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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点评

作者苗勇：生于巴中，现供职
于四川省总工会。1986年开始发
表作品，2007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诗集《山韵》，散文集《山
民》《散落的文字》，杂文集《小曲乱
弹》，文论集《星星点点》，报告文学

《丰碑》《历史不会忘记》《走出山旮
旯的世界伟人》等16部。其中《丰
碑》获 2004 年首届报告文学奖，

《巴山背二歌》获第二届全国职工
新创歌曲三等奖和四川省“五个一
工程”奖，《曾溪口》获第七届四川文
学奖、梁斌长篇小说奖、成都市“五
个一工程”奖。近著非虚构长篇小
说《晏阳初》引起广泛关注。

乡村建设这个思想是梁漱溟、晏阳初这

批前辈在无数失败中总结出来的：要跟农民

打交道，就不能激进。须知：到农村去，就得

先变成农民思维。如同晏阳初说，要丢掉西

洋眼睛、东洋眼镜，换上农民眼镜！

——温铁军（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

推荐语

□高柱

痴心不改终成事

晏阳初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
父”，过去我有所研究，略知一二，有幸拜读
苗勇先生以饱满激情再现的晏阳初穷尽了
一生心力的光辉人生，再次从字里行间感
受到晏阳初的伟大与奉献。

晏阳初的一生是辉煌而又漫长的。
为这样一个人物立传，是需要勇气的。由
于种种原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对
晏阳初的宣传甚少，对他的贡献几乎一无
所知。即使如今关于晏阳初的资料铺天
盖地，但用苗勇的话说：“现有的写晏阳初
的书籍，大多注重史料的搜集，乡村运动
的功绩，而忽略了对他本人的刻画。”苗勇
从查找资料入手，前后历时 10余年，在创
作手法、叙事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反复
打磨，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立意高远、故
事性强、语言优美的传记文学。“文人报国
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苗勇作为党政
领导干部，能够在异常繁忙的公务之余，
沉下心来，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去伪存
真，做到注重文学性和历史性相统一，将
晏阳初立体式、全景式展现出来，以文学
的笔触将晏先生的精神传承下来，激励后
人，这在众多介绍晏阳初的资料中，尚属
首次，实属难得。

读罢苗勇先生新力作《晏阳初》，感知

最深的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
的特点。晏先生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
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
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
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
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
体系之外，更觉得《晏阳初》一书值得一
读，以此传承和发扬，特推荐高校老师（特
别是师范院校老师）和科学技术人员学
习，学习晏阳初不为官不为钱不为名，始
终如一为劳苦大众的精神，像晏阳初、梁
漱溟一样的复合型、科技型人才到农村
去，真正“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
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乡村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晏阳初为之终
身奋斗的理想正逐步在中国大地变为现
实。但乡村振兴是一项庞大、复杂而艰
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千千万万的有志人
士投身其中，尤其需要发扬晏阳初崇高
的服务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自觉主动
肩负起乡村振兴的历史担当，真正沉下
去，为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工人日报》原高级记者，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写出心中的仰望

写《晏阳初》的起源要追溯到四十年
前。那个时候，苗勇还是一个懵懂的中
学生，他在一本课外书上看到一篇文章，
其中对晏阳初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笔，说
晏阳初是世界上平民教育运动的发起者
和领导者。他一生致力于乡村改造运
动，在世界范围内，为贫苦人民打开了一
扇通向智慧和富足的大门。

当时，给苗勇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晏
阳初的籍贯：四川巴中。苗勇为自己的
家乡有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而自豪。

后来，苗勇进入了巴中城读书，才
发现巴中城里一个叫大塘坝的地方果
然有一个晏阳初纪念馆。他回忆：那
是一座三层楼高的砖房，前面有个小
小的庭院，长着几棵树，枝叶倒还茂
盛。房子前边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晏
阳初故居”几个字。房屋很陈旧，与巴
中古老的魁星阁毗邻，倒可以显出些
幽深的景致来。

不过，当时那座纪念馆已成了一个
幼儿园。除了一间紧锁着的屋子、一个
木制的牌子透露出些许信息外，已经丝
毫看不出这房子与一个誉满世界的大教
育家有什么关系。

后来，苗勇去了外地读书，便到学
校的图书馆去找关于晏阳初的资料，却
发现少之又少。毕业后，他回到了故乡
的小城工作、学习、生活，也常常光顾不
同书店，日积月累，慢慢地，手头就积累
了一些介绍晏阳初的书籍、文章，对晏
阳初的了解也一步步加深。

苗勇在《仰望晏阳初》这篇文章中写
道：“不知道者，是无知，现在我知道了，而
不告诉更多的人，就是对先贤的不敬。一
个愿望就在心里悄悄滋生：总有一天，我
要写一本书，写一写晏阳初，写出我心中
的仰望，让许多尚不知道他名字的人，熟
悉他、理解他、记住他、缅怀他。”

开启艰辛的写作之旅

真的下了决心要写书，才发现自己手里的资
料太少，也就有意识地加紧收集有关晏阳初的各
种资料。

那已经是二十世纪末期，市面上与晏阳初有
关的书籍还是不多，故乡的小城就更少了。每次
有了出差机会，办完正事以后，苗勇总是第一时间
跑进书店和当地县（区、市）史志办，搜寻与之相关
的书籍、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七八年下来，苗勇手头有

