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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苦行与生长

———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天行者》 作者刘醒龙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刘醒龙一边敲字 ， 一边哭了 。 女儿

关切地问： “爸爸， 你怎么了？” 他说：

“爸爸心里难过， 为这些人的遭遇难过。”

他当时正在写 《天行者》。

8

月

20

日，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刘

醒龙的《天行者》和张炜的《你在高原》、毕

飞宇的《推拿》、莫言的《娃》、刘震云的《一

句顶一万句》获奖。作为一部以民办教师为

题材的小说，刘醒龙和他的《天行者》引起

了我们的极大关注。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

曾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 担负着对农村中

小学生进行初步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 继

1992

年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之后，刘醒龙

于

2009

年写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天行者》。

他对教师、乡村、乡村教育、乡村教师的深

刻洞察， 正是唤醒教育人文化自觉的智者

之声。 为此， 我们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刘醒

龙。

中国乡村教育需要扎

根精神

记者： 您为什么会去关注教育领域

中的小人物？

刘醒龙： 我生命中有一种乡村情感，

我经常介绍自己是湖北省团风县张家寨

村刘下垸人， 我出生在黄冈地委招待所

里。 我们全家后来搬到大别山里一个叫石

头嘴的小镇上，那年我刚满一岁。 乡土之

事，关乎于每个人的内心。 可以说，我喜欢

乡村中的所有人。 那些乡村民办教师，和

其他农民一样，苦行在山村角落里。

记者： 您大概走访过多少乡村学校，

和多少位乡村教师交过朋友？

刘醒龙： 很多年了 ， 我一直在默默

关注着乡村小学， 积累灵感。 只要见到

乡村学校， 我都会进去进行了解。 去年

9

月，我随中国作家协会赴藏调研采访团游

历西藏，在日喀则班禅行宫，碰巧遇上一

群退休的藏族教师。 当我知道他们是教师

后，我为他们拍下了照片，珍存起来。

记者： 您认为中国乡村教育的问题

在哪里？

刘醒龙 ： 我在 《天行者 》 中写道 ，

这些处在最底层的乡村教师， 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对孩子们的感情。 中国乡村教

育最缺乏的不是教师， 而是这样一种扎

根的精神。

记者： 教育之痛是否也撕扯着中国

之痛？ 为什么会在 《凤凰琴》 后又写了

《天行者》？

刘醒龙： 他们在被称为 “民办教师”

的时间里所经历的， 不仅是个人的心灵

之痛， 也是中国教育之痛， 更是中国之

痛。 这些卑微的乡村知识分子在不起眼

的角落里， 用高尚的灵魂， 用最大的努

力， 来争取最大的可能。

写作《凤凰琴》和《天行者》，是对我心

中的乡村情感的一种抚慰。 早先写作的中

篇小说《凤凰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心存

感动。 写作长篇小说《天行者》，更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自己对他们内心充满感恩，是

对生命在最卑微时刻所展现出来的伟大

意义和伟大的人性之美的参悟。 我想， 整

个国家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感恩。

当然， 我不希望把它被理解成只写

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 而是希望读者从

中读到我对历史、 生命的沉思。

记者： 您为什么把民办教师看作在

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

刘醒龙： 只要在乡野上行走 ， 我能

一眼看出民办教师来。 他们精神上是高

贵的， 有些孤傲， 但是眼中透出小人物

的卑微。

《天行者》 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县委

领导中，有些人很鄙视民办教师，说他们

是不合格的教师，本来就该被淘汰。 有人

站起来，要在座的受过民办教师教育的人

举手示意，结果，大部人将手举了起来。 ”

