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運動後，中國加速了傳統社會結構的解體及其向現代社會的轉變，

中華民族的自覺與自救運動也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知識份子經過上層改革和

革命之後，逐漸認識到底層農村對於中國命運的根本意義。鄉村教育、農村救

濟、農業改良等成為備受關注的議題，「下鄉去」三個字一時竟成為最時髦的口

號，風氣所致，終於蔚成30年代全國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1。對於知識界的這股

潮流，國民黨政府也推波助瀾，1930年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鄉村教育案」。據

統計，截至1935年2月，鄉村工作機關至少有一千多個，與這種團體有關係的各

類農學會，更達到一萬多個2。

在此期間，與鄉村建設運動相關的各類傳媒也如雨後春筍，成為中國現代

新聞出版史的一支重要力量。這些傳媒當中，既有各鄉村建設團體主辦的「機

關」刊物，比如中華職業教育社附設漕河涇農學園編的《農村改進》、北平師範大

學鄉村教育實驗區編的《鄉談》、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編的《鄉村建設》等；也有

政府相關部門主辦的「行業」刊物，比如國民黨中央黨部編的《農民運動》、農業

部編的《農聲》、青島市政府編的《鄉村建設》等；更有許多有影響的專業傳媒單

位推出的「鄉建」或「農村」之類的「特刊」或「專刊」，比如《大公報》的《鄉村建設》、

《益世報》的《農村周刊》等。其中，創辦較早、影響較大、並且唯一專以農民為

目標讀者群的，是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主辦的《農民》報。

這些以「農」或者「鄉」字命名的報刊的發展與成敗，與鄉村建設運動的興衰

息息相關。迄今為止，學者已從多種角度解讀鄉村建設運動，然而，對於與之

相關的大眾傳媒，仍然缺乏足夠的考察。傳播學的奠基人施拉姆（W i l b u r

Schramm）教授認為，在社會變革時代，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是這一變革的代言

者，而且是這一變革的促成者：大眾傳媒能促進社會向新的風俗行為、有時是

向新的社會關係的過渡。在他看來，「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為它們能打破

距離和孤立的藩籬，把人們從傳統社會傳送到『偉大社會』中。」3同樣，在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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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鄉村建設運動中，大眾傳媒不僅起到了一種「媒介」的作

