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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 120120 周年周年

刘重来教授纪念卢作孚先生文章刘重来教授纪念卢作孚先生文章

入选入选 20132013 年高考语文全国课标甲卷年高考语文全国课标甲卷

我校卢作孚研究中心教授、我院特邀研究员刘重来教授 2013 年 4 月 11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纪念卢作孚诞辰 120 周

年》（《重庆日报》同一天转载）一文。此文被选入 2013 年高考语文课标

甲卷，作为实用类文本阅读材料。

教育部重点课题“高考语文阅读能力考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顾之川先

生谈到：“作为全国文化教育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光明日报》，发表著名

历史学家、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的文章《一个不能忘记的人》，自然引起

众多读者的关注。今年是我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

孚（1893~1952）诞辰 120 周年，在其家乡重庆乃至全国都有不少纪念活动。

卢作孚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三大领域，都曾做出巨大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不能

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

顾之川先生还提到，将人物传记入选高考语文全国课标，作为实用类文

本阅读材料，应该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导向积极阳光，所选人物及其

事迹对学生都具有某种人生启迪或励志作用，有利于培养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

传递正能量。二是可读性强，所选材料能反映人物最辉煌的事业成就或最

精彩的人生片断，而且文风朴实、文字清通，符合语文学科特点。三是适

合考查需要。”刘重来教授的《一个不能忘记的人》一文完全符合这三个

特征要求，因此入选 2013 年高考语文全国课标甲卷。作为高考阅读材料而

为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所研读，此文必将对弘扬、宣传卢作孚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论者认为，这篇文章被选作实用类文本阅读材料，不仅适合语文

能力的考查，而且有利于弘扬卢作孚的爱国精神、实干品质和科学成就，

也符合当今“中华梦”主题教育精神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时代主

题。

（稿源：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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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 120120 周年周年

艾恺艾恺——温铁军跨界对话：温铁军跨界对话：

激进与改良激进与改良————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现实启示民国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现实启示

2013 年 12 月 22 日，为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 120 周年，在著名汉学家、

梁漱溟研究著名学者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教授与我院执行院长

温铁军教授之间展开了一场跨越历史与当代的跨界对话。我院副院长、梁

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张兰英女士主持此次对话。

“乡村建设”孕生于 20 世纪初年危机深重且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民

国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

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

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现代化催生了不同形式的“百年乡村破坏（梁漱

溟）”与“三农”问题，乡村建设作为内在产物与对应物，其不仅由农村

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它是原

住民农业人口大国的“三农”在被动承接“负外部性”及传统社会结构与

文化价值双重危机影响下，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尝试在外部环境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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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约束下，寻找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努力，

以及由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八十多年后的当下，当中国迎来举世瞩目的发展并因“中国崛起”而重

新成为世界焦点，这与第一波乡村建设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帝国形象完全

相反，但当代新乡村建设却在 2000 年前后再次兴起并持续至今。

值此乡村建设前辈梁漱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本对话尝试打破“成

败论英雄”的胜利者史学观，进一步跨越学科边界、通过“历史与当代”、

“实践与理论”的紧密互动以更为准确把握乡村建设的独特性、深层意义

与张力局限。进而为当前我国在城乡统筹、生态文明与新农村建设等方面

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对话人简介】：

艾恺教授（Guy Salvatore Alitto）： 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

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1975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

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

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这个世界会好吗？》、《吾曹不出如

苍生何》、《洋话中华文明史》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

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

设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 985 计划“中国农村发

展试验创新基地（I类）”首席专家，北京市重点交叉学科“农村发展管理”

首席专家。1998 年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1999 年获科技进步一等

奖，2003 年获“CCTV 年度经济人物奖”，2006 年获“中国环境大使”称号。

著有《解构现代化》、《我们到底要什么》、《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解读苏南》、《八次危机》等。

（稿源：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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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国际合作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networkDESIS-network））

西南大学实验室成立西南大学实验室成立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network）是创立于 2009 年的世界