了一些书籍资料：《晏阳初文集》《晏阳
初传》《告语人民》（晏阳初和美国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合写）……还有
许多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
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报告文学及
2000余条史志资料……还有晏阳初的
侄孙晏鸿国先生赠予他的一本自己编
著的书籍：《晏阳初传略》。

苗勇说，看得越多，了解得越深，对晏
阳初的敬仰也就更深了。仰之弥高，要为
他写一本书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不过，他却久久不敢提笔。虽然此
前他已经出版过十多部个人专著，但已
经有这么多书写过晏阳初了，他又该怎
么写呢？能写出他的伟大吗？他常常
这样问自己。

他又一头钻进了资料里。这时他
发现，书店里当时写晏阳初的书籍，大
多是研究性的理论文章，即使少许写晏
阳初本人的，也大多注重史料的搜集、
乡村运动的功绩，而忽略了对他本人的
刻画，缺少对活动细节的描写，史料有
余而文学色彩不足，读来让人觉得枯燥
乏味。苗勇想：“也许，这就是晏阳初一
直不被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原因吧！”

于是，他在对晏阳初本人资料收集
整理的同时，加大了对晏阳初工作过的
地方及亲戚朋友、研究者的走访。10年
的创作之间，他先后走访了河北定县、
上海、湖南、重庆、香港、西南大学等 70
多个地方（单位）和晏阳初的亲戚朋友
晏大慧、晏鸿国，研究者潘家恩、张艺
英、扈远仁、李行之等近百人。

2005年 5月，他终于拟好了写作提
纲，但因工作原因又耽搁了。等真正提
笔写作，已经是2006年9月初。

“我就选择在这样一个香气弥漫的
秋夜，坐在我单身宿舍临窗的桌子旁，
铺开稿纸，动笔写下了第一行文字。外
面是漆黑的夜，有暗香涌动，一如我圣
洁的心。灯光寂寂，窥我伏案的跋涉，

那一行行文字，无不渗透着我难言的感动。”苗勇
回忆这段写作历程时，他写道，“两年多时间，七
百多个夜晚，我常常在嗟叹和忧生患世里沉浮，
几十年前的那些可敬的身影总在我眼前浮现，他
们的慷慨长笑，低首嗟叹，交叠在我眼前。我常
常无法入眠，故事的牵萦让我无所适从，他们崇
高的精神让我敬仰。我不知道，自己这一次与晏
阳初博士的心灵对话，可否让他颔首微笑。”

2007年书稿完成后，又是长达几年的精心打
磨，苗勇最终将自己对晏阳初的尊敬和崇拜，汇聚
成了这本《晏阳初》。 □陈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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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大幕拉开、社会各界都将目光和资源投向乡村之际，作家
苗勇历时 10 余年，走访百余人，为晏阳初立传。近日，长篇人物传记《晏阳初》由
人民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

《晏阳初》全书共十章，近 50 万字，以晏阳初一生拼搏奋进为主线，以平民教
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实践探索为副线，以爱国爱家爱平民为辅线，以饱满的激
情、细腻婉约的笔触，艺术性地再现了晏阳初匍匐于大地、俯身于泥土、躬耕于陇
田，无私奉献于中国和世界劳苦大众的史诗般的传奇人生。

近日，作家苗勇撰写的长篇人物传记
《晏阳初》付梓，索序于我，甚感欣慰。

晏阳初 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曾留
学美国，为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奉献
70年。我长年从事文学工作，多次到晏阳
初的故乡巴中采访，对他毕生从事的平民
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感佩于心。

晏阳初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
育家，也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改造
运动的奠基人，虽已逝去多年，但他的平民
教育和乡村建设思想与自强不息的拼搏、
奋斗精神，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鲜
活的生命力，至今仍被日本学者看作是进
一步现代化路标之一。长篇人物传记《晏
阳初》延续着一种精神，在让人全方位地
了解这一场乡村变革的伟大实践，真正体
现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特
别是从晏阳初身上，我们可以汲取到新时
代投身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

目前市场上有关晏阳初的作品不少，
纪录片也有，但大多是研究性内容，缺乏

故事性，自然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晏
阳初》有别于这些介绍晏阳初的书，以传
记切入，较为新颖，不落俗套，有很强的
故事性和文学性。作者用深厚的文学功
底、娴熟的叙述技巧，讲述了一个个生动
感人的故事，机心巧妙、引人入胜。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在二十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得到验证，并成功指导
了亚非拉许多国家进行了农村改造，极具
历史价值。本书系统地描写了晏阳初因
一战时期在欧洲战场教授华工识字，从而
萌发了服务贫民大众的念头，回国后他立
志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最终形成了体系
完备而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平民教育思
想。故本书在人文情怀浓烈的同时，传奇
又有志史功能，显得尤为可贵。

我相信这部作品，以其出色的思想性
和艺术性，一定会受到读者欢迎，也希望
苗勇先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四
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伟人当铭记
□何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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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 阅 方 式

一、各市（区）总工会（含西安市三环以外）请前往就近邮局订阅；
二、各省级产业工会、各单列单位工会及下属单位、西安市三环以内

所有单位，统一订阅方式：
1.关注“陕西工人报”微信公众号，下载征订单；
2.登陆陕工网http：//www.sxworker.com下载征订单；
3.请在邮箱下载征订单（b87345725@163.com 密码：87345725b）；
4.咨询电话：刘海英 18133921020 029-8734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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