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导干部应该如何鉴赏诗词 
— — 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艺术 

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梅敬忠 

摘 要：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具有诗歌创作的伟大传统，诗的赏析和创作，成 

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儒家文化对诗歌看得很重，把它上升到教化的程度， 

形成丰厚的诗教传统。诗歌在涵养品格、家庭和谐、国家治理层面上的影响深厚久远， 

领导干部要提升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诗歌的品赏和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唐诗宋词；诗歌鉴赏；意象；意境；诗教传统 

领导干部应该怎么样鉴赏唐诗宋词?2013年3月 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 

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 

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社会情趣。他还说，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 

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关于诗歌鉴赏、诗歌评论，一个专业术语就能给它解读T——诗言志。发 

展到后来，大家越来越觉得，光提诗言志还不够，诗也应该是缘情的。诗也要 

表达情感、抒发情感，这两派的观点一直在打架。习总书记说诗可以让感情飞 

扬，也可以让志向高昂，就把诗言志、诗缘情结合起来了，结合到人格的修养 

上，就是要人灵秀。灵秀的人有情商、有涵养。 

我们经常就说，既要脚踏实地，还要仰望星空。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一 

个领导干部，应该特别地关注情商的重要性。在有些场合、有些情况下，情商 

比智商更重要。情商、涵养跟诗歌的鉴赏也有关系，如果满腹经纶，说话、谈 

吐或者气质自然华美。 

一

、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具有诗歌创作的伟大传统，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 

生活里，诗的赏析和创作，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人生体验。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乌。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唐代孟浩然 

的 春晓 。这首诗孩子们几乎都背得出来，因为它用词简单、朗朗上口，但是 

不同年龄的人读，有不同的感悟。大好的春天已经来了，夜里一场风雨，打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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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少美艳的花啊。诗里的风雨和花是关键词，我们把它叫 “诗眼”，诗人在对 学习心得 

落花的惋惜中，透露出许多人生感慨。情境 中有一种淡淡的哀愁，又有人生的 

思考在里面。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王之涣 

的 登鹳雀楼 ，人们在登楼观景时，自然流露出豪迈的哲理诗情。唐代的诗歌， l 

不光是抒情，也言理，但它这种言理是藏在对情感的抒发里面的，而不是直白 

地把它指出来。这是唐代的哲理诗的好处。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是李白 行路难》末尾的几句。反映出一种精神，就是即便人生道路多么坎 