性网络，由米兰理工大学设计系发起，是探索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的先

锋网络。

2013 年 11 月 2 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五届社区互助农业

交流大会”上，DESIS 网络发起人、国际设计学权威、意大利设计学全国总

协调人、米兰理工大学 Ezio Manzini 教授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

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共同为西大实验室揭牌，宣布 DESIS 西南大学实验室正

式成立。

DESIS 联盟目前在世界各大洲共有约 50 个实验室，涵盖了世界范围内的

顶级设计院校，目前在中国的成员单位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 、湖南大学设计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江南大学设计

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等国内一流设计院校，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为最新的成员机构，也是所有成员中唯一一所非设计专业院校。

“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联盟西南大学实验室”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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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舒马赫学院签订合作备忘录与英国舒马赫学院签订合作备忘录

2013 年 7 月，经过多次沟通商

谈，我院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舒马

赫学院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合作

备忘录。

英 国 普 利 茅 斯 大 学

（University of Plymouth）成立

于 1970 年，历史可以追溯于 1862

年，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普利茅

斯，现在是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在现代化大学中排名第三。舒马赫学院

（Schumacher College）位于德文郡，该学院以探究可持续社会及环境发

展为核心，提供全面的教育课程，鼓励学员思考当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各

种迫切挑战，继而在各种层面积极地做出在地及力所能及的回应。

双方商定，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交流：1、学者互访；2、学生互

访交流；3、学术信息、资料与发表的共享合作；4、合作开展学术研究；5、

邀请参加学术会议与座谈；6、短期课程项目等。在此基础上，双方拟于 2014

年进一步互访合作，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启动短期课程项目与学历教育项

目。

温铁军教授会见联合国驻华机构总协调人罗黛林女士温铁军教授会见联合国驻华机构总协调人罗黛林女士

2013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驻华机构总

协调人罗黛林女士及其助理张琰在北京看

望了我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罗黛林女士

高度评价温铁军教授在联合国支持的南南

合作及发展中国家知识分享领域所做出的

重要贡献，希望温铁军教授同意在 2014 年

适当时候前往缅甸配合联合国机构做政策

咨询和调研。

舒马赫学院外景



工作简报（第 2期） 2013年 6月—12月

6

罗黛林女士表示，虽然有大量西方机构介入缅甸发展事务，但中国的乡

村建设经验对欠发达国家更有现实意义。温铁军教授宴请了罗黛林女士及

其助手。会见时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张兰英女士在座。

薛翠副教授应邀赴韩参加薛翠副教授应邀赴韩参加

““寻求东亚和平的历史寻求东亚和平的历史 NGONGO 世界大会世界大会””

2013 年 7 月 21-25 日，薛翠副教授

应邀参加由韩国庆熙大学和东北亚历史

基金会于韩国首尔共同举办的“寻求东

亚和平的历史 NGO 世界大会”，在“寻

求历史和解的民间力量”的环节担任点

评人。来自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机

构、教育团体及民间组织等参加了大会。

薛翠副教授与 “寻求历史和解的民间力量” 环节的参会者合影

薛翠副教授与韩国庆熙大学校长

Inwon Choue 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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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学术会议

““新三农新三农 大设计大设计”——”——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第五届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CSA））

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召开召开

为促进跨界对话，充分展示、交流各地社区互助农业与有机农业实践

经验，推动华东地区 CSA 发展，以“新三农、大设计”为主题的“第五届

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暨有机农业经验交流会”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

3日在上海同济大学成功举办。

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

展高等研究院、同济大学设计创意

学院和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

中心、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

心(小毛驴市民农园)承办。出席开

幕式的嘉宾有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

教授，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会长藤田

和芳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

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院长娄永琪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院

长张兰英女士。包括近 40 位“三农”文化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作为特邀嘉宾

出席此次大会。出席此次会议的媒体，有文汇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

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周刊、第一财经日报、新闻晨报、《自然与科技》

杂志、有机会、吾谷网等 20 余家。共有来自全国各地 26 个省市（区）及

日本、意大利、美国、澳洲等海内外逾 200 家机构、300 名代表参会。

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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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为大会

