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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回望晏阳初的梦想与试验

从 1926 年开始，怀揣耶鲁与普林斯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
与一批志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东亭镇翟城村，开启
乡村建设试验，试验持续 11 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建设试验
传奇的一章。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
论：“从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
们迅速烟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
这一见解的广泛兴趣。”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张张修修智智、、秦秦婧婧

从河北定州市区向东，汽车在冬日
的凛冽中穿行约 20 分钟，来到一片果
林。

我们来探望一棵核桃树。
晴朗的高空下，这棵近百岁的老树

树皮灰白，枝干光秃而虬曲。经历了上一
季的繁盛，它正在北方冬天的萧瑟中养
精蓄锐。待到春暖花开，绿色会姗姗重
返，然后迎来又一轮的枝叶纷披，果实累
累。

百年核桃树并不稀奇。让这棵核桃
树不同寻常的，是它的种植者——— 晏阳
初，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的先驱，蜚声世界的平民教育家。

从 1926 年开始，怀揣耶鲁与普林斯
顿双料常青藤文凭的晏阳初，与一批志
同道合者一道，告别都市，来到河北定县
东亭镇翟城村，开启乡村建设试验，试验
持续 11 年，书写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乡村
建设试验传奇的一章。

据学术界研究，11 年中，共有 500
余名知识分子先后参与了定县乡村建设
试验，其中有几十名是毕业于欧美名校
的博士，他们均为经济学界、法学界、医
学界、文学界等领域的佼佼者。

百年沧桑，百年流变。不变的，是人
们对乡村建设先行者的敬意。定州民间
组织晏阳初研究会会长李志会，于 1980
年代末，对健在的当年定县乡村建设时
期的村民进行抢救性访谈，留下了普通
村民关于晏阳初的珍贵一手记忆。

在村民的记忆中，穿着灰色长袍的
晏阳初，“眼睛出奇的明亮”“说话时面带
微笑”“对穷人亲”。

如今，晏阳初与当年的村民们俱已
老成凋谢，惟余这棵核桃树，以及它所象
征的先贤们振兴乡村的不灭理想，在新
时代的辉光里迎风摇曳。

在法国为华工服务，埋下

理想的种子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
种子，萌发于第一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参
战国之一法国发生劳工荒，法国陆军部
经过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北方各省水土
气候与法国大体相同，而中国劳工勤奋
且工资低廉，遂于 1916 年春从中国招募
15 万余名劳工，到法国战场后方各军需
厂做工。

当时在法的美军也借用一部分中国
劳工。由于语言不通，劳工与美军军官之

间，经常发生误会。为了与劳工沟通，哈
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的一些学生响应号
召，于大战末期到法国的中国劳工营中
从事服务工作。

这些学生中，就有晏阳初。
当时的晏阳初，刚刚怀着无限的留

恋从耶鲁毕业。这所常青藤学校，他留下
了自己的逼人风华。在耶鲁，他当选耶鲁
大学华人协会会长，并成为耶鲁唱诗班
中第一位华人成员。

他的风度也令人印象深刻。“晏沉默
寡言，言必有中；举止严肃，饶有学者风
度，在同学中有如鹤立鸡群。”多年后，留
美四川籍学生胡光麃在回忆录中这样写
道。

晏阳初于 1918 年 6 月抵达法国北
部的布朗，那里有 5000 名中国劳工，多
来自华北，以山东为主。

这些劳工有的在工厂工作，有的装
卸食物，有的修路，有的挖掘战壕，还
有的埋葬尸体。晏阳初与劳工们打成一
片，在翻译、传达之余，间或说笑唱歌
以鼓舞士气。向劳工们讲述有关中国的
动态，欧战的状况，也是学生们服务的
内容。

劳工们最需要的服务，是替他们写
家信。虽然信很简单，只是报个平安，但
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还要代办汇钱手
续，工作量也很可观。晏阳初决定尝试教
劳工们认字。

他把劳工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
布：“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
讲时事了。”

台下大笑，以为他在说笑话。晏阳初
继续说：“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
信。”底下又大笑。

晏阳初又说：“谁愿意跟我学，请举
手。”没有声音。过了一会，有 40几个人
举起了手，只举一半。

晏阳初说：“愿意学的人，今晚来找
我。”然后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在公共食堂里，几个劳工
和晏阳初围坐在一张饭桌。晏阳初的面
前，放着一张小石板、一枝石笔。他用石
笔在石板上写，几个劳工用右手食指在
大腿上画，“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
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晏阳初
后来回忆。

