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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7日，是黄文秀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

评价：“黄文秀同志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

青春之歌……”2019年7月1日，中宣部追授黄文秀“时代楷模”称号。

为了让更多少年儿童阅读到“时代楷模”的人生故事，党建读物出版社和

接力出版社联合出版了《黄文秀：青春之花》，并于6月12日联合举办“什么样

的青春更美丽——《黄文秀：青春之花》品鉴会”。品鉴会由接力出版社总编

辑白冰主持，邀请党建读物出版社总编辑尹洪亮，儿童文学作家徐鲁、葛竞，

《黄文秀：青春之花》作者王勇英，黄文秀父亲黄忠杰、姐姐黄爱娟，以及黄文

秀生前好友韦晴晴参加。会议采用多人多地视频连线的方式，在16个视频平

台同步直播，吸引359万人次观看。

白冰在总结中说：“美丽的青春是无私的青春，是奉献的青春，是不断完善

自己的青春，是不断成长、蜕变的青春，是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青春，只有把自

己的生命融入人生的伟大事业，青春才能成为真正美丽的青春。黄文秀的故事

可以感染、激励家长和少年儿童读者树立真正的人生榜样、人生楷模，从小学先

锋，长大做先锋，让自己的青春焕发出奇异的光辉，让自己的生命在奉献之中体

现出更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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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表示：在

中宣部的统一部

署下，党建读物出版社与接力出版社

联合出版了“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

列丛书，首批15种图书于2019年出版，

包括《王杰：“小马驹”的英雄梦》《王选：

“异想天开”的科学斗士》《王进喜：铁人

是这样炼成的》《中国女排：永不言弃的

王者之师》《中国航天员：太空追梦人》

《孔繁森：高原上的红柳树》《华罗庚：小

杂货铺里走出的大数学家》《杨善洲：捡

果核的人》《谷文昌：绿色蝴蝶》《张海

迪：轮椅上的远行者》《钱学森：月亮上

的环形山》《常香玉：戏比天大》《焦裕

禄：把我埋在沙丘上》《雷锋：大海里的

一滴水》《廖俊波：“背石头上山”的领路

人》。第二批15种图书于2020年出版，

包括《黄文秀：青春之花》《钟南山：生命

的卫士》《屠呦呦：影响世界的中国小

草》《陈景润：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沈浩：永远的红手印》《时传祥：最香最

美的淘粪工》《许振超：向往开大吊车的

孩子》《李四光：探寻宝藏的人》《龚全

珍：大山孩子的爱心奶奶》《袁隆平：东

方“稻神”》《邓稼先：腾空而起的蘑菇

云》《黄大年：给地球做CT检查的科学

家》《李保国：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孙家

栋：卫星之父的太空梦》《罗阳：用生命

托起中国战机》。

中华先锋人物是国家的栋梁、民

族的脊梁，是时代的楷模、学习的榜

样，出版“中华人物先锋故事汇”系列

丛书，对于少年儿童读者学习传承中

华先锋人物的精神品质，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将来能够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

意义。“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

书得到了各方面的一致肯定，不少专

家认为，这是一套有益于少年儿童培

根铸魂的励志书。

截至目前，“中华先锋人物故事

汇”系列丛书第一辑已入选2019年全

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

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荣登

2019 年度中国版协 30 本好书、《中国

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2019

年度桂冠童书等榜单。

读“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

尹洪亮尹洪亮

接力出版社

总 编 辑 白 冰

说：“每 个 人

都有难忘的

青春，每个人

的 青 春 都 不

一样。有的璀

璨辉煌，有的熠熠

闪光，也有的碌碌无为、黯淡阴沉。作

为一个 80 后，黄文秀毕业后放弃了在

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了家乡，在脱

贫攻坚的第一线，把生命献给了家乡

的父老乡亲，献给了她所热爱的伟大

事业。她有着闪光的青春和生命的足

迹，她的生命和祖国、人民的事业融为

了一体。黄文秀的生命虽然定格在了

30 岁，但她的青春永远在共和国的星

系中熠熠生辉。”