开幕致辞，欢迎各界专家与实践者的

到来，并对“三农”与“设计”的跨

界合作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他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取决于城市的现代

化，而是取决于农村的现代化，如果

农村的现代化无法实现，那么整个中

国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中国人民大

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

授在大会开幕致辞中对同济大学、上海大学及各界朋友对在上海举办第五

届 CSA 大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社会化农业和社会认证是 CSA 大会

推动的方向，要进一步给予农业文化感，而和设计结合，正契合题义。

大会由开幕式/主题汇报、分论坛、公开论坛（跨界对话）、生态创业

青年论坛、闭幕式/高峰论坛和崇明生态农场参观六部分组成，突出跨界、

拓展与创新，通过“新三农”联手“大设计”，从文化、社会层面深度探

讨“三农”问题和城乡关系，以及参与式保障（PGS）、乡土文化、可持续

农法、流通渠道、商业模式、社会企业创新等相关议题。

全国社区互助农业（CSA）大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和国仁城

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发起。自 2009 年起，每年举办一

次，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生态农业与城乡互助经验交流的平

台与互助网络。

（供稿：第五届 CSA 大会组委会）

温铁军教授作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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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首届““爱故乡爱故乡””研讨会研讨会

暨暨 20132013 年年““爱故乡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发现故乡之美””图文征集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图文征集公益活动颁奖典礼

在京举行在京举行

2013 年 12 月 20 日，“首届爱故乡研讨会暨 2013 年‘爱故乡·发现故

乡之美’图文征集公益活动颁奖典礼”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行。

本次活动由我院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公共经济研究

会乡村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

市民农园）、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承办，与“第四届全国农民合作组

织论坛”同时举行。

2012 年 12 月，由活动主办方

面向全国发起了“爱故乡·发现故

乡之美”图文征集公益活动，鼓励

人们通过记录故乡的容颜、生活和

人物，发现故乡之美，反思当下社

会，重新认识与定位乡土价值。截

至 2013 年 9 月 15 日，共从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及美国、新加坡等国

家和地区征集到 200 多份乡土题材的作品（涵盖文学、摄影、书画、视频、

音乐等类型），参与人群包括大学生、市民、农民、公务员、媒体记者、

公益人士和学者等。经过爱故乡评审团两个月的初选、决选和终审，有 60

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其中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8 名，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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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20 名，优秀奖 28 名。

2013年恰逢民国乡村建设先贤梁漱溟先生和卢作孚先生诞辰 120 周年，

此次活动也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前辈的后人梁钦宁先生与卢晓蓉女士，以及

当代著名汉学家、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之称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

终身教授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先生，共同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

奖者颁奖。

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文学教研室主任刘忱副教授主持。国家行

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张孝

德教授为大会致开幕辞，他认为，现在乡村越来越美，乡村价值越来越大，

热爱乡村的人越来越多，乡村文明的声音越来越接近主流，他看到了希望，

祝愿大家为乡村文明的复兴和发展共同努力。我院特邀研究员、国仁城乡

（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潘家恩博士代表爱故乡组委会作“从乡愁、

乡恋到发现故乡”的主题演讲，从百年乡建历史与当下社会现实的维度，

阐述爱故乡活动的意义。

颁奖典礼结束后，举行了主题为“发现·故乡”的获奖代表座谈会，约

50 人与会。座谈会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梁鸿教授主持，劳动午报摄影记者、北

京市农工委《美丽乡村》杂志特约摄影

师凌福平做点评。获奖代表瞿克忠、瞿

卫修、石绪军、薛孟超、袁杏茹、任振

朝、钟名一分别向大家分享了获奖作品

的创作经历，特等奖获得者“王坪之子”

团队的长者瞿卫修老先生现场吟唱了一曲家乡小调。

当天下午举办首届“爱故乡”研讨会，十位三农、文化领域的专家、实

践者围绕“乡土中国”和“乡土行动”两个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既丰富了爱故乡的内涵，也展示了爱故乡落地的路径。发

言嘉宾、获奖代表和参会代表约七十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

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

为研讨会作总结发言。 （稿源：“爱故乡”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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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发表科研发表