用：既是信息溝通和交流的媒介，也是方法與觀念探索與對話的媒介；而且，

這些傳媒通過編製、傳播各種鄉村建設的信息流，悄然播撒了鄉村社會變革的

種子，由此為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孕育出一種全國性「氣候」4——正是這種氣

候，反過來推動了鄉村建設運動的發展。

一　文字下鄉

1923年8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北京成立。晏陽初當選為總幹事，主

持實際工作。晏陽初從事平民教育，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法國進行華工教

育。辦《華工周報》的經歷，使他深刻認識到大眾傳媒對於平民教育的作用。因

此，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成立後，晏陽初在積極推廣識字教育並計劃將平民

教育推向鄉村的同時，決定創辦《農民》報，目的是鞏固平民識字教育的成果，

提升平民教育的水平。

《農民》報創刊號解釋該刊的目的：「《農民》是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紹人。」5

《農民》報出版時，著名的定縣實驗尚未開始，但晏陽初在湖南長沙、浙江嘉

興、山東青島、直隸保定等地已經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識字教育，許多鄉村平民

學校也已成功開辦起來，不少平民學生已經讀完了《千字課》，能看報了，這些

平民學生形成了《農民》報最初的目標讀者6。晏陽初等人感覺到，一個農民讀完

了一部《千字課》和一部分平民讀物以後，實在需要一種帶時間性的刊物，從這

個刊物Á農民不但可以溫故知新，而且可以知道一些「這一周的國家大事」。《農

民》報的出版，既可以幫助他們溫習已經讀過的熟字，同時可以滿足他們急Ì想

看報、開眼界的需要，向他們傳播《千字課》以外的普通常識，並引起他們讀書

的興趣。

鄉村建設運動實際上是一場鄉村現代化運動，它的推進過程也就是各種現

代性元素滲入到鄉村的過程。《農民》報的第一任主編是被譽為「中國副刊之父」

的孫伏園7。像傅葆琛、馮銳、陳築山、熊佛西、李景漢等人一樣，孫伏園也是

受到晏陽初的感召，加入到「博士下鄉」隊伍的。與這些博士一起「下鄉」的，是

科技下鄉、金融下鄉、ø生下鄉、工業下鄉、自治下鄉、教育下鄉、傳媒下

鄉，在所有這些現代性元素中，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晏陽初一開始最為重視

的，則是文字下鄉。

《農民》報初創時為旬刊（創刊至第6卷），中間改為周刊（第7卷至第12卷），

後期又變成旬刊（第13卷至結束），一年一卷，十六開，每期四版，後來增至八版、

十版、十二版，每期約一萬字規模，「特刊」有達到二十八版的；第13卷後因為

日本侵華，刊物內遷，印刷簡陋，手抄油印，每期不單標版頁，全卷頁碼累

計。《農民》報的歷史大致可以分三個時期：一、北京時期（1925年3月1日北京創

刊至1929年3月1日）；二、定縣時期（1929年3月1日社址遷往定縣至1938年8月

25日）；三、後定縣時期（1938年8月25日遷往長沙文昌閣66號至結束）。其中定縣

時期又可分三個階段：從遷到定縣到《平民學校同學會周刊》為第一階段，《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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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學校同學會周刊》為第二階段，新《農民》周刊為第三階段。後定縣時期也分為兩

個階段，即長沙階段和四川階段。不同的時期，編輯人員、印刷技術、《農民》

報內外部條件都有變動，報紙內容和版式也都有明顯差異，但無論如何，《農

民》報貼近農民、服務農民、依託農民的「農民味」、「農民心」、「農民聲」是始終

如一的。

《農民》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以「農民」命名的報紙，不僅名稱上是「空前

的」8，而且是名副其實的。與鄉村建設運動中湧現的其他報刊相比，《農民》報

帶有濃郁的泥土氣息，號稱「一展卷準保聞到稻麥香」9。

二　簡筆字、書面語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不同意將鄉下人的不識字說成是「愚」，但是，在

二十世紀30年代已經開始拋棄鄉土社會的中國，他「決不敢反對文字的下鄉」。

作為人類學家，他形象地分析了鄉下人運用的語言符號及其所包含的智慧，與

城Á人的不同之處bk。與人類學家的理論分析和學術想像不同，投身鄉村建設運

動的知識份子，對於自身與農民的不同之處，有Ì切實的感同身受。晏陽初曾

多次告誡同仁，自北京遷到定縣，從都市到鄉村，不只是地理上幾百里路的距

離，對於知識份子而言，實在是跨越了十幾個世紀的時間。因此，要求他們「拋

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要當農人的先生，首

先要做農人的學生，換句話說，「欲化農民，須先農民化」，「要先農民化，才配

化農民」bl。晏陽初這種農民化以化農民的理念，幾乎成為所有「博士下鄉」者的

共同信念。主持定縣調查的社會學家李景漢就深有感觸地說過，「若要獲得民間

的事實，必先得到農民的信仰，⋯⋯即先農民化，而後才能化農民。」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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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報是一張前所未有的報紙，就像前所未有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一