实际上， 上世纪后半叶 ， 是他们放

下锄头， 拿起教鞭， 在急需人文教育的

中国乡村， 担负起乡村文化启蒙的历史

责任。

无论是民办教师 ， 还是后来的代课

老师， 他们是教育领域中的小人物， 是

中国乡村里的小人物， 但他们都是乡村

知识分子。 没有他们， 乡村文化会更加

荒芜， 中国现代化进程会更加艰难。

“民办教师” 是一段谁也绕不过的历

史。 称他们为 “民间英雄”， 是一种艺术

的说法， 就其贡献来说， 完全应当称之

为 “民族英雄”！

我曾用李清照的诗 “生当作人杰 ，

死亦为鬼雄 。 至今思项羽 ， 不肯过江

东”， 作为对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写照。

大地上的苦行者

记者 ： 您是怎样理解 “故乡 ” 的 ？

《天行者》 中的界岭有您故乡的影子吗？

刘醒龙： 《天行者 》 这部小说是我

营造心灵的故乡， 我出生的时候我父亲

把我和姐姐挑进山里了， 我们家在山里

面前前后后搬了十多次家。 随着年龄增

长， 自己对情感的归宿在哪里， 一直特

别在意， 因为我找不到一棵和我同年同

月同日生的树， 我找不到故乡的根在哪

里， 所以很多年都在寻找， 包括我通过

文学一直在发现自己的情感之根究竟在

哪里。 在写作上， 我和莫言、 张炜比起

来， 是很笨拙的， 所以我只是一个老老

实实的写作者。 多年之后才发现， 其实

我的根就在我记忆深处、 生我养我的那

块土地上。 这个发现是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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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送去世

的爷爷回归故土的时候， 是一把土一把

土把爷爷埋在曾经没有在我记忆中出现

的那片土地上的时候， 我们全家人跪在

他的坟头， 等到站起来时才发现， 原来

我在这片土地上， 我的情感和根都在这

片土地上。 所以写 《天行者》 时， 我把

它看作是自己灵魂的故乡。

记者：对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

万站长、张英才、夏雪等人来说，界岭和界

岭小学是“故乡”和“栖地”吗？

刘醒龙 ： 《天行者 》 者中的界岭 ，

是余校长、 邓有米的故乡， 这里是他们

土生土长的地方。 孙四海是邻村的孤儿，

界岭的老村长看他有文化， 就接他到界

岭小学作了民办教师， 他从此在这里扎

了根， 这里也是他的故乡。

对界岭来说， 万站长 、 张英才 、 夏

雪、 骆雨和蓝飞是 “异乡人”， 但是， 他

们离开后， 都牵挂这里， 这里几乎是他

们的第二个故乡。

记者： 万站长、 张英才、 夏雪、 骆雨和

蓝飞等， 从界岭小学带走了什么？

刘醒龙： 我觉得， 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有

收获思想与智慧的可能， 唯有故乡才会给人

以灵魂和血肉。 他们正是从这里获得了灵魂

的升华。

乡村的诗性和超越

记者： 《天行者》 中几次提到界岭小学

让人上瘾， 让人中毒， 这种 “瘾”、 “毒”

到底是什么？

刘醒龙： 在 《天行者》 中， 万站长反复

提到 “界岭小学的毒 ” ， 他对张英才说 ：

“那地方， 那几个人， 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

的！ 你这样子只怕是已经沾上了。 就像我，

这辈子都会被缠得死死地， 日日夜夜脱不了

身”。 万站长在界岭小学作过民办教师， 当

了乡教育站长后， 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这里，

他早就中了 “界岭小学的毒”。

余校长 、 邓有米 、 孙四海几十年盼转

正，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转正指标， 他们却把

它让给了才来没多久的张英才。 张英才转正

后， 去省里进修， 成了大学生， 最后， 他回

到界岭当小学教师。 蓝飞利用不正当手段得

到了转正机会， 后来成为支持民办教师的力

量。 叶碧秋利用在城里当保姆的机会， 自修

完大学所有课程， 成了大学生， 她也回到界

岭小学当起了教师。

万站长说： “界岭小学的毒扩散得很快

啊。” 这种所谓的 ‘毒’， 可以看成是人们向

往的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是没有界限的。

记者： 您在 《天行者》 中写到李子喜欢

夏雪留下的诗， 说： “余校长很高兴， 界岭

小学终于有了一位喜欢诗歌的学生 ， 他听

说， 但凡喜欢诗歌的学生， 都会有出息。”