温铁军教授著作《八次危机》温铁军教授著作《八次危机》

被经济参考报列为被经济参考报列为““20122012 年最值得阅读的年最值得阅读的 1010 本财经图书本财经图书””并获并获

得得““2012-20132012-2013 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奖

2013 年 12 月，由东方出版社

出版的《八次危机》获得中国书刊

发行业协会颁发的“2012~2013 年

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奖。此奖根

据图书发行量进行评选。《八次危

机》是东方出版社荣获此奖的第一

本学术类著作。

同年，在《经济参考报》年初

推荐的“2012 年最值得阅读的 10

本财经图书”中，温铁军教授 2012 年出版的著作《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

经验》位列其间。

《八次危机》用历史的眼光梳理了中国经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 2009

年六十年间的发展脉络。通过结合危机发生的时代背景对其进行剖析，厘

清了危机的本质。温铁军教授在书中提出了其多年研究成果——“成本转

嫁理论”：即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从而在城市“软

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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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历史乡村建设历史””系列研究启动系列研究启动

面向社会征集访谈线索面向社会征集访谈线索

2013 年 11 月 16 日，“乡村建设历史”系列研究课题组于中国乡村建设

学院办公室举行第一次座谈会。会议由温铁军教授主持，主要讨论“乡建

史”研究的整体框架、研究分工，并对大家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讨

论。

“乡村建设历史”系列研究为我院重点研究项目。其研究内容包括了民

国乡村建设、当代乡村建设、国际乡村建设几个大部分及不同类型乡建实

践的比较研究。我院“乡村建设历史”研究与以往其它同主题相关研究主

要的不同在于，本研究将百年乡村建设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放在宏观脉络框

架中进行研究，而不局限于某派别、个人或案例。本研究试图采用宏观微

观结合的思路与整体性视野、充分利用我院团队于一线实践中长期积累的

当代乡村建设原始资料，对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及其理论

实践进行系统梳理。

“乡村建设历史”研究框架确定后，资料收集工作随之展开。此工作包

括文字及图片档案发掘整理、口述资料收集整理等。现面向全社会征集资

料与访谈线索。

首次民国乡村建设口述史座谈在我院顺利举行首次民国乡村建设口述史座谈在我院顺利举行

2013 年 9 月 15 日上午，为更好发掘北碚丰富的乡村建设历史资源，西

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师生与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1940-1951）46 级校

友蒋年荣（重庆兼善中学离休教师）和曾永臧（重庆师范大学离休教师）

两位老先生进行了专题座谈。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是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民国乡村建设

口述史计划的一部分，参加座谈的有民革重庆市渝中区四支部黄光祖先生

（民国乡建前辈、川东师范学堂第二十三任校长黄子裳之子），我院薛翠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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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博士以及西南大学乡村建设读书会的学生骨

干。

座谈之前，薛翠副教授与潘家恩博士陪同两位校友参观了中国乡村建设

学院新办公室，并介绍了学院基本情况。两位校友对新乡建学院的成立感

到欣喜与亲切，表示对学院未来充满信心。

座谈会上，两位老校友首先展示了多年收藏的珍贵资料以及民国乡建老

照片，并在照片上指认出依然健在或已故的民国乡建前辈与乡建学院师生。

薛翠副教授、潘家恩博士、黄光祖先生与两位校友先就乡建学院校友相

关情况进行了座谈。对于大家关心的乡建学院校友的基本档案资料，两位

校友表示在解放后的院校调整中被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院校。

然后，两位校友就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课程设置、教材教师、当时

革命活动、当事人对晏阳初梁漱溟等乡建前辈的印象等方面逐一进行了介

绍与澄清。通过访谈了解到，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有一大批有

老校友参观乡建学院新资料室原乡建学院 46级校友蒋年荣、曾永臧合影

老校友结合图片介绍民国期间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老校友与西南大学青年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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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理念与理想的优秀教员，放弃了他校优厚待遇，扎根北碚教书育人。