樣，因為沒有現成的經驗，幾乎一開始就遭遇到許多困難。《農民》報要想完成

文字下鄉、化農民的任務，首先要考慮的也是如何將報紙這種現代傳媒改換成

農民易於接受的方式，也就是如何農民化的問題。孫伏園曾感嘆，辦《農民》報

具有辦其他報紙所不曾有的幾個特殊問題，包括：如何把成本減輕到最低限

度，式樣樸素到與農村社會相適應，使訂戶對於報費的負擔沒有困難；如何讓

農民參加行動，使農民把報紙看成是自家的東西；如何排除文字的障礙，或減

小文字的困難，使農民讀者拿在手中閱讀下去，好像大學畢業生讀《大公報》一

般便利bn。

為掃除文字的障礙，《農民》報以《千字課》為基礎進行編輯，內容盡可能簡

單易懂，並且一開始就採用漢字注音。《農民》報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本刊的宗

旨和目的〉是這樣登載的：「《農民》今天出版（音班）了！⋯⋯因為現在許多鄉村

平民學校（音孝）的學生，已經讀完（音玩）了《千字課》能看報了。⋯⋯《農民》是

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音界）紹人。」這種注音不很準確，無法分辨四聲，有時注

音的字比原字更難。因此從第2期，又試用一個比較簡易的新方法，仿《千字

課》，每期加「本期生字」一欄，將生字集中提出，但不作註釋，比如，第2期生

字三十九個，第3期三十四個，第4期三十三個。第5期又換了一個新辦法，仍然

不釋義，但舉了些例子，比如，第6期生字二十七個，在「本期生字」欄目Á注

明，「犁（犁地）、糞（上糞、拾糞、糞坑、糞堆）、瘦（半肥半瘦）⋯⋯」，這些注

音、提字、舉例的方法也各有缺點，直到1933年，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語文教學

改革後，確立了注音分詞的方式。從第3卷第20期開始，《農民》報還對「新聞」添

加註釋，比如〈奉晉兩軍小衝突〉一條新聞，在「衝突」後加括號注上「衝突就是小

戰的意思」；〈陳王葉三角同盟〉的「同盟」後加括號注上「同盟就是取一致行動的

意思」。自第6卷第27期起，《農民》報仿《千字課》課本，加大字號，增多圖畫，

採用寓報紙於課本或把報紙課本化的辦法。

在編輯方針上，《農民》報以淺顯實用為原則，以「適於農民」作為用稿標

準：「文字宜俗白淺短，情趣活潑，使農民可以了解，說理宜切迫現代生活，使

農民可以享用。」bo文章略深的不登，內容不大適合農民需要的不登。為化難為

易，化繁為簡，編輯部想盡了各種方法，連小字恐怕農民看了費眼力，也改為

大字bp。編輯部工作的四個人，因為都不是農民，寫出的文章不夠農民化，於是

互相修正，模擬農民語言，力求最通俗易懂。沒有一個編輯的文章，一寫下便

可以發表的。如此一來，編輯的功夫，一大半花在了尋找容易認得的字詞和容

易懂得的句子上。

除了採取報紙課本化、用字農民化之外，《農民》報還努力吸引、積極鼓勵

農民參與辦報。第2卷第42期開始實行每月徵文，邀請各處鄉村平民學校的學生

參加。第一次徵文的題目是：「你在家怎樣溫習你的功課？」第2卷第51期又發布

「啟事」：向農民讀者徵求「不識字害處一類的故事」。為了幫助那些還沒有得到

識字機會的、有了意見未必能寫出來的、或者寫出來也未必能清楚的文盲和半

文盲，使他們也能夠投稿，《農民》報特發布〈致各地平校教師公啟〉，希望各地

平民學校教師，「不但在農民有意見而不能筆述時要代他們記錄，記得不清楚時

《農民》報號稱「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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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好意見不自覺其好時提醒他們而使他們不拋棄好意見」bq。

