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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毛泽东故居前已经排满了
全国各地前来参观的人们。故居位于湖
南韶山的土地冲上屋场，坐南朝北，是土
木结构的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
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

与故居熙熙攘攘的游客相比，相隔
数百米的故园一号楼显得格外安静。很
少有人知道，这里是1959年毛泽东回韶
山时居住的地方。

毛泽东逝世后，家乡人民相继在故
居周围建起了纪念馆、铜像广场等等。纪
念馆内，陈列着1000多件毛泽东的遗物。
这套理发工具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他
抓紧点滴时间工作，连理发的时间都不
放过。这本始于1952年的账本，连修理热
水瓶的费用居然都记录在册。

纪念馆内有一位讲解员叫彭艳，24
年前她开始在这里担任讲解员。

彭艳同期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
馆讲解员）：“很多观众到韶山以后，都会
有一种疑问：那么就是在韶山冲这样一
个偏僻的小山冲里边，为什么会诞生一
代伟人毛泽东呢？毛泽东他又究竟是怎
样从韶山冲走出去，成长为马克思主义
者的呢？”

主持人康辉：观众朋友们，今天我
们在节目现场，特别邀请到了湖南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的讲解员彭艳同志，
掌声欢迎她。

彭艳：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康辉：那一年，毛泽东同志回

韶山，也在故园一号楼请父老乡亲们吃
了一顿饭，也留下了一张菜单。这张菜单
的故事彭艳曾经对很多的参观者讲过很
多次，那今天在这里也给我们的观众朋
友再讲一次好吗？

彭艳：好的。各位观众，现在我向您
展示的这份菜单是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
时，在故园一号楼宴请父老乡亲的菜单。
在菜单上有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
鸡杂、烧鲜鱼。

主持人康辉：这都是韶山当地的菜？
彭艳：对。这是我们当地韶山所称的

“八大碗”。
主持人康辉：那一次请父老乡亲们

吃饭，都请的是谁呢？
彭艳：毛主席这一次一共请了8桌。

有老共产党员、农民自卫队队员，还有烈
士家属，七八十个人参加。

在吃饭的时候，“六嫂”沈素华又是哭
又是笑，她的丈夫毛新梅，是中共韶山特
别支部的第一批党员，却不幸被敌人残忍
杀害，头颅被生生割下，挂在了木杆上。还
有“五阿婆”贺菊英，见到毛主席的时候嘴
巴哆嗦得说不出一句话，泪水就哗哗地往
下流，她的丈夫毛福轩是中共韶山特别支
部的第一任书记，在36岁的时候，由于叛
徒出卖，惨死于南京的雨花台。

韶山，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在这片
只有 247 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先后有
1700名烈士为革命英勇牺牲。其中，就
有毛主席的6位亲人。

2011 年 3 月，习近平同志来到了韶
山。他在韶山调研时曾深情地说，我们对
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好的
纪念，就是要传承好、发扬好他们开创的
伟大事业，我们要把这些革命传统教育
资源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习总书记的这番话，对于我们每一
个韶山人来说，既是鞭策，更是动力，激
励着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承红色基因，讲
好红色故事。

主持人康辉：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无论弱小还是强大，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着中国
人民奋斗出了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来
源于哪里？在这个新时代，我们还需要不

断地去探寻。接下来，继续请思想解读人
韩振峰教授为大家讲解。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主持人讲得非
常好。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革命
前辈那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
新天”的奋斗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接
下来，我们讲讲这种奋斗精神究竟来源
于哪里。它大体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奋斗精神来源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回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
河，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
奋斗精神的人民，奋斗精神是根植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基因。我们中
华传统文化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等等，都是奋斗精神
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
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
斗，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第二，奋斗精神来源于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这个初心和使命，始终是激励中国共产
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初心是激励
人们不懈奋斗的推动力，使命是激励人
们不懈奋斗的牵动力、引导力。一个推动
力，一个牵引力，这两大精神力量共同推
进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
奋斗。

第三，奋斗精神还来源于中国共产
党人奋斗历程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
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样要靠
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全党和中国人
民继续艰苦奋斗、共同奋斗、接续奋斗，
这就是我们党的奋斗历程给我们的最典
型的启示。

接下来，我们讲讲怎样去奋斗。我们
共同看一段短片。

◆第三部分：怎样去奋斗

总书记原音短片三：“凿井者，起于
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既要有高尚品德，又要有
真才实学。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
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
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
人生难得的际遇。每个青年都应该珍惜
这个伟大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经典释义人郦波：这段话见于 2018
年 5 月 2 日总书记和北大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
仞之深。”这句名言来自于南北朝北齐刘
昼的《刘子·崇学》，它的前面其实还有一
句，和这一句形成非常完美的对仗效果。

原话是：“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
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
就万仞之深。”它的意思是：堆山这件事，
始于一筐土，而最后却能成千丈的高山；
而凿井这件事，也不过开始于三寸的小
坑，最后却能形成万仞的深井。它其实是
比喻有价值的人生要经过坚持不懈的点
滴的积累，只要能够坚持不懈，只要能够
持之以恒，这样就一定可以成就事业、成
就人生。

每次说到“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
以就万仞之深”，我都会想到我们中华民
族的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从年轻
时，从基层、从社会最底层开始奋斗的身
影。