黄文秀靠扶贫资助得以完成学业，

27岁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以后，她

放弃了高薪与繁华的大都市，带着一颗

感恩的心回报有恩于她的土地，去帮助

更多像她一样贫困的群众。黄文秀在

求学路上的刻苦勤奋，在学生岁月的坚

定初心，以及在扶贫路上的闪光青春，

都值得当代少年儿童学习。2019 年 7

月，党建读物出版社和接力出版社紧急

申请将黄文秀这样的80后好干部、新时

代的楷模列入“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系列第二辑的创作。

时代楷模黄文秀 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白白 冰冰

以笔为矛，引领青少年读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徐鲁和葛竞是深受少年儿童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都参与了“中华人物先锋故事汇”系列丛书的创作。

其中《华罗庚：小杂货铺里走出的大数学家》《钱学森：月亮上的环形山》《雷锋：大海里的一滴水》《屠呦呦：影响世界的

中国小草》《李四光：探寻宝藏的人》由徐鲁创作；《王选：“异想天开”的科学斗士》《中国女排：永不言弃的王者之师》

《中国航天员：太空追梦人》由葛竞创作。

徐徐 鲁鲁

葛葛 竞竞

在提到“孩子们到底需要读什么样的书”时，葛

竞说：“从孩子的成长历程来讲，他们更需要能够塑

造心灵的书，能够真正影响他们成长轨迹的书。‘中

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不仅仅停留在儿童读物的定位

上，更是影响、塑造孩子们的精神读物。”

葛竞将精神读物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能够

给孩子的精神以能量的图书。“当孩子面对压力、困

难和挫折时，这种图书能为他们的心灵充电、增加

能量，‘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覆盖了各种各样的孩

子们心中的英雄，比如中国女排、中国航天员等。

因为孩子们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他们会带着好

奇心阅读，不仅会发现英雄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

还会发现，这么伟大的人也是从平凡人开始做起，

在成长的过程中也面对了一次又一次的压力。”

另一类是指导孩子如何寻找人生的方向，如

何在人生的岔路口做出正确选择的图书。她举例

道：“中国女排除了具有实现人生目标的终极梦想

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她们都有一颗爱国

心，希望能团结在一起为国争光。科学家王选在

选择专业时，考虑的是计算数学专业有利于国家

社稷与民生。这些先锋人物在做选择时，考虑的

往往不是自己，而是更宏大的事业，这就是家国情

怀。所以孩子们读‘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时，这

些故事不仅会吸引他，更会感染他，塑造他的心

灵。这种感受，可能是很多读物都无法提供给小

读者的，这才是真正能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刻

下印迹、塑造心灵的读物。”

徐鲁说：“我特别注意挖掘先锋人物

身上的家国情怀，那是一种此生对祖国，

无论受苦受累甚至一生隐姓埋名也无怨

无悔的情感，而这也正是这些人物身上

最闪光的地方。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

仅让小读者觉得好看，同时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他们的人生境界，让他们感觉到

科学家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这些不平

凡的地方，正是孩子们从小应该学习追

求的东西。”

徐鲁以《钱学森：月亮上的环形山》的

创作为例。钱学森到美国留学前经历了

2件重要的事情：一是钱学森听闻居里夫

人去世时，默念了她的一段话——“如果

你想要成功，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

谋，以小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徐

鲁说：“这一情形非常符合科学家将要离

开祖国去大洋彼岸留学的心境，很好地

衬托了钱学森的内心世界。”

另一件事是钱学森最敬爱的母亲去

世。在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之后，他忍着

悲痛带走了母亲生前用过的一块手绢，

这块手绢伴随了他一生。徐鲁解释道：

“这正体现了钱学森心中那种寸草心报

得三春晖的家国情怀，后来他能够在关

键时刻毅然决然地回国，跟他的赤子情

怀分不开。”

王勇英王勇英

《黄文秀：青春之花》的作者王勇英，是儿童文学作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是最早走进黄文秀家里