两位校友都提到当年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非常进步”，在“革命活动中冲

锋陷阵”，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主流论述关

于乡村建设的“改良/保守”定见，对如何认识历史与乡村建设都具有十分

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访谈最后，两位校友提供了北碚及成渝区域内其他乡建校友的信息与

联系方式，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与书刊资料。这些对于发掘历史资

源工作意义重大。

访谈结束后，两位校友分别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题词，寄予了老一辈乡

建同仁的祝愿与鞭策，最后两位老校友在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门前与大家合

照留念。两个小时的座谈在语声与笑声中圆满结束。本次座谈会仅是民国

乡村建设口述史访谈的第一场，欢迎各界朋友向乡建学院提供更多民国乡

建的历史资料与人物事件线索。

（供稿：王高羽 张振）

乡建学院 46 级校友蒋年荣（后排右三）、曾永臧（后排右四）、民国乡建前辈后人黄光

祖（后排右二）与中国乡建学院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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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历史图片文献资料收集获得多方捐赠乡村建设历史图片文献资料收集获得多方捐赠

自“乡村建设历史”研究启动以来，图片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受到了社

会各界诸多支持，经多方捐赠，在短短半年期间收集到民国乡建图片资料

上百幅。捐赠主要来自于：

 我院特邀研究员、卢作孚研究专家刘重来教授、周鸣鸣教授提供卢作孚

及北碚相关大量照片及全套《卢作孚研究》。

 我院名誉院长、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提供多幅原版梁漱溟先生照

片。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前身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捐赠多年

来收藏的乡村建设与“三农问题”书籍资料逾千册及大量晏阳初先生定

县实验照片。

 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蒋年荣、曾永臧提供珍藏多年的民国北碚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学习生活照片及晏阳初梁漱溟书籍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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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我院教师外文文章发表情况教师外文文章发表情况

2013 年，以我院教师为第一作者所著多篇外文学术文章在国外学术期刊

发表。

具体文章及所载期刊信息如下：

• Wen Tiejun, Dong Xiaodan, Qiu Jiansheng, Du Jie. 2013. “China’s

real experience: the crises with subsequent soft landing after

the Reform of 1978”, in China’s Economic Dynamics: A Beijing

Consensus in the Making? Routledge, pp 48-72.

• Wen Tiejun, Sit Tsui. 2013.“Pourquoi la Chine a-t-elle pu éviter

de tomber dans les ? pièges du développement ? in multitudes 54,

pp81-86.

• Sit Tsui, Erebus Wong. 2013. “Rural China: From Modernization

to Reconstruction” (co-author with Erebus Wong), in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sia, Volume 49,

Number 1, 2013, pp 43-68.

http://www.asj.upd.edu.ph/index.php/current-issue.

• Sit Tsui, Du Jie, Lan Yonghai, Dong Xiaodan, Erebus Wong, Wen

Tiejun. 2013.“Sovereignty Externalities and Currency-strategy:

Development Trap Case Studies”, Agrarian South, Volume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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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局粮食战略性问题研究课题国家粮食局粮食战略性问题研究课题

2013 年 10 月，我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联合承担了

国家粮食局粮食战略性问题研究项目：“全球粮食发展趋势与我国的粮食

安全”课题。该课题由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牵头负责，我院科研团队联合

相关单位共同组成课题组研究展开。

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

重大战略问题。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多年来，除个别年份之外，中国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

给，粮食安全形势总体稳定。2012 年之前的九年里，中国粮食生产甚至超

越历史上公认的“两丰一欠”粮食周期（也有“两平两丰一欠”五年一个

周期之说）实现总产“九连增”。

然而，粮食安全问题在新时期始终必须高度关注，在资源环境愈益紧张

的压力下如何解决未来十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

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竞争下的

粮食金融化是导致全球粮食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继续在封闭状态下寻

求国家发展与粮食安全越来越困难。2008 年以来，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再次

爆发，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波动幅度大、影响程度深，为中国粮食

安全敲响了警钟。面对这种新的形势，课题组认为在粮食金融化的框架下

探讨如何更好地保障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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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西““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专题研究革命老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专题研究””

2013 年 12 月，我院承担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项目“革命

老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专题研究”。该课题由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牵