您要在诗歌元素中体现什么深意呢？

刘醒龙： 生活是不能没有诗意的， 生命

也是不能没有诗意的。 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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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个

很大的体会， 我们在很多场合下、 很多背景

下， 经常没有诗意表达的机会。 界岭这个地

方， 特别荒凉， 特别偏僻， 镇上的孩子们都

知道， 宁可死在城里下水道里， 也不要欣赏

这里的青山绿水。 在这个地方生活和学习的

孩子， 当他们知道诗意， 是很大的进步， 是

一种心灵的强大。

记者： 夏雪、 骆雨等支教者为乡村带来

了什么？

刘醒龙 ： 我敬重一切前往乡村任教的

人， 不管他们是以何种理由， 只要他教会孩

子们几十个字。

当然， 最终解决乡村教育难题， 还得仰

仗对乡村有着与生俱来深情的扎根者。

记者： 余校长、 邓有米、 孙四海、 万站

长、 张英才等人最终都以各种方式获得了

“救赎”， 您是在借他们的命运探讨民办教师

的出路问题吗？

刘醒龙：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 ， 但

是， 这并不意味着 《天行者》 是在寻找解

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出路。 文学作品首先是

一种审美， 读者在阅读时潜移默化地接受

作家的思想和情感。 至于乡村教师生存现

状， 我寄希望于乡村问题得以解决 。 只有

乡村问题真正解决了， 乡村教师的命运才

会得以转变， 他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才会

得到彻底解决。

向苦行的民间英雄致敬

■

李掖平

位居本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名的是湖

北作家刘醒龙的 《天行者》。 作者怀揣悲

悯关爱的人文之情， 将民办教师这样一

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推到历史前台。 在

作者眼中， 这些民办教师是国家基层教

育重任的承担者， 是 “默默苦行的民间

英雄”， 采用 “天行者” 的书名充分表明

了作者对这群乐天苦行、 默默担负使命

的民间英雄的虔敬之意。

《天行者》 由 《凤凰琴》、 《雪笛》、

《天行者》

3

部分组成， 围绕着民办教师

转正的三起三落展现几位教师之间的情

感纠葛， 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度。

由于 《凤凰琴》 被改编并搬上荧幕，

刘醒龙的这一系列小说也常被简单、 粗率

地视为主旋律文学作品， 作品中的几位民

办教师朴素而动人的人生信条， 也被过分

夸大为心怀崇高理想、 无私献身教育。 刘

醒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 中国的乡土文

学有三大败笔： 应景、 记录和妖魔化。 虽

然刘醒龙的小说一向紧贴时代， 但都非迎

合应景、 图解政策之作。 我们从 《天行者》

里能看到思想的深邃和广度， 两种叙述话

语的纠缠和碰撞， 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带

来的张力美。

刘醒龙之所以称边地民办 教师为

“苦行者”， 首先是因为这群民办教师承

载着呕心沥血、 艰难维系山区教育之苦

和作为 “民办教师” 身份带来的物质生

活之苦。 作品在展现民办教师艰难的生

存境遇时 ， 不仅写到了物质上的贫乏 ，

更着重表现了情感上的痛苦和内心的纠

结。 但 《天行者》 没有将苦难流于表面

化的叙述， 而是着重表现了这些民办教

师在困难面前如何站稳脚跟， 进行坚韧

而沉默的抗争。 余校长等人身上有着中

国底层民众特有的顽强精神， 面对物质

困境， 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

自行解决。 没钱买课本， 余校长带领学

生自己油印； 寄宿生的伙食不够， 余校

长把自家种的红薯拿来填补； 校舍的维

修费用没有来源， 孙四海把自己种的茯

苓挖出来卖掉……

刘醒龙在作品中并没有人为地拔高

民办教师的形象， 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

凡夫俗子 ， 有私心有打算 ， 有爱有恨 ，

有错有过。 作品中打动人心的是那种朴

素的乡村伦理情感。 余校长等民办教师

对于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不是虚无的空

洞的爱， 而是发自内心， 出于人伦和责

任感的关爱。 《天行者》 中作者以清淡

