了。毛泽东因势利导，建议毛泽民
与他一起投身革命，他说：“家里的
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

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
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因为这个建
议有些突然，毛泽民思想一时没有
想通，问道：“哥，难道父辈们辛辛苦
苦创下的这份产业，就要‘败’在我
们这一代手上吗？”毛泽东说：“这没
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败’我们这
个小家，就是为了‘建’中国这个大

家。舍得舍得，‘败’小家，‘建’大
家，有何不好？”

几天后，毛泽民按照大哥的意见
处理好家事，也走出了韶山冲，到长
沙任省立一师附小校务，从此走上革
命道路。毛泽建也正式解除与萧家
的包办婚姻，与毛泽覃一起入长沙读
书，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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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34岁前毛泽东过春节，
还能在锣鼓礼花闹新春的祥和气氛
中享受与亲人团聚的幸福。那么，
1927年秋收起义后的10年间，毛泽
东过春节，有的只是行军打仗。

1929年2月9日，农历除夕，红
四军抵达江西大柏地山区。当时，
连队已经断炊一天，而国民党刘士
毅部队又紧追不舍。行军中，毛泽
东发现大柏地麻子坳狭长 5 公里，
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仅沟底一

条小路向北通往宁都，是个打伏击
战的好地方。他找来朱德商量，决
定在打仗前必须让战士们吃一顿丰
盛的年夜饭。难题落到军需处长范
树德身上。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
既不违反纪律、又解燃眉之急的办
法：把已经出走的老乡家里留下的
过年物资全部收集起来，斤两过秤、
名目造册，“打欠条”，先借后还。这
顿“借”来的特殊团圆饭，极大地鼓
舞了士气。2 月 10 日，农历正月初

一，毛毛细雨，追敌刘士毅部钻进红
军伏击圈。下午战斗打响后，红军
发起勇猛攻击，尽管兵力少、弹药
缺，仍与敌军浴血奋战，毛泽东也提
枪亲自带着警卫排向敌人冲锋。

鏖战至11日下午，才全歼被围
之敌。这次战斗，俘敌正副团长以
下800 余人，缴获步枪800 余支，重
机枪 6 挺。尤为有趣的是，当时红
四军缺少弹药，他们借来老百姓过
年的爆竹，在桶里燃放，“噼噼啪啪”

的声音既迷惑敌人，又除旧
迎新。大柏地战斗，是红四
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
大胜仗，也是我党开辟和创
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
之战。1929 年这个特殊春
节，毛泽东终生不忘，不仅
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的
壮美诗篇，更留下了他与红
军将士生死与共过春节的
一段史话。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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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工
作安定下来，过年的喜悦与
团拜，又回到了他的生活中。

1941年春节，中央机关
演戏，邀请老乡们观看。有
一天晚上毛泽东走进礼堂，
看到前面的座位留给了中
央领导同志，接着坐的是干
部战士，而老乡们都坐到了
靠后的位置上。他对干部战
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

忙，看戏机会少，要跑很远的路过来
不容易，我们应该让他们坐最前
面。”说完，自己带头坐到最后面，而
老乡们被干部战士一个一个请到了
最前面。几十年来，这件事一直是
延安人民的美谈。

1944年春节，毛泽东在枣园小
礼堂请村里的乡亲吃饭，每家每户
来一位代表。礼堂内，高朋满座，欢
声笑语，足足摆了十几桌，每桌由一
位中央领导作陪，软糕、油馍、麻糖

等琳琅满目，都是乡亲们自己带过
来的。毛泽东与大家一一握手、敬
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
讲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
去拜年呢。”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
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
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
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
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只见公仆不见官”，在春节这样的

重大节日里，我们党的领导人也不
忘联系群众，这就是毛泽东延安过
春节传递出来的强烈信号。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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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月1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在
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布了人民军队历史
上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自此，在军地
双方的相互推动和配合下，拥政爱民、拥
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在陕甘宁轰轰烈烈地
开展起来。

时值新春佳节，有的部队组织了新年
军民同乐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热闹非凡，
关系融洽。各地驻军领导亲自带领干部
战士向当地政府和居民拜年，给抗属和群
众发放贺年卡和慰问品、写春联，邀请邻
近党政机关人员及居民家长来部队驻地
聚餐。在部队送给群众的贺年片上，一面
印着“恭贺新禧”4 个字，一面印着“拥政
爱民十大公约”；在送给抗属的贺年片上
则写着：“你们的儿子、兄弟出门抗日，我
们就像你们的子弟一样，有什么事情要做
的话，我们一定尽力帮助。”群众都说：“从
来没有见过军队给老百姓拜年、请老百姓
吃饭的事，这还是第一次哩！”