對於農民的來稿，編輯部將標準放到最低。比如，《農民》報編輯部同仁自

己不寫簡筆字，也不勉強別人寫簡筆字，但絕對放任農民投稿人寫簡筆字和別

字。剛開始時，對於農民投稿中的別字和筆誤，編輯部還附加括弧代為修正，

後來連修正也乾脆取消了。投稿的農民只要認識注音符號及少數漢字，凡是遇

到寫不出的字句，都用同音假借或注音符號勉強對待。編輯同仁執筆的文章，

則用純粹的國語，文法理論相當講究，既全注音，又全分詞，略含示範之意。

三　農民的百寶囊：「農藝」新知與民間「遊戲」

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具體說，是傳播現代知識和觀念的工具。《農民》報

懂得，「報章與雜誌，是灌輸知識與傳播文明的利器。」br《農民》報的宗旨是為農

民服務，為中國三萬萬二千餘萬農民介紹實用必需的知識bs，做農民的百寶囊，

使得農民通過《農民》報，「趕快認識些普通常用的字⋯⋯得Ì最實用的知識，提

高他們的生活，吃得飽，穿得好，精神上也得Ì快樂，做一個健全的國民。」bt

《農民》報創刊之初，設有談話、新聞、故事、農藝等欄目。後來根據讀者

的反饋，不斷進行調整，僅僅在編輯部移到定縣實驗區的不到一年內，編輯

內容就改革了三次。陸續增設了卷頭語、隨便談談、時事諷畫、時事小言、

公民常識、歷史述要、地理要鑑、鄉村婦女界、婦女常識、家庭常識、代圖

故事、鄉學校園村、文藝、模範書信、大鼓書詞、農諺、俗諺、遊戲、格

言、笑話、歌謠、新劇、謎語、ø生常識、科學常識、讀者意見、通訊等欄

目。第6卷後基本固定為評論、新聞、常識和文藝四個欄目。《農民》報的內容

自始至終簡單實用，無不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相關。其欄目設置也以農民需要為

原則，登載的內容，以討論農民生活和農業改良問題為中心，都是莊稼人應當

要知道的ck。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的工作組織，分為文學教育、農業教育、

公民教育、ø生教育、藝術教育、學校式教育、社會式教育、社會調查八大

部，總體而言，《農民》報的欄目設置也是以這八種實驗為基本材料而編輯的。

以第6卷第1期為例，該期十頁內容包括生計教育、公民教育、文藝教育、新

聞、通信五個板塊，其中「生計教育」板塊設「農藝」與「科學」兩個欄目，「農藝」

欄中登了〈北方施用肥料應注意的幾點〉、〈蝗蟲淺說〉、〈農學常識（續）〉三篇短

文，「科學」欄Á登了一篇〈水門汀〉的文章；「公民教育」板塊分「公民」、「ø生」、

「調查」、「家庭」四個欄目，分別刊登了〈為甚麼要講究世界道德〉、〈定縣助產教

育計劃〉、〈定縣社會概況（續）〉、〈定縣喂小孩的方法應當改良〉四篇文章；「文

藝教育」板塊設「歷史」、「故事」、「小說」、「笑林」四個欄目，分別刊登了〈端午

節的故事〉、〈懶人的手足〉、〈誰是家長？〉、〈相反的笑話〉四篇文章；「新聞」板

塊中有「平教消息」、「定縣新聞」、「河北新聞」、「本國新聞」、「國際新聞」；「通

信」板塊登的是一篇編輯部答讀者來信的文章。

《農民》報懂得，「報

章與雜誌，是灌輸知

識與傳播文明的利

器。」其欄目設置也

以農民需要為原則，

登載的內容以討論農

民生活和農業改良問

題為中心。「農藝」一

欄，每期按照時季節

氣登載關於農業上最

實用的事。「農藝」成

為最受歡迎的一欄。

《農民》報還徵求鄉下

常用的各種文件，如

房契、地契、借據等

等，為編輯農民識字

課本搜求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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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報曾在第3卷就「你最喜歡哪個欄目」展開讀者調查，結果有三分之一