比如说东汉的班超。他早年家境贫
寒，只能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
可是，他素有大志。他感叹地说：“大丈夫
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
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这里

的傅介子是西汉著名的外交家，曾经斩
杀悖逆的楼兰王。张骞更不用说了，他出
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班超以此二人为
精神楷模、为榜样，毅然投笔从戎，踏上
了征服西域的漫漫征途。

东汉永平年间，班超随大将军窦固
北征匈奴脱颖而出，旋即被任命出使西
域。班超以区区36人纵横西域，在无比艰
难的环境中当机立断、努力果决，既牵制
了匈奴，又维持了西域的稳定，更保证了
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
和商业往来，以及华夏各民族之间的团
结与交融达到了历史上一个无比繁荣的
局面。班超以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汗
水、一个人的奋斗，书写了丝绸之路上不
朽的奇迹，这也正如“凿井者，起于三寸
之坎，以就万仞之深”。

坚韧不拔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的民
族品格，而务实奋斗则是华夏文明在薪
火传续中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民族的
一分子，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奋斗中不
断地磨砺自我，砥砺前行，才能成就有价
值的人生，才能最终实现我们民族的伟
大复兴。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感谢郦波教授
的精彩讲解。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
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
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作为新时代的
奋斗者，我们要想通过奋斗实现伟大梦
想，必须发扬以下三种精神：

第一，奋斗要有攻坚克难的精神。
因为奋斗路上总会遇到各种风险和

困难，如果没有攻坚克难的精神，就不可
能干成任何事情。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
志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发表了《愚公移
山》这篇重要讲话。他在这篇重要讲话
中，要求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
万难，去争取胜利”。七十多年后，习近平
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弘扬愚公移山精
神。他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
话中，曾经提出这样的要求：“立下愚公
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第二，奋斗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因为任何奋斗都是一个长期持续的

过程，所以，要实现奋斗目标就必须发扬
持之以恒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
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既要有只争朝
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只
有只争朝夕，才能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
只有持之以恒，才能真正实现最终目标。

第三，奋斗还要有苦干实干的精神。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幸福是通过奋

斗得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
也是干出来的。为了实现奋斗目标，我们
必须苦干实干加巧干，撸起袖子加油干！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来共同认识一
位新时代的“最美奋斗者”，中国工程院
院士，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教授。

在南京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中，珍
藏了一大批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各
类武器装备，其中以火炮最为著名。

火炮曾被称为“战争之神”，威力与
射程与火炸药的性能和使用方式紧密相
关。今年85岁的王泽山院士是我国著名
火炸药专家，为我国武器装备发展追赶
世界先进水平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曾三
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并摘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

王泽山院士的奋斗精神集中体现在
他说过的三句话上：

第一句是“祖国的需要是我一生的
追求”。

1954年，带着“强国先强军”的信念，
19岁的王泽山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工程学院。当时许多人都选择了热门的
导弹等专业，但他却默默坚守着最冷僻
的火炸药专业。他认为，专业无所谓冷

热，只要国家需要，任何专业都可以“光
焰四射”。

第二句是“一辈子只想做好一件事
情”。

如今，王泽山已在火炸药这一艰苦、
危险领域的第一线耕耘了六十余载，他
将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
手中。王泽山说，国家把这件任务交给
我，我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如果国家给
我的任务没有做好，我就会觉得耻辱。

第三句是“在祖国大地上奉献光和
热”。

王泽山院士是一位把论文写在试验
场、用成果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践行
者。很多爆炸试验都充满危险和挑战，必
须在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野外进行。不
管是寒风刺骨的冬天，还是烈日炎炎的
夏天，他都坚守一线亲自参与。

85岁，是王泽山的年龄；200多天，是
他每年出差在外的时间；十几万公里，是
他每年为火炸药事业奔波的路程。如今，
王泽山和他的团队又瞄准了下一个目
标，让我感觉到这位“80后”院士的兴奋
点永远在前方，奋斗精神永远在路上。

王泽山同期声（2017年度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过去我提出，就是
问为什么、怎么做。大家都学十万个为什
么，学完了之后明白了，你明白还不行，
我就要问他，你还有什么问题，你这个问
题会用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我怎么能做
得比你更好，这也是奋斗精神的一部分。
所以，成功，我感觉在这里起到核心作用
的是奋斗精神。”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大家可以看到，王泽山院士虽
然已经80多岁高龄了，但他仍然奋战在
我国科技第一线，他这种攻坚克难、持之
以恒、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

奋斗既要有长远目标，也要有具体
的阶段性目标。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
战决胜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
官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
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
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
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当然，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
一步，今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2035
年，我们还要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 年，
我们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只要全党全
国人民同心同德、共同奋斗、不懈奋斗，
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达到，我们的梦想
就一定能实现。

主持人康辉：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教授、经典释义人郦
波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要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不是一个人或少数
人能够完成的，而需要千千万万的人，需
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奋斗、接续奋斗。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期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重温、一起诵读那些奋斗的
经典诗篇，我们再来感受体会习近平总
书记发出的“礼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
的号召。

【经典诵读环节】
《七律·到韶山》

毛泽东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光明日报》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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