有的部队还组成检查组，挨家访问，
开展清查旧案和赔偿还物活动，将历年借
用群众的东西，不分大小，一一登记。原
物还在的，归还原物，已损坏或遗失的，则
以实物或现金按价赔偿。八路军 385 旅

建的几个盐池，在生产中曾发生与群众争
利等行为。在清查旧案中，旅政委甘渭汉
亲自带着有关同志登门向当地政府和群
众赔礼道歉，并赔偿了损失。老百姓称赞
道：“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好的军队。”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和群
众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优抗活动。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临南泥湾，慰问在那
里生产劳动的官兵。许多政府机关给部
队赠送锦旗、慰问品，开展慰问演出；给抗
日军人家属、烈属送年礼，贴春联，请吃
饭;许多老百姓也带着子女，穿着新衣服，
到部队拜年;有的商人还举行义卖……

《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5日，农历正月
初一，延安群众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毛
泽东住处拜年。毛泽东看新秧歌剧《兄妹
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
大众服务的样子。毛泽东在同前来拜年
的干部和群众代表谈话时，问大家能不能
做到‘耕三余一’，并指出在大生产运动中
主要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变工互助。”

双拥运动极大地密切了军政军民
关系，使边区军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有效地保障了对敌斗争与生产运动的
胜利。 郭建明

1943年春节——
延安“双拥”掀高潮

1953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
军第140师驻守在朝鲜临津江西岸马
良山一线阵地，执行防御作战任务。

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过春节了，140
师后方指挥部的王德民、杨兆富、尹纯
志等几个干事商量如何来庆祝胜利，
欢度新春佳节。最终，大家决定组织
一个小演唱队，可是演唱队除了 1 架
手风琴、1 把胡琴和 4 个口琴外，再没
有其他乐器了。在战火纷飞的山沟
里，到哪里去找乐器呢？于是，酒瓶、
饭锅、洗脸盆、饭碗都变成了“乐器”。

保卫干事高玉坤提议：“在朝鲜，
文工团被称为‘协奏团’。过年了，我
们慰问战友，演唱队干脆就叫‘锅碗瓢
盆协奏团’吧。”大伙儿齐声称赞。

2 月 13 日，农历大年三十。“锅碗
瓢盆协奏团”获批前往十几里外的师
前方指挥部注乙洞慰问演出。王德民

回忆：机关的同志都知道了，组织干事
王家凯还在坑道口等着我们。进入坑
道和同志们互相问候一番。

演出安排在晚上。下午，炊事班特
意准备了白面和肉馅，大家一齐动手包
饺子。没有擀面杖，就用酒瓶子、炮弹
壳代替。大家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饺
子，一边把敌人打的炮弹当“爆竹”听。

晚上，“锅碗瓢盆协奏团”在师作
战室旁边的一个“大厅”里演出。师长
黎原、政委赵平等领导也亲临现场观
看这场别开生面的除夕晚会。尽管演
出的场地和器材都十分简陋，节目也
不是很多，但个个精彩，既有合唱《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也有独唱朝鲜民
歌《阿里郎》、苏联歌曲《喀秋莎》，还有
广东民乐《步步高》等。台上演得格外
卖力，台下笑语欢声，演出取得了意想
不到的成功。 张社卿

1953年春节——
志愿军奏响锅碗瓢盆迎春曲

①①1950 年代，“逛厂甸”的北京人争
先恐后地观看“拉洋片”。

②②1951 年春节，河北省乐亭县朱各
庄小学的学生为村民表演秧歌舞。

③③1959 年，河北省徐水县商庄人民
公社社员用笙、笛等民间传统乐器吹奏
乐曲，喜迎春节。

④④1961 年春节，北京逛厂甸庙会的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大串糖葫芦。

⑤⑤1966 年春节前夕，上海市民在商
店里选购塑料花。塑料花作为年货曾在

中国流行了
20多年。

⑥⑥ 1981
年 春 节 前
夕 ，贵 州 省
贵定县的农
民在农村集
市上。

⑦⑦1990 年春节期间，湖南省吉首市
民族少年儿童图书馆在少儿放映厅举办

《革命传统影片汇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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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那个时候的我们物质上并不富裕，可过年的精彩却从不逊
色。其实，“年味儿”并不仅仅指物质的丰盛，它是一条绵延了几千年的长
河，象征着精神、情感的浓郁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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