坷，也依然信念坚定，志存高远，勇于担当，乐观进取。唐代的诗歌，好就好 

在从整体上看它是乐观进取的，不管作者有多么悲伤、多么怀才不遇、多么坎 l 

坎坷坷，诗歌中都有一种乐观的精神。 

宋词里的很多篇章有消沉感，但是也充满着美好的情感，这种格调在晚唐 

就开始了。南唐词人李煜有首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 

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 

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词简单地看好像是亡国之音，但是为什 

么古往今来有那么多人喜爱它，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都欣赏这首词。 

因为它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在如烟往事的美丽哀愁里，依然透射 

出高洁理想的光芒，有积极的情感在里面。 1 

我们儿时吟诵的诗歌，长大以后依然记忆犹新，这就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 

殊魅力。中国诗歌尤其是唐诗宋词，我把它定位为中国人的情感宝典。当中国 

人需要表达情感的时候，往往就会想起一些诗句，比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 

下何人不识君 ”毕业留言时很多同学都选用了类似的唐诗宋词的名句。 

有的学员问我唐诗好在哪儿，宋词好在哪儿，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l 

我认为唐诗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一往情深。我们读唐诗是充满情感的，读杜甫 

的 秋兴八首 三吏三别 ，读李白的 蜀道难》 梦游天姥吟留别 ，都有一 

种荡气回肠的深情在里面，对唐诗的整体感觉就是一往情深。 

宋词好在哪儿呢?也可以通过四个大字来体悟：情深似海。宋词就像海洋 
一 般。有的专家讲唐诗，一节课可以讲好几首，可是讲宋词呢?经常是一节课 } 

讲一首宋词还讲不完，因为它所表达的感情太细腻。有些人说，唐诗已经被唐 

人做到顶点了，所以到宋朝时人们另辟蹊径创造了宋词，它是表达更细致情感 

的一种方式。 1 

中唐时有个诗人叫刘长卿，号称是 “五言长城”，下大雪的一个黄昏，他投 

宿在一户山里人家，写了一首小诗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 

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最后一句 “风雪夜归人”已成为典故。吴 

祖光先生有个话剧，就叫 风雪夜归人 。一看到这最后一句就觉得特别有情调， 

特别有文采文气，让人有无限的想象力。欣赏诗歌一定要有多重思维，你可以 l 



琢磨，可以鉴赏，可以品赏，或者发挥你的想象。 

宋代的杜未，写有一首 寒夜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 

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寒冷的冬夜，朋友来了，没有酒，只有茶， 

就以茶当酒吧。炉子的火初红，烧的汤已经开了，多么温馨温暖的场面。作者 

接着就发出感慨，窗前这轮明月还是以前的月亮，但是今天晚上不一样，为什 

么呢?才有梅花便不同，梅花是客人的象征，朋友来了以后，我才注意到家里 

的梅花已经开了。你看中国人多么有情调，所以 千家诗 把这一首选进去了。 

从这首诗能看出来古人写诗的方法，前面两句写景，后面两句写情。 

刺秦王的荆轲，我认为也应该算是伟大诗人。他就留下一首 易水歌 ，甚 

至就是两句，但也足够称得上是伟大的诗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两句诗， 

把中国人写诗的诀窍和中国诗歌的神韵完整地表达出来了：情景交融，一句写 

景，一句写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诗缺一不可， 

少了任何一句都构不成诗。人家就是两句。也是不朽的诗篇。写诗不在多，关 

键在于写得到不到位，符不符合诗歌的特点。 

唐代还有个诗人叫刘方平，他有一首 月夜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 

干南斗斜 (xi舀)。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三更半夜，月光照在 

院子里、照在墙上，一半是亮的，一半是黑的，因为月光已经倾斜了。夜深人 

静时睡不着，突然感觉到春天到来了，因为从绿纱窗外传来虫子呜叫的声音， 

写得很细腻。 

韩愈是著名文人，也是思想家、政治家。他写了一首早春的诗给好朋友张 

十八员外，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 

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天街指长安城，长安城下了一场小雨，打湿 

了地上的尘土，看起来像酥油一样。这时候远远地望去，一片绿色，走近一看 

什么都没有，因为早春时草比较稀疏。然后诗人发出感慨，春天最好的地方在 

哪里，就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情境里面，绝对胜过烟柳满皇都的时候。这首诗 

专家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诗中的最是一年春好处，不是指草色遥看近却无，而 

是指烟柳长满皇都的时候。我不同意后面的观点，因为作者歌颂的是早春。 

还有一首写早春的诗，是中唐杨巨源的 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这首诗在 千家诗 里 

排在第四。作者认为，最好的景色，是在新春的时候，那时绿柳刚好有点黄， 

最能让人体味到春天的到来。后面干脆很直白地发了感慨，如果等到上林苑 (皇 

家花园)繁花似锦的时候，出门到处都是看花的人。 

说到风景，我想起了辛弃疾的一首田园风光词， 鹧鸪天 (代人赋)·陌上 

柔条初破芽 ：“陌上柔条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 

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野 

荠花。”写得很有特色。毛主席有一次从南京坐飞机到上海，途中在飞机上就给 

工作人员讲解了辛弃疾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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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是南宋诗人，他成天想着收复国土，充满了战斗的情感。当他看到 

这么好的春天景色，就写出了如此细腻的词句，桑树长出嫩芽，东邻要种蚕了， 

田野上有小黄牛在,~IUL吃草。最后两句很有意思，“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 

荠菜花。”城里面环境不好，连桃李也愁风雨，这时应该到郊区去，春天在溪水 

头上那些个荠菜花上。古人特别善于以小见大，一朵小小的荠菜花，就能看到 

春天的到来。这也是写诗、赏诗的诀窍，往往是以小见大。 

二、唐风宋韵中的艺术手法 

唐朝有一首流传久远的诗，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卡拉 OK最流行的曲 

子，就是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 ，又叫 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渑轻尘，客舍 