接触、采访黄文秀家人的作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创作

过程中，王勇英经常边流泪边创作，黄文秀的故事让她感动

更感叹。她说：“我在接触黄文秀的家人之后，才明白为什

么文秀能成为一个如此阳光灿烂的姑娘。她的家庭十分有

爱，她的爸爸是一位很强大、很有能量且很有远见的人。黄

文秀的哥哥姐姐也很爱她，‘黄文秀’这个名字就是哥哥和

姐姐起的，希望妹妹将来做个有文化、优秀的人，而黄文秀

也做到了。”

王勇英还说：“黄文秀是一个年轻爱美的女孩子，到百坭

村扶贫以后，为了更好地融入到村民当中，她把裙子锁在箱子

里，换上宽松的T恤、运动鞋下乡。”在她牺牲后，广西一位记

者以她生前最爱的鱼尾裙写了一

首诗，后来有人创作了《鱼尾裙》这

首歌，十分感人。

王勇英回忆道：“其实很多人都

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黄文秀。我在百

坭村采访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孩拿着黄文秀生

前送给他的笔记本。他会把自己的梦想写在日记里，他还说

将来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做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人。黄文

秀已经把善意的种子和能量传递到百坭村中，她是一个筑梦

人。虽然黄文秀离开了我们，但是《黄文秀：青春之花》这本书

里有她的故事，会陪伴一代又一代孩子们成长，成为我们精神

上永久的朋友。这本书传递的是阳光和梦想的力量，传递的

是幸福感。”

阳光灿烂的姑娘，百坭村的筑梦人她
是
我
们
的
﹃
时
代
楷
模
﹄
，更
是
爸
爸
眼
中
善
良
纯
洁
的
女
儿

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在谈话中几次哽咽，在爸

爸眼中，黄文秀就是自己心疼的小女儿。黄忠杰说：

“提到小女儿黄文秀，我的内心充满自豪感。文秀读

初中时，家里一头母牛死了。当时家里比较困难，

本想将牛卖掉换钱。但文秀说，‘我们不吃它，也不

卖它的肉，因为它对我们家贡献太大了。我们找别

的解决办法，困难就困难。’我女儿聪明、善良、不贪

心、纯洁，在家里听话，到外面也毫无私心杂念。我

不要让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在孩子的幼年时期、青春

时期成长在心里面。文秀是在国家助学资助下完成

了学业，所以我们一直教导文秀要懂得感恩，一定要

入党，要报答家乡、建设家乡。文秀准备去北京报考

研究生，但是又担心学费和路费的问题，我就鼓励她

想读书就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家里会全力支

持。文秀也不负众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黄文秀姐姐黄爱娟一直红着眼眶回忆着妹妹的点

点滴滴，她说：“文秀的成长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

响，这也是父亲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他能根据自己走

过的路，来启发教育我们，对我们的成长及做人做事起

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才能够有文秀这么优秀、听话、乖

巧且值得我一生骄傲的妹妹。妹妹的离世对于我们来

说是一生的伤痛，但是她留给家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

的，也是长久的。妹妹能够和这么多社会各界非常有

正能量的人物汇在一起，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是对

我们家最大的安慰。”

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百色市慈善公益形象大

使韦晴晴是黄文秀的好友。在黄文秀离开之后，她

演唱了由黄文秀日记改编的歌曲《文秀日记》。

韦晴晴说：“2019 年 5 月 30 日，也就是文秀遇难

前一个月，我们一起在田阳老家摘果、聊天、拍照。

当时文秀说得最多的是，希望我能为她扶贫的村子

写一首歌曲。我很开心地回去酝酿歌词，可惜文秀

没能等到歌曲创作出来的这一天。作为朋友，我很

想完成她的愿望，于是联系了文秀的家人，最终从她

的工作日记本上，找到了她的一篇工作日记，并联合

广西著名音乐人、作曲家、广西音协副主席何镇国老

师共同完成了歌曲《文秀日记》。”

左起：黄文秀姐姐黄爱娟、作家王勇英、黄文秀妈妈黄彩勤、黄

文秀爸爸黄忠杰、黄文秀哥哥黄茂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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