劳工们认字的热情很快被激发起
来。4 个月后，最早跟晏阳初识字的 40
余人中，有 35 位可以写家信了。晏阳初
特意请来一位美军将军主持毕业典礼，
35 个中国劳工，一一从将军手中领得一
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

识字运动很快风靡法国的中国劳工
中，同时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教科书，
二是日常读物。晏阳初自己动手，从一本
中文字典和国内寄来的报章中，选择最
常用的单字和复词，再加上中国劳工的
通俗口语和平常家信习用的词句，共约
千余字，作为劳工识字的教材。

后来，晏阳初在国内推行平民教育，
与专家们一起编写《平民千字课》，发行
数百万，其基础理念，可溯源于旅法时
期。

晏阳初还创办了《华工周报》，作为
劳工们的课外读物。在第一期的编辑部
文章《恭贺新年：三喜三思》中，他以“诸
公”称呼劳工们，因为“华工平日对我们
服务的学生，非常恭敬听命，称我们为
‘先生’。他们多比我们年长，称之为‘公’，
是所谓礼尚往来。”

《华工周报》有《华工近况》《祖国消
息》《欧美近闻》《欧战小史》《名人传略》
等栏目，办得生动活泼，贴近劳工生活又
富于知识性。

为了激励劳工们学习，《华工周报》
还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有《华工在法
与祖国的损益》《中国衰弱的原故》《民国
若要教育普及，你看应当怎样办才好》，

旨在激发劳工的思想、开放胸怀、热心公
益。

获奖的作品，按名次给予奖金，第一
名 15 法郎，第二名 10 法郎。

《华工周刊》深受劳工的喜爱。有一
天，晏阳初收到一个华工的来信，信中
说：

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
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
便宜了，只卖 10 个生丁，恐怕不久要
关门。我现在捐出我 3 年的积蓄， 365
个法郎。

在当时，一个苦力的每日工资，只有
1 个法郎。

根据社会学家陈达的研究，华工初
到法国时，识字的仅居 20% 左右，1920
年底，识字者增至 38% 左右。

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

胞服务

在法国的经历，改变了晏阳初的一
生。

从中国劳工身上，他有两大发现：一
是这些普通人不缺少智力与热诚，他们
缺少的，只是受教育的机会而已；二是士
大夫阶层对贫苦大众的无知。

“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
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晏阳初立志，
回国后，不做官，不发财，把终身献给劳
苦的大众。

在 1919 年 4 月于巴黎举办的主题
为“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
问题”的讨论会上，晏阳初提出“平民教
育运动”的议案。

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参加了这次
会议，他见证了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
萌芽时刻。后来的岁月里，当晏阳初因推
行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而遭受误解，甚
至丑诋时，蒋廷黻挺身而出，为晏阳初辩
护。

1919 年 6 月，晏阳初重返美国，申
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研究所的奖学
金。第二年夏天，他完成硕士学位，并当
选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同一年，晏阳初接到母亲生病的消
息，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他到纽约与
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福勒彻尔·
柏克曼辞别。

后来，在《我发现东方》一书中，柏克
曼回忆，他对前来辞行的晏阳初说：“你
具有书香世家和慈父教授中国经典的良
好基础，加上海外新教育，回国后当可迅
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人服务。”

但是，他得到的是晏阳初郑重且决
断的答复：“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
工服务时就已经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
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
效力。”

平民教育为国固本

归国后的晏阳初，走上了平民教育
之路。

1890 年，晏阳初出生于四川巴中一
个书香之家，自小，他就从父亲那里接受
传统文化教育，10 岁时，被父母送到新
式学堂学习。学堂的老师为英籍牧师，晏
阳初因此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又因经
常为英籍教师当众做翻译，而练就了公
开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终生受益。

上学的路途中，需要徒步翻山越
岭，中间与苦力们在一个盆里烫脚，让
晏阳初感受到普通人坚韧中的诙谐。这
些早年经历，与在法国时同中国劳工近
距离相处的体验叠加在一起，培育了晏
阳初的平民情结，而在美国的留学经

历，则让他认识到大众教育对国家、民
族的重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晏阳初
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的一句话，但他说，
只有了解了世界和自己的国家后，这句
话才成为自己内心的信仰。