的讀者選擇「農藝」。「農藝」一欄，最能體現《農民》報傳播新知、服務農民的意

圖。該欄目的內容是，每期按照時季節氣登載關於農業上最實用的事。主持該

欄目的馮銳曾自述他編著此欄目的四種標準：實用，合時，淺易，根據農民的

生活和習慣的方法cl。由於「農藝」一欄受到歡迎，從第40期起，《農民》又添設

「農事問答」欄目，凡是關於農業上的各種知識，或「農藝」欄內不明白的地方，

給予詳細回答。除此之外，《農民》報為了多傳播一些實用的科技知識，還經常

出一些特刊或專號，像第2卷第40期「植樹節」專號，第6卷第17期的「農業展覽

會」專號，第6卷第36期的「滅蝗」專號等。編輯部在解釋為甚麼刊行「農業展覽會」

專號時說，「把展覽會一切事實及經過情形詳細記載下來，借使大家由這個專

號，得Ì一個有系統的介紹，並可隨時放在手邊，借此臨時的參考，這就是本

會刊行這個專號的微意。」cm無論如何，編輯部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凡在

平民學校讀完《農民千字課》的人，通過讀《農民》報，能繼續領受平民教育促進

總會四大教育——農業、文藝、公民、ø生——的技能和知識。

除了各種「農藝」，《農民》報還大量登載民間文藝，包括故事和謎語等，都

是民間口頭早有的，現在全給搬到紙上來。《農民》報還向讀者徵求鄉下常用的

各種文件，如房契、地契、借據、當票、合同、喜帖、過年對聯等等，為編輯

農民識字課本搜求素材；並以贈閱報紙的方式鼓勵讀者「投稿」：內容包括鄉下

孩童們常玩的各種遊戲、鄉下的歌謠、諺語、謎語、格言等cn。第6卷第1期添加

插畫、格言，以及各種有趣的文欄，如謎語、笑林等co。對於這些欄目，編輯部

也向讀者說明了用意cp：

我們編輯本報，我們是替全部讀者打算，也是替讀者的精神、身體、知識各方

面打算的。我們為了合於一般農人的需要，所以設農藝欄；為了要使鄉村婦女

思想進步，知識增高，所以要設鄉村婦女界；為了要使大家身體健康，所以不

能不介紹a生常識；為了要讓大家作良好的公民，所以不能不介紹公民常識；

至於文藝歌謠，可以助長大家的興趣，遊戲謎語可以消除大家的煩勞。

從第7卷開始，《農民》報由旬刊改為周刊，編輯部根據出版周期的調整，為

讀者制定了剛夠七天讀的內容：「評論」欄Á刊登編者評論事件的意見，做讀者

自己評論事件的參考；「常識」欄Á的東西，或是種莊稼必須知道的，或是做國

民必須知道的，或是保身體必須知道的；「文藝」欄Á有故事，有詩歌，有小

說，為的是抒情怡性；此外，「新聞」欄Á，把七天來的大事記載一番，使讀者看

了，該證實的證實了，該記住的記住了cq。由於刊登這些農民喜聞樂見的內容，

《農民》報影響不斷增大cr。《農民》報兩周年時，有讀者寫了一首稱讚的詩歌cs：

農民報，宗旨好，普及教育知識高；

有插圖，有新聞，重在白話益農民；

有謎語，有書信，農諺歌謠除壞根；

有故事，有農藝，研究種田栽菜理。

《農民》報在第6卷第

1期添加插畫、格言，

以及各種有趣的文欄，

如謎語、笑林等。對

於這些欄目，編輯部

也向讀者說明了用

意：「我們編輯本報，

我們是替全部讀者打

算，也是替讀者的精

神、身體、知識各方

面打算的⋯⋯。文藝

歌謠，可以助長大家

的興趣，遊戲謎語可

以消除大家的煩勞。」

由於刊登了農民喜聞

樂見的內容，《農民》

報影響不斷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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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報自稱只想做一個知識和文字的介紹人，「對於政治軍事，不願多發議

論，自找煩惱。」ct但是，無論平民教育還是鄉村建設，本質上都是一場民族自

救的政治運動。事實上，平民教育的四大教育中就包含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

自然是一種政治教育；以服務於平民教育為己任的《農民》報因此不可能不承擔政

治教育任務。四川讀者陳英奇曾經致信建議《農民》報：「內容當注意政治常識，

和講解政治的名詞，應當多說到農民切身的問題，叫農民看了多得幫助。」dk

《農民》報自創辦伊始就對此使命有相當的認同和擔當。

《農民》報要服務於農民的，除了讓他們溫習文字，增加生產技能，更要開

發他們的文化和政治潛能。為農民代言，表達農情農意，對農民實行民主啟蒙

和政治教育，為中華民族培造最大多數合格的公民，始終是《農民》報的重要使

命。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公民常識」欄目中對「自由」、「平等」、「共和」等概念