的笔触描写了几段美好的恋情： 万站长

和蓝小梅之间似有似无的暧昧， 孙四海

与王小兰之间违反伦常的热恋， 叶碧秋

对张英才一往情深的暗恋以及最后余校

长和蓝小梅之间相互扶持的亲人之爱 。

作者正是以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关

爱稀释了作品的悲剧性， 淡化了矛盾和

冲突， 调和了整部作品的情感氛围， 使

作品弥漫着一股温和之气。 余校长他们

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 没有高

喊悲壮的口号， 也没有救世的圣人面目，

他们有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真诚朴实

的情感， 豁达独特的人格魅力。 正是在

他们的影响下， 当初抱着各种各样的目

的来到界岭小学的张英才、 夏雪、 骆雨、

蓝飞，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在界岭

的短短日子， 让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提升

和心灵的净化。

刘醒龙的 《天行者》 似乎一直在体制

话语和底层话语之间徘徊游移。 一方面，

他的叙述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契合

的， 讴歌了界岭的民办教师的献身精神。

另一方面， 他的叙述又明显表现出对主流

话语的疏离， 他小心翼翼地对这个暧昧的

时代进行着描写和记录。 作为一个具有强

烈责任感和底层关怀意识的作家， 刘醒龙

曾经说过： “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 作品

是社会的， 要对社会负责， 责任感很重要

……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

,

我们应承担起责

任， 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

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描写了民办

教师的命运之苦， 真正触及了他们的悲

苦灵魂。 三部曲一次次记述了民办教师

们围绕 “转正” 的起起落落， 但当他们

日思夜盼的 “转正 ” 政策终于来到时 ，

却发现他们必须掏钱买回以前的工龄才能

转正。 这些民办教师全部所得加起来也不

够这笔 “巨款”， 何况他们的积蓄早已贴补

给了学校， 以维持举步维艰、 千疮百孔的

乡村教育。 同时， 政策已来得太晚 ， 命运

的残酷之手早已伸向这群有情有义之人 。

哀怨挣扎了半辈子的明爱芬老师早已离世，

黑瘦的胡校长在对转正彻底无望后抱憾而

去， 与孙四海苦恋的王小兰被丈夫残忍杀

害， 邓有米为帮助另外两位老师筹款而拿

工程回扣潜逃， 捐款新建的校舍也出现安

全事故……一出关于山村教育的正剧 ， 变

成悲喜剧 ， 最后又变成了荒诞剧 。 由此 ，

这些 “苦行者” 身上所蕴藏的悲剧性得以凸

显。

《天行者》 不仅是对这些默默苦行的民

间英雄的赞歌， 也是一曲挽歌。 问题的真正

解决， 靠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教育和底层知

识分子的真正扶持和尊重。 民办教师们曾以

卑微的身份和高贵的灵魂， 挺起了中国乡村

教育的脊梁， 担负着文化传承和乡村启蒙的

重责， 这将是永远不会抹去的沉重的历史记

忆。 刘醒龙用他的悲悯之笔， 记录了一份逐

渐被淡忘的珍贵历史， 和一个个远去的模糊

背影， 也留给我们深深的反思； 同时也使他

的文字摆脱了主流话语的限制， 获得深度和

丰富。

乡村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

■

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中国曾有

400

万民办教师，“转正”是他

们最大的理想， 也是他们心中最大的痛。

刘醒龙的《天行者》是围绕着民办教师“转

正”而展开的一部长篇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文学评

论家、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吴义勤认

为，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是一部展现中国

民办教师悲壮历史与现实的小说，是对中

国民办教师心灵与命运有着独到发现与

阐释的“史诗性”作品。 《天行者》的成就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真实饱满的笔

墨立体性地呈现了众多底层民办教师的

形象。 二是对民办教师的精神世界、情感