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他的好朋友元二出使 

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送朋友到了成阳渭水河边， 

就写下这么四句。这四句是诗，也是唱词，谱上曲就可以唱。这首歌现在的版 

本中，我觉得殷秀梅唱得最好听，比较厚实。渭城早晨下了一场雨，打湿了路 

上的尘土，好友元二要从客舍启程到安西去。诗中前两句看似简单，其实把唐 

诗宋词里面的意象给点出来了，这个意象是什么呢?杨柳。 

杨柳在中国古典诗歌里是很特别的，当我们在唐诗宋词里面碰到杨柳两个 

字，一般来说就应该想到离别。这是古人长期以来形成的诗歌意象的传统。柳 

永 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他为什么不写别的什么 

岸，非要写杨柳岸呢?这是有讲究的，杨柳岸三个字不是随便写的。 

诗歌是诗人把物象变成意象，再把若干意象形成意境。杨柳在诗词中至少 

有四层意思。第一点，这是古典文化的一种传统。从哪儿来的呢，从 诗经 

而来的。 诗经 ·采薇》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以前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杨柳依依，家乡是多么美好。现在我回到家乡了，下 

着雪，一片破败景象。杨柳依依，表面看是很美好的风光，实际上在整个诗里 

它起了反衬的作用，因为紧接着就写了作者再回到家乡时，一片凄凉。一看到 

杨柳就想到告别，这是 诗经 以来的文化传统。第二点，古人取其谐音，柳 

者留也，挽留的意思。所以杨柳有挽留之意，谐音在中国古典小说、诗歌里面 

比比皆是， 红楼梦》中就多处运用谐音，如元春、迎春、探春、惜春，谐音 “原 

应叹息”；甄士隐，将真事隐去。谐音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传统。第三点，杨 

柳有象征意义，象征柔情似水。有阴柔之美，挽留之意。第四点，时兴。长安 

城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上，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亭子的两边都是杨柳。 

送别好朋友，送了一程又一程，没法再送了以后，折一条柳枝送给好朋友，这 

叫折柳送别。关于杨柳，我们就先总结这四点。 

再接着看王维诗的后两句，“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对好 

朋友的一片深情，出了阳关，就是茫茫的戈壁大漠，就看不到这些好朋友了。 

学习心得 



在通往西域的路上，有两大关口多次出现在中国古典诗歌里面，一个是阳关， 
一 个叫玉门关。 

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 

层楼。”这首诗凡是读过书的人都很熟悉。他还有一首名篇 凉州词》：“黄河远 

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两首小诗， 

已足够令作者千古不朽。“春风不度玉门关”后来成了典故。有人说，左宗棠进 

新疆的时候，一路上栽杨柳，弓l着春风度玉门关，那些杨柳现在已成参天大树。 

以后大家有机会到敦煌，考察也好，旅游也好，一定要到玉门关和阳关去 
一 趟，它离敦煌石窟还挺远的，去了以后才能感觉到王维和王之涣这两首诗的 

味道。 

腹有诗书气自华。到一个地方，看了名胜古迹，看了文化，自然提高人的 

品位，在与人沟通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情调。一些资料显示，毛主席当年到一些 

地方开会时，经常让人搜集当地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诗歌，编成集子， 

送给开会的人看，帮助与会人员了解当地情况。毛主席在与地方领导谈话时， 

经常问那个地方有什么人物，有什么文化，有什么典故，开始先谈一会儿这个， 

自然就拉近了感情，起了很好的沟通作用，这也是提升领导艺术的一个途径。 

这里面没有谋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自然的沟通。 

三、中国是有诗教传统的国度 

古人尤其是儒家的文化里面对诗歌看得很重，把它上升到教化的程度，即 

诗教的传统。 

领导干部读诗不仅仅是用来欣赏或涵养情感，更多的是要上升到社会政治 

层面、国家治理层面上。充分发挥诗歌的教化作用。孔子 论语》中有 “不学 

诗无以言”和 “不学礼无以立”。如果不学诗，你说话也说得不好听，话说不好 

作用就有限。当学生问孔子，老师，我们学什么好呢?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 

诗”，你干嘛不去学诗呢? 