的系統介紹，更體現在《農民》各期「卷頭語」、「談話」、「評論」等欄目所發表的

時評文章中。比如《農民》第38期的〈真正的耕讀人家〉、43期的〈仍然不要迷信〉、

46期的〈不是命該如此〉、48期的〈請農家婦女們趕快放腳吧〉、49期的〈不要被古

人拘束住〉、51期的〈農民消除內亂的方法〉、53期的〈還是共和好〉等等，都是戰

鬥性很強的政論文章。

《農民》報以「我們」自己的口氣勸導農民dl：

諸位農民同胞，在平民學校 認識了一千多字，會寫信了，會記帳了，辦

理一身一家的事情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們只在村 做一個好農民，

在家 做一個好兒子，好女兒，長大了做一個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

我們的責任還沒有盡哩。我們把一身一家的事情料理妥當以後，還應該留

下一點功夫，打聽本國的大事和世界各地的新聞，所以看報是必要的了。

《農民》報有許多類似的「談話」，這種政治「談話」幾乎是情不自禁的dm：

在沒說話以前，心 早就生了一種隱痛，這種「隱痛」是不平造成的，它使

我還有更進一步的希望，就是我們應該怎樣聯合起來鏟除這種不平；我覺

得最可憐而又最可悲的，是一個人處在不平 面，受了莫大的壓迫，不但

沒有半點掙扎，沒有一絲吶喊的聲音，反自己憤恨自己的命不好⋯⋯田間

的同胞們，您們是真摯的，您們是純潔的，您們是誠實的，豈不知就有人

因為您們的真摯、純潔、誠實，才布下這面網來，您們應該留神這不平的

事實，您們應該切切地記住這不平的事實，您們更應該自己先想想怎樣鏟

除這不平的事實。⋯⋯您們應該知道，怎樣叫國民？您們在怎樣的地位？

您們應該應負的責任？您們應該徹底的覺悟。

《農民》報告訴農民，農民本有知情和言論的權利，只是這種權利沒有實

現；沒有實現的原因，在外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在內則是農民自己不識字。

對農民實行民主啟蒙

和政治教育，培養合

格的公民，始終是

《農民》報的重要使

命。《農民》報以「我

們」自己的口氣勸導

農民：「我們把一身

一家的事情料理妥當

以後，還應該留下一

點功夫，打聽本國的

大事和世界各地的新

聞，所以看報是必要

的了。」《農民》報告

訴農民，農民本有知

情和言論的權利，它

沒有實現的原因，在

外是政治制度的不公

平，在內則是農民自

己不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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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本有打聽消息和發表意見的需求，不過在認不得字的時候，消息從耳朵Á

進去，意見從口舌間出來⋯⋯耳朵的力量太小，打聽不了多少新聞；口舌的力

量更小，發表出來的意見，傳播不了多少地方。」dn農民不會用文字說話，所以

造成農民「到處吃虧」。要想改變這種吃虧的狀況，農民只有一個辦法，便是用

眼睛代口耳，用筆說話。《農民》報勸告農民朋友，「我們讀書為的是求做國民的

常識和農業的常識。」do

《農民》報教給農民的知識中，有農業的常識和國民的常識，比較起來，後

者更加重要。「我們求知識，學讀書寫信作文還都在其次，第一重要的是學怎樣

做人，我們學會了怎樣做人，才能把我們的知識作正當的運用。」dp要做怎樣的

人呢？《農民》報要「農民」學做「國民」。《農民》報慨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有名無實