他认为，中国人对于读书观念，常有
一根本谬误，以为读书是读书人的专业，
其他的人可不必读书。结果全国四万万
人中，有三万万以上的文盲，名为 20世
纪共和国的主人翁，实为中世纪专制国
家老愚民。当今世界为民族智识的战场，
以目不识丁的民族，和饱受教育的民族
相竞争，瞎子斗不过明眼人，是何等明显
的事理。

他痛感：“举国之人，勇于私斗，而怯
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其团结
力公共心如何更不待言。以如是的国民，
来建设 20世纪的共和国家，无论采用何
种主义，施行何种政策，一若植树木于波
涛之上，如何可以安定得根！”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虽然复杂，但必
须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因为社
会的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
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
“人”，故遇着有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其
障碍不在问题的自身，而在惹出此问题
的人。

1923 年，晏阳初发起成立了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总会)。平教
总会的董事长为熊朱其慧，晏阳初任总
干事。执行董事共 9 人，包括张伯苓、蒋
梦麟、陶行知、张训钦、陈宝泉、周作民
等。

平教总会的“平民文学委员会”，则
由胡适、钱玄同、林语堂、赵元任等组成，
显示了晏阳初推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号
召力。

熊朱其慧是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夫
人，她被晏阳初对平民教育的热情所感
染，放弃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与全国红
十字会会长的职务，矢志将一生贡献给
平民教育事业。她作风强悍，多次面斥军
阀之非，令武夫们羞愧之下解囊支助平
民教育，帮助平教总会渡过早期经费紧
张的岁月。

为了推行平民教育，晏阳初与同道
一起，编写了《农民千字课》《士兵千
字课》《市民千字课》等教材，奔走南
北开展平民教育，让成千上万的人不再
是文盲。

数年之后，他的努力得到了反响。
1928 年 5 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

全国教育会议上，与会的大学院院长蔡
元培与各省市教育厅长及专家学者 70
余人，采纳平教总会提出的计划，拟定了
在全国分期施行民众教育草案。

平教总会经过数年摸索，将平民教
育的内容分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与公
民教育三端；实施步骤分三期：县试验
期，省实验期，全国推行期。这一计划，完
全被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提案中所采
纳。

南京会议上的消息传来时，晏阳初
正在从天津赴横滨转往美国的途中。这
一消息令他振奋。此时，正是他从耶鲁毕
业的第 10 年，拿出这样一份业绩单，总
算未负母校的培养与自己的理想。

重要的是，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
育实践，争取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他
在美国举行了数十场演讲，介绍中国的
平民教育运动。他的演讲，被誉为“惊人
的美好”，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普通民
众的认识。

是次美国之行，令平教总会募集到
巨额捐助，这让晏阳初筚路蓝缕的平民

教育及乡村建设事业在很长时间里免除
了资金之忧。

光耀史册的定县试验

1926 年 10 月，几个穿蓝布长衫的
人来到定县翟城村，他们找到当时的村
长米老吉，拿出该村开明乡绅米迪刚从
北京写的介绍信，与米老吉相商：晏阳初
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想在翟
城村做平民教育与农场试验，希望得到
村里的支持。

米老吉早就对晏阳初与平教总会有
所耳闻，加之有米迪刚的介绍，于是同意
拿出村西头的 40 亩地、一口井，供平教
总会使用。

中国现代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定县乡
村建设试验，就这样拉开序幕。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距北京西南
约 500 里，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翟城村
位于定西东部，当时共有 368 户，2186
人，其中米姓占多数。清末民初，乡绅米
鉴三在村中兴办高等小学与女子学校，
一切费用均由米家提供。其子米迪刚游
学日本回来后，有意学习日本乡村，开展
乡村自治。因内战迭起而计划告吹，米迪
刚失意之下移居北京，不问国事。

不过，米家父子十几年前的实践却
吸引了晏阳初的注意。推行平民教育近
10 年，他与平教总会的同事们已经认识
到，教农民识字，只是很初级的一步。农
村要振兴，必须进行整个的改造。在米迪
刚的推荐下，晏阳初决定到翟城村，以其
作为乡村建设的试验场。

从 1926 年起到 1936 年，在晏阳初
的带领下，先后有 500 多人从北京移居
定县，从事乡村建设试验工作。其中有三
分之一的人或因不耐艰苦，或因自感不
会与农民打交道，相继中途离开。

