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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毛泽东诗词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雷应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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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在毕生革命征程中，他以极大的豪情和壮志，创

作出一篇篇举世闻名的优美诗词，为后人展现出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绚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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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5年写的第一首诗《悼友人易咏畦》[1]起，到后来参加革

命，毛泽东一生以极大的兴趣和激情，创作出举世闻名的优美华

章，他的诗词创作尤为丰富，描绘出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的绚丽

画卷。

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早年在长沙就读时，就写下许多情真意切的诗词佳作，

有写给爱人的婉约之作，也有抒发参加革命感情的豪壮之篇。1919

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他自写自编，运用笔杆

子宣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革命，如同诗中所描绘

的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贺新郎·别

友》[2])，从豪迈的诗风中体现出革命的坚定信念。1925年，在湖南

开展农民运动期间，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清醒的认识。同年所作的一曲

《沁园春·长沙》，展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抱负和为国献身的伟大理

想，“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整首诗意气风发，充满昂扬斗志，有摧枯拉朽之势，开启了毛泽东

立志打翻旧世界的伟大征程。

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以及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各个阶段，毛泽东思想的每个历程，都孕育着伟人充

满豪情的诗词佳作，随着革命前进的步伐而迸发出来，这豪情充斥

着整个革命历程，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一)土地战争火燎原

根据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合作北伐，抗击北洋军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进行疯

狂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南昌起义后，为保存革命实力，

朱德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起义军汇合。国民党对

井冈山根据地不断发起围剿，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写下了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

剿》)、“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

次大围剿》)等诗篇，精准地记录了反围剿战争的整个过程，称赞

共产党的军队为神勇之师。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趁闽西的国民党军队进

入广东攻打桂系军阀之时，率军进入闽西，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

马背上哼下《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

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

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此间毛泽东完成不朽名作《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阐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

同年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而

毛泽东的实践在他的诗词中有所体现，这些经实践证实的理论指导

土地革命取得胜利。  

(二)万里长征路漫漫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毛泽东受到排挤，致使中

央苏区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

万里长征的慢慢征途。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写于长征前夕，

毛泽东自注：军情“危急”、心情“郁闷”，而词中的“东方欲

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风景这边

独好”倾注诗人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被采用，指挥军队向敌

人势力薄弱的贵州进发，胜利渡过乌江后，写下了《十六字令》三

首，借对山的描绘，表达出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指

引下，无坚不摧、锐不可当的英雄气概。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

中央红军三度赤水、攻克娄山关，写下充满悲壮激越情怀的《忆秦

娥·娄山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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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西风”、“雁叫”、“晨霜”、“晓

月”的描写，烘托出战后的肃穆，“从头越”讴歌红军战士不畏牺

牲的革命精神，也表达出毛泽东为民族振兴的宏图大略。

在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下，红军巧渡金沙江、飞夺

泸定桥、跨越天险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主力部队与红

四方面军巧遇，并制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念奴娇·昆

仑》，以生动的词汇咏叹出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和感受，“横空出

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整首词同时展现出革命伟人气吞环宇的广阔胸怀及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坚强信念。

为了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1935年10月，毛泽东写下了壮丽的

英雄史诗《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

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千古绝唱不仅讴

歌长征的壮举，而那种气吞山河的伟大气魄和不畏艰险的乐观主义

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不断向前。

(三)抗日救国大联盟

1936年，毛泽东面对雪后初晴的高原风光，历数千百年来帝王

的文治武功，抒发革命豪情，写下最广为人知的《沁园春·雪》，

这首词被当时的《新民报晚刊》登载，按语为“风调独特，文情

并茂，而气魄大乃不可及。”词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是对少年毛泽东早年的《沁园春·长沙》中“谁主沉浮”的又一次

作答，“风流人物”不只是指诗人自己，而是神州大地上无数热血

澎湃的仁人志士，共同结成一股新生的政治力量，承担着建设“今

朝”的历史重任。这首诗被称作长征时期的压轴之作，也是开启全

民抗战的序幕之作，表达出共产党人解救全民族的伟大志向。

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共产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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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sition of Mao Ze-dong's poems in Mao Ze-dong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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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o Ze-dong is a great statesman, thinker and strategist, also a great poet, in his revolutionary life, he creates one and another beautiful 
world-famous poems article with great pride and ambition, to show the magnificent picture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Mao Ze-dong though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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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

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是中国近代史上范围最广、成员最复杂的的广泛联盟。1936年，

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给其的

一封信中有四句韵文“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

臂”，表达共同抗日之决心。这封信是实现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

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实践。

(四)解放战争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解放全中国继

续与国民党作战，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进

入战略反攻阶段。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出《向

全国渡江的命令》强渡长江。此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

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

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解放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迄

江西湖口的千里长江上，分三路渡过长江天险，占领南京，解放战

争在全国取得胜利。

三、风物长宜放眼量
1949年春，新中国中央政府筹备建立，这年3月，柳亚子先生

到北京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上交给毛泽东一首《七律·感事呈毛泽

东》，诗中的“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骥。”表达出不

满和牢骚之语。毛泽东回复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

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

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

过富春江”，毛泽东用此诗来做柳亚子的工作，表现出对民主人士

的关怀，一句“风物长宜放眼量”表达出伟人宽广的胸襟和高屋建

瓴的气势。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完毕，毛泽东写下了

《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

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之后又写了《水调歌

头·游泳》：“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

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

今世界殊。”两首词都是毛泽东面对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而打下的

江山发出的由衷慨叹，用巫山云雨来反衬改天换地的壮举，对新

中国的建设充满信心。诗中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人类历史的不断前

进，表达抓紧时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意。“四人帮”之流却借

此来批孔，掀起极左风暴，将毛泽东的诗词解释得面目皆非，直至

“拨乱反正”，才恢复其本来面目。

毛泽东本人不同寻常的革命苦旅和政治生涯，给其诗词打上深

深的思想政治烙印。这些诗词作品大多数是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

是毛泽东本人战争实践的情感体验，又使这些诗词放射出夺人的精

神魅力和光环；这些诗词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真实写照，生动而

又艺术地反映了党指挥军、为人民服务、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散

发着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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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者，做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1]进一步明确了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历史责任。因此，欠发达地区师专今后要

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力度，加大投入，加强教师队伍梯队建设、精

品课程建设、学历提升和省外进修，完善科研管理机制，有力引导

和激励教师投身科研工作；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各级课题的申报，出

更多更高层次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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