的民國，「有『民國』而無『國民』⋯⋯平民教育就是使農民得Ì實用知識，養成國

民資格。」dq農民平日各忙私事，沒有功夫去打聽國家大事，以為國家有軍隊，

一定給我們把邊疆守得好好的，有百官，一定給我們把內政辦得好好的。我們

只要各人種作自己的田地，一定過得了我們的太平日子。《農民》報提醒農民，

真正的共和國是權力歸民的，農民要做自己事務的主人，要做鄉村的主人，要

做共和國的主人：「我們要叫住在的每個村Á長治久安，非把這包辦村事的大

權，由鄉紳手Á奪回來不可，如同革前清皇帝的命一樣。諸位不要害怕，這革

命不是害命，這命不是性命的命，是發命令的命，就是以後村人不聽少數人的

命令⋯⋯大家一律平等，這就是鄉村Á的共和。」dr總之，要想叫中國好起來，

「非得莊稼佬們也來大談國事不可，不但要談，並且要當作一種正經事去談，看

成和種田一樣重要。此外再要求茶館飯館的老闆們，不要在牆上再貼『勿談國

事』的紅紙條，官廳也不要禁止人民談論國事。」ds

五　農民的《農民》報

平民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要讓農民苦力發揮出創造力來，讓農民成為鄉村建設

和自身解放的主人。《農民》報不只是要代農民言，更要讓農民自己發出聲音，最

終是要養成農民獨立發表意見、自己辦報的興趣與能力。從創刊開始，如何避免

將報紙辦成辦報的先生的《農民》報，幫助農民自己辦一份真正的農民報，便成為

《農民》報追求的任務。《農民》報認為，「一個最好的農民機關報，應該是農民自

己辦的，就是說，由農民自己發起，自己集股，自己編輯，自己發行的。」dt

農民的口味，農民的喉舌，農民的機關報，農民的農民報，《農民》報不斷

努力接近這些目標。1932年5月，定縣實驗區成績日漸顯著，歷年平民學校畢業

的學生達二三萬人，同學會以村為單位，增加到二百個以上，平民學校畢業同

學會組織需要一個周刊以通聲氣。為了推動農民自己辦報理想的實現，《農民》

報決定停辦，編輯部同仁幫助辦《平校畢業同學會周刊》ek。《農民》報熱情地向讀

者介紹《同學會周刊》：做稿的人十有九是農民，農民做出文章來給農民看，因

為同職業同利害，口味自然沒有不同的了el。可惜，《同學會周刊》只辦了一年，

之後恢復《農民》，這便是第8卷開始的新《農民》報。新《農民》報的稿件全部注音

《農民》要「農民」學做

「國民」。《農民》慨嘆

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有

名無實的民國，「有『民

國』而無『國民』⋯⋯

平民教育就是使農民

得Ñ實用知識，養成

國民資格。」《農民》

報提醒農民，要做自

己事務的主人，要做

鄉村的主人，要做共

和國的主人。要想叫

中國好起來，「非得

莊稼佬們也來大談國

事不可，不但要談，

並且要當作一種正經

事去談，看成和種田

一樣重要。」



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分詞，不僅發行的報紙全部賣給農民，農民也真正參加了編輯與發行，每期所

登的內容，農民投稿竟佔到一半，但是，這還算不上真正農民的《農民》報。

1937年日本侵華改變了鄉村建設的命運，也改變了《農民》報的命運。盧溝橋事變

後不久，定縣淪陷，晏陽初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被迫向南遷移，先後經湖

南、貴州到重慶，《農民》報也隨之遷移。由於編輯和發行部分有許多重要文件

設備沒有帶出來，《農民》報第12卷未出完就停刊了。直到1938年8月25日，《農

民》報第13卷第1期在湖南長沙文昌閣66號出版。為了宣傳抗日，內容增加了「抗

戰建國教片」欄目em。直到最後，《農民》報讓農民自己辦的理想始終沒實現。

1937年6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顧問蔣百里陪同中華民國政府經濟顧問史丹

法尼（Alberto De Stefani）參觀梁漱溟領導的鄒平鄉村建設實驗區時，曾經感嘆：

鄒平的鄉村建設工作是中國民族的一幕悲劇，如果中國社會有辦法，用不到大

家在這Á探求摸索en。在某種意義上，《農民》報的命運正是整個鄉村建設運動的

縮影，具有悲壯色彩。在內憂外患的壓迫之下，饑餓、生存日益成為中華民族

最緊迫的問題，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中，《農民》報所代表的文字下鄉、農民啟蒙

和鄉村建設運動，雖然以最大的熱情和耐性去實現教育生活化、科技經濟化、

文化鄉土化以及自我農民化，終究不免於被更有效的同時也是更激烈的辦法——

即以解決土地民生為中心的革命運動——所取代。儘管如此，鄉村建設運動的

重視農民、農村、農業的理念，鄉村建設者們進行的農業改良、農村改進、農

民教育等創舉，包括《農民》報豐富的傳媒實踐，不僅為1949年後的新中國建設

者所吸納，而且至今不失為一筆可資借鑑的歷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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