世界和灵魂景观进行了深入细腻的解剖。

吴义勤说，民办教师是

20

世纪中国最

为特殊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顽强地

支撑起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最底层乡

村、山区基础教育的大厦。 他们生存境遇

非常严酷，角色身份非常尴尬，收入和地

位非常卑微，“转正”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最

大希望。 因而，“转正”也成了民办教师的

枷锁。 万站长因为不光彩的“转正”背上了

沉重的精神枷锁，蓝飞因为不正当的“转

正”受到众人蔑视，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

海每到“转正”时就会爆发“勾心斗角”，而

明爱芬则为“转正”失去了一切。 这些都是

《天行者》中描画出来的众生相。 然而也正

是在“转正”问题上，界岭小学的老师闪现

出了人性的光辉。 他们同意把唯一的转正

指标让给年轻的张英才，并宽容了蓝飞的

不光彩转正他们三人一荣俱荣、 一损俱

损，谁也不想单独“转正”。 这些行为，都会

给读者心灵以巨大的震动。

吴义勤说，不仅如此，他们还是默默

的奉献者，以他们朴实真诚的爱、责任感

与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对乡村孩

子的培养上。 “他们以生命的执著、顽强的

意志、无私的牺牲演绎了一曲曲动人的悲

歌，建构了一幕幕动人的精神风景，为

20

世

纪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刘醒龙并没有把这些人塑造成 “圣

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他

们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私利

和欲望。 吴义勤说：“作家没有简单化地对

人物进行‘人为拔高’，而是在平凡中见伟

大，在对他们日常生活和真实生存状态的

描摹中揭示他们的爱与恨、善与恶、情与

仇。 余校长、万站长在蓝小梅问题上的争

风吃醋，孙四海和王小兰的旷世苦恋都让

我们看到了他们内心的疼痛与善良。 ”

吴义勤说，《天行者》堪称一曲现实主

义的悲歌，但是作家又显然不是一个悲观

主义者，“刘醒龙是一个批判现实，但又不

对现实绝望的作家，是一个有着现实主义

的冷峻，又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作家”。 夏

雪的悲情， 孙四海和王小兰的爱情咏叹，

对余志、李子、叶萌、叶碧秋等学生一代的

期冀，贯穿小说始终的凤凰琴声，都充盈

着悲悯的浪漫与温暖 。 小说留了一个

“光明” 的尾巴， 让张英才重返界岭， 但

吴义勤认为， “这丝毫不让我们觉得虚

假， 反而有一种难言的慰藉与感动。 张

英才的回归 ， 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成长 ，

而是民办教师所代表的那种精神之火的

传承与延续， 他让一种远去的精神风景

又似乎得到了延续。”

20

世纪后半叶， 曾有一批行走在乡野之间的特殊群体，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 放下锄头， 拿起教鞭， 在中国最需要人文教育的时候， 担负起为广大农村中小学生进行初步

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 为

20

世纪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们被称作 “民办教师”， 而今这个称谓已经进入历史深处。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天行者》， 写了这样

一群民办教师， 把他们称作 “民间英雄”。 作家刘醒龙在作品中对教师、 乡村、 乡村教育、 乡村教师的深刻洞察和刻画， 让我们每个人深思。 ———编者

位卑未敢

忘忧国

■

王春林

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在上第

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本来获奖呼声很高，

结果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最终遗憾地落选。 从

这个角度来看，《天行者》 获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迟到的补偿。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承担 “传