孔子说，诗 “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就是著名的 “兴观群 

怨”。兴，起兴，弓I发情感；观，观察社会；群，团结凝聚的意思，可以团结群 

众凝聚人心；怨，可以表达情感，发泄某方面的情绪。诗还可以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往近里说，可以侍奉父母，让父母高兴，起到沟通亲情、和谐亲情 

的作用；往远里说，可以侍奉君王。最后起到教科书的的作用，从诗中识鸟兽 

草木之名，所以古人专门有 诗经 草木篇， 楚辞 草木篇，现在也有一些人 

编 了些古典文学中的植物图谱，我曾经看过有人编的 红楼梦》里面的植物世 

界，几百种各种各样的植物，读诗能领会到百科知识，而且这种百科知识是很 

抒情地表达出来的。 

汉代 毛诗 ·大序 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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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古代帝王 

用诗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起码可以起到移风易 

俗的作用，在这方面古人看得很重。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经常用典故，经常征弓f诗歌?很多情感用散文的语言 

很难表达，用一两句诗就能很好地表达出来。以前，陈毅老总外访时，就弓J一 

些著名的唐诗拉近情感。现在习总书记到国外访问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诗歌， 

不光是用中国古典诗歌，也用出访国当地的民歌民谣，情感一下就拉近了。这 

是一种领导艺术。中国诗教的传统，就有这种效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时，专门说了一段话，“文艺是世界语言， 

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这一段话是 

有所指的。为什么对文艺那么重视呢?一方面这是我们党的传统，一个笔杆子， 
一 个枪杆子，两者缺一不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把笔杆子 

和枪杆子统一起来运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 

全党要重视文艺，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的 

作用。独特的作用也就是诗词所具有的教化作用。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 

美。总书记对唐代一首小短诗特别感兴趣，就是孟郊的 游子吟》，这首诗千百 

年来感动了多少中国人啊! 游子吟 很特别，共六句。很多人觉得奇怪，因为 

传统诗歌通常是八句或四句，有人认为再加两句成八句、或者省掉两句成四句 

才算是好。古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死板，非要写多少句。荆轲的 “风萧萧兮 

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就两句。刘邦的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就三句，少 了第三句，就不是刘邦了， 

因为他这时候把英布、韩信都杀了，杀得没有猛士给他守四方了，觉得很凄凉。 

孟郊的 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写 

到这儿，母亲对儿子的一片深情已经很饱满了：儿子要出征，怕他衣服破了没 

人补，所以母亲很细心地给儿子缝衣服，针线逢得那么密，那么结实，但是又 

意恐迟迟归，你看有多少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写到这儿按说就结束吧，不，作 

者一定要表达儿子对母亲的感恩之心，所以他加了一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写出了孩子的情感。少了最后这句，主题就不突出了，如果再往下写就 

有点累赘了。就六句，特别好。 

20世纪 9O年代，香港有个唐诗评选活动，选出香港人心目中的十首唐诗， 

结果排在第一的就是 游子吟》。这首诗让孟郊千古不朽。孟郊是一个苦吟诗人， 

他曾经多次科举不中，母亲一直在默默地支撑他、支持他，最后终于考中了。 

考中了以后可以想象，那是无限的风光，打马游街是当时长安的风俗，新科的 

进士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都让他有无限的荣 

光，所以孟郊中举后特别得意，写了一首 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 

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也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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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里提供了两个典故，一个叫春风得意，一个叫走马看花。但是他最能打动人 