晏阳初一家 7 口，于 1929 年从北京
搬到定县。住到翟城村的平教总会人员，
与村民混居在一处，为的是如晏阳初所
说，避免在翟城村弄出一个“小北京”。

500 余人中，有许多是留洋归来的
硕士与博士，著名学者、作家，例如———

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专门研
究戏曲，他为农民写作了多部戏剧，深受
农民欢迎；

孙伏园，曾留学法国，北京大学教
授，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蜚声当时
文坛，因晏阳初一句“国内几万万平民需
要有人为他们撰写他们看得懂的平民文
学”，辞去旧职，来到定县；

瞿世英，中国在哈佛获得教育学博
士的第一人。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兼
教务长，参加平教总会后，先后任平教总
会多个职位，他也是在平教总会工作最
长久的一人；

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原
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
任。1925 年暑假北上参观平教总会时，
被晏阳初说动，参加平教总会，他为定县
种子改良、农械改进贡献颇多；

陈志潜，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后，赴
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学。受晏
阳初感召，来到定县，担任平教总会卫生
教育部的主任；

汤茂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
硕士，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辞职参加
平教总会；

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原任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平教总会乡村工艺部
主任，他在定县设计改良汲取井水辘轳
取得很大成效；

陈筑山，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与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平教总会文学部

主任，平教总会会歌的词作者；
李景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

会学硕士。他主持了对定县宗教、风
俗、政治、教育、工商、人口、灾荒等的
调查，辑成两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县域为单位的实
地社会调查，为晏阳初主导的平教总
会在定县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重要
依据；

郑锦，留学日本多年，平教总会试
听部主任，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创
办者及校长，辞任校长参加平教总会，
创作了大量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绘画
作品。

以上还远不是平教总会的人员全
貌。

如许多的知识分子，汇聚在一个
村庄，所为何来？

当时，不要说翟城村，就是定县县
城内，也是尘土飞扬。住到翟城村的平
教总会人员，连洗澡都需要回到县城
内。

至于报酬，普遍比北京的大学教
授少三分之一。

平教总会的会歌，或许唯一可以
为这种选择做出解释：茫茫海宇寻同
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
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己出，一
心为平民。

定县 11 年，晏阳初与他的战友们
留下了一份这样的成绩单：

从事棉作改良，成功育成“四号中
棉”及“平教棉”，后者能抵御当地为害
最烈的卷叶虫的侵害，极受棉农欢迎，
栽种面积不断扩大；

改良白菜与梨树，改良后的两者，
均增产 25% 左右。

引进波支改良猪，改良鸡舍，推广
力行鸡及红洛岛鸡，同时辅以信用、运
销、购买等合作社的功用，使得定县农
民收入普遍增加一倍；

建立农村卫生保健制度，设立村、
联村到县的医疗体系，从平教总会的
平民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训练为保
健员，教授种牛痘、水井改良、运用保
健药箱(内含治眼疾、皮肤病药 10种，
纱布、棉花、绷带、剪刀、镊子)等简单
方法，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能及时
到县里治疗。在全县开展布种牛痘工
作，将种痘区域推广到全县 430 余村，
控制了天花的流行；

平教总会还在定县开展公民教
育，进行农村自治试验。抗战爆发后，
河北省成为我国国防前线，平教总会
立即编印国难教育丛刊，以讲演、故
事、小说、诗歌、戏剧、图画等体裁，砥
砺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7 年，日寇大举入侵下，平教
总会被迫撤离定县，到大后方继续从
事乡村建设工作。

《剑桥中华民国史》在谈到民国时
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时，如是评论：“从
总体上看，各种乡村建设试验最终都
未得正果，日本的入侵使它们迅速烟
消云散。保留下来的只是人们对乡村
社会是国家建设的根本这一见解的广
泛兴趣。”

而时间已经证明，晏阳初们的精
神遗产，并未烟消云散。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如下书籍：吴
相湘著《晏阳初传》；李济东主编《晏
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志会编著

《晏阳初在定县的足迹》；赛珍珠著
《告语人民》；《剑桥中华民国史》；《独
立评论》合订本。)

▲晏阳初在定县翟城村，毛驴
是他固定的交通工具。

▲定县的平民识字课。 ▲耶鲁大学毕业时的晏阳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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