道、授业、解惑”职责，真正把现代文明传播到

穷乡僻壤的，是如同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

这样特别不起眼的普通民办教师。 从这个意

义上说，我们也不妨把《天行者》界定为一部

为中国的普通民办教师群体树碑立传的长篇

小说。

虽然说是一部读来充溢着温暖感觉的长

篇小说，但刘醒龙并没有回避生活中的苦难。

不仅没有刻意回避苦难， 而且我们甚至还可

以说，《天行者》的感动人心，与作家对于苦难

的充分展示，其实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唯其苦

难， 这些民办教师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为

才会让人倍觉温暖。唯其温暖，渗透潜藏于故

事情节之中的作家刘醒龙的悲悯情怀， 才能

够极明显地提升小说的思想品质。 综合以上

的林林总总，我才愿意用“良知是高尚者的墓

志铭”这样的语言，来评价《天行者》。 《天行

者》之所以激动人心，根本原因在于小说所充

分展示着的那些民办教师们苦难的命运遭

际、坚韧的生存姿态、崇高的精神境界。 余校

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这样一些几十

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

办教师们，虽然生存条件十分艰难，虽然只有

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 但为了能够让这些身

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

们却硬是以自己十分单薄的身架， 承担起了

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 虽然这些民

办教师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虽然他们之间

也还是避免不了会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但是，

在以一种兢兢业业的姿态对待神圣的教育事

业这一点上，他们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

关于这一点， 我们只要品味一下余校长朴实

的话语， 就可以有特别真切的体会。 余校长

说：“当民办教师的，什么本钱都没有，就是不

缺良心和感情， 这么多孩子， 不读书怎么行

呢？拖个十年八载，未必经济情况还不会好起

来吗？到那时候再享福吧！”好一个“不缺良心

和感情”，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余校长的这

一句话，完全可以被当做统领《天行者》全篇

的思想主旨来加以理解。阅读《天行者》，我们

所通篇读到的， 不正是如同余校长这样几十

年都一直未能摆脱民办教师身份的民办教师

们的“良心和感情”吗？ 真可谓是，一把辛酸

泪，满纸良心在。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套用

大诗人陆游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对这

些普通然而却具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民办教

师们，作出高度的评价。

对于那些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民办教师

而言，他们最大的人生愿望，恐怕就是能够得

到一个“转正”的机会，能够成为名正言顺的

教师。刘醒龙的艺术智慧，正表现在他紧紧地

抓住了 “转正” 这个焦点问题来结构小说全

篇。 具体言之，小说中曾经先后三次描写“转

正”故事。 如果说，“凤凰琴”中第一次关于张

英才转正的描写， 还具有着崇高的正剧意味

的话，那么，到了“雪笛”中关于蓝飞转正的描

写， 就已经带有了明显的闹剧意味， 而到了

“天行者”中关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

最后的转正描写， 所表现出的干脆就是带有

突出荒诞色彩的悲剧意味了。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小说第三部第三次叙述描写余校长他们

“转正”悲剧的时候，我们在感受命运捉弄余

校长他们的同时， 在体会刘醒龙一种强烈悲

悯情怀的同时， 也特别真切地感受到了刘醒

龙一种社会批判锋芒的存在。 因为， 归根到

底，余校长他们的这种人生悲剧，正是当下未

必完全合理的社会机制一手造成的。

批评家阎晶明谈到《天行者》的时候，曾

经指出：“民办老师是不应该被遗忘的群体，

他们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发挥了难得的作

用。作为一位长期关注农村题材的作家，刘醒

龙具有较强的题材挖掘能力。 小说中描写了

为乡村教育的改变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民办教

师，这是一种飞蛾扑火的悲壮精神，他们是真

正的民间英雄。 ”当我将要结束这篇简短文字

的时候，我想，我们确实应该向民办教师这个

特定知识分子群体， 向这些默默无闻的民间

英雄们，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

刘醒龙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

会委员、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武

汉市文联副主席 、 芳草杂志社总编 。

代表作有中篇小说 《挑担茶叶上北京》

等 、 长篇小说 《圣天门口 》、 《天行

者》， 长篇散文 《一滴水有多深》 等。

长篇小说 《圣天门口》 入围第七届茅

盾文学奖。 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

小说奖， 首届青年文学成就奖， 并连

续获得由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的第五 、

第六、 第七届 《小说月报》 百花奖中

篇小说奖。 中篇小说 《秋风醉了》 曾

获台湾 《联合文学 》 奖 。 长篇小说

《天行者》 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刘醒龙用悲悯之笔， 记录

了一份逐渐被淡忘的珍贵历史，

和一个个远去的模糊背影。

《天行者》立体地呈现了众多底层民办教师的形象，对他

们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细腻的解剖。

■

特别关注

民办教师具有一种飞蛾扑

火的悲壮精神， 他们是真正的

民间英雄。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山西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王春林

关键词： 卑微·高尚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 山东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掖平

关键词： 赞歌·挽歌

关键词： 悲歌·温情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 中国现代

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