的作品，还是那首 《游子吟 。他中了进士以后，到溧阳去当了一个溧阳县尉， 

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或政法委书记，当官后，他把母亲专门接过去了。今天 

江苏溧阳市有孟郊的雕像，成 了溧阳孝道文化的象征。古往今来歌颂母亲的诗 

篇，我还没发现能超过孟郊 游子吟 的。 

弘一法师，就是写出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当年专 

门为孟郊的这首词谱了曲子，李叔同谱曲的 游子吟》也比较有名。孝为人之 

本，古人讲以仁义治天下，而人之本在哪儿呢，是孝，没有孝哪有人啊!所以 

家国一体，家国情怀就是忠孝，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深明大义的母亲，往 

往教育孩子为国尽忠，比如岳飞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在儿子背上刺上 “精忠报 

国”四个宇。 游子吟》和 “岳母刺字”特别打动习近平总书记，他在很多场合 

都提到这两个典故。 

所以，诗歌既有思想，也有情调，还是美好心灵的展示。我们有幸能在传 

统诗词里涵养文脉，涵养情操，提升我们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是由内而外的。 

人格修养水准高了，表白出来，流露出来，就是 “腹有诗书气自华”。 

文化素养是一种根基于文化自觉的品质，它是理性为里，感性为表的，体 

现在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方方面面。文化素养是文明的基石，一个 

社会的文明，是由若干有文化素养的人组成的，否则哪有文明的传承。文化素 

养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有情感也不等于有情怀。我们这 

个社会，不缺知识但是缺文化，不缺情感但是缺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这句话打动了很多人，作为官德的的象征，它不是一种 

小情感，而是一种情怀、一种文化。文化素养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提升的， 

所以，领导干部要多读点好书，要善读书，这里面就包括诗歌传统，包括各种 

文史知识，读诗、读史无疑可以涵养人的情感。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讲话里，习总书记还说到，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 

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2016年我们纪念长征胜利 

8O周年，就有人朗诵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的一系列诗词作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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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诗词构成了长征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七律 ·长征》在当时也打动了很多国统区的文化人士，比如柳亚子先生。 

在 1945年重庆谈判时，柳亚子先生找毛泽东要他书写一幅 长征》。毛泽东说， 

那个一般，我有一首很好的词，于是就把他在 1936年刚到达陕北时写的 沁园 

春 ·雪》书写后送给柳亚子先生。不久吴祖光先生在重庆一个晚报上发表了这 

首词，一下轰动了国统区，蒋介石大发雷霆，找到他们的宣传部长、文化名人， 

包括秘书陈布雷，要求大家想办法对付毛泽东的 沁园春 ·雪 。会后找了一批 

他们的文人，组织了至少二三十篇文稿，攻击毛泽东，这里面有个国民党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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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人叫王新命，化名东鲁词人，写了 “山河美丽多娇，笑草莽英雄亦折腰”， 

还有其他一些人的类似作品，蒋介石一看写得都不好，最后不了了之。这首 沁 

园春 ·雪 可以说是毛主席在重庆打了一次漂亮的文化仗，起到的作用不管怎 

么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它确实赢得了人心，尤其是赢得了国统区那些文化人的 

心，他们觉得原来共产党有这么一个有气派、有胸怀的领导人。 

《沁园春 ·雪》有一种历史的大格局在里面。毛主席一生对这首词特别得 

意，多次场合都说这是他特别好的诗篇。今年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习近平 

总书记接见各国来宾时，就站在 江山如此多娇》画作前，这幅画是 1959年由 

傅抱石、关山月两位大师合作而成，画上 “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由毛泽东亲 

笔书写，这也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为画题字，所以这幅画对于中国来说是无价 

之宝。 

((沁园春 ·雪 ，加上 七律 ·长征》，就把我们的长征文化凸现出来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还有陈毅元帅、叶剑英元帅等，都是诗歌创 

作的大家。陈毅写的 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 

雪化时。”毛泽东对这首的评价是 “大气磅礴，豪放奔腾，放到唐诗里面也是挺 

好的诗” 叶剑英元帅写的七律 《远望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 弓能射虎，椰林 匕首敢屠龙。景升 

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毛主席看后评价说，“酣畅醇厚，形象亲切， 

律对精严”。这些诗作及评价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兰考时，瞻仰、肯定了焦裕禄的事迹，之后朗诵了自 

己多年前的一首旧作 《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最先发表在 1990年7月 16日的 

福州晚报 上。开篇先写了一个小序，正文是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 

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 

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 

倾澄碧。”这首词表达了习总书记对焦裕禄的情感，也展示出他的诗心、诗情。 

与之前在参观、开会等场合对焦裕禄的评价相 比，风格、效用都不一样，诗作 

的亲和力与影响力既深厚又持久。所以说要提升领导力、执政能力，诗歌的品 

赏和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中国干部学习网录音报告整理 

责任编辑：范文勤 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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