头负责，我院科研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共同组成课题组研究展开。

此项目实施地点为广西左右江

革命老区。左右江地区是土地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

据地之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

南部，以百色地区为中心，包括左

江流域和右江流域。右江上游即为

百色，这里属于云贵高原东南缘，

是典型的山区，水接云贵，山连越

南，山川秀丽，物产丰富，少数民族风情浓郁，为滇、黔、桂三省（区）

结合部的交通枢纽和商品物资主要集散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

源和水力资源。右江河谷平原带为百色特有的农业宝地，是全国著名的亚

热带水果基地、南菜北运基地和“芒果之乡”。左江河谷的主要城市为崇左

市。这里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光线充足、湿润多雨，发展亚热带特色农业

条件良好，是广西乃至我国重要的甘蔗产区，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矿产

资源和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左右江革命老区是我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其同时集

边境地区、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特点于一身。十八大以来

对于生态文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强调，为革命老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促使其发展思路发生质的转变。

课题组成员赴广西开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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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社区文化站新农村社区文化站””项目进展项目进展

2013 年 7 月 11 日，我院与卢作孚研究中心联合组织暑期“三下乡”活

动农村文化站志愿者小分队，在卢作孚研究中心主任周鸣鸣教授指导下、

由乡建学院肖青老师带队，赴北碚区金刀峡镇响水村进行农村文化站建设

调研与完善工作。此次调研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整合高校与地方教育资源

共建新农村社区文化站模式理论与实践探索”课题研究部分内容。

调研小分队由 26 名来自西南大学不同学院和省份的同学们组成，以帮

助当地完善农村文化站活动和挖掘当地文化为任务，切身体验乡村文化魅

力，更好服务三农。

小分队分为调研、文艺、支教、特别活动 4个小组。调研组主要任务是

通过实地调研，挖掘当地文化，寻找当地文化艺人；文艺组主要任务是希

望能够通过志愿者们的力量帮助当地完善文化站并组建文艺队，使当地文

化得以继承和发展；支教组主要是由大学生志愿者们为当地学生提供素质

教育、感恩教育、暑期功课辅导等；特别行动组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女性开

展礼仪培训以及医药文化常识的宣传。

此次活动于 7 月 19 日结束。在连续高温天气下，学生志愿者们不怕苦

不怕累，顶着烈日行走在田间地头，坚守三尺讲台，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

力量为农村带去一些正能量，同时也希望农村文化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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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学科建设

薛翠副教授开发双语课程薛翠副教授开发双语课程““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

本学期由我院薛翠副教授开设

的一门双语通识选修课“可持续发

展与乡村建设”面向全校本科生开

放。该课于本学期第四周至十六周

的每周四晚上7:00--9:20在26教

408 教室进行。

“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课

程主要讲授生态文明多样性及城乡包容性发展内涵的本质和规律。本课程

涉及哲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多学科知识和宏观战略、公共

政策管理、乡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设计等领域。

本课程配合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实验区”建设与现代农业发展，并为

学生提供国内外乡村建设、可持续实践与包容性发展的案例教学与理论视

野。

课程强调在教学中将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际、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

三方面的有机结合，引导

学生关注地方的社会、经

济、文化建设，学会从国

际政治经济、历史文化、

乡村建设等角度理解生

态文明多样性及城乡包

容性发展，并初步了解城乡调研的一般方法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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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翠副教授组织学生参观农耕文化陈列馆薛翠副教授组织学生参观农耕文化陈列馆

2013 年 11 月 16 日，我院薛翠副教授带领 23 名学生参观了西南大学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北碚蔡家刘映升老人自办的巴渝农

耕文化陈列室。参加本次活动的有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志愿者、

卢作孚学社学生骨干以及薛翠老师通识课“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部分

学生。

在刘映升老人之子刘刚的引领下，薛翠老师一队顺利到达刘老先生家

中。刘老先生用水果热情地招待西大师生一行，并带领学生们参观了经他

一手创建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室，逐一对每件藏品做了详细介绍。整个农

耕文化陈列室分为三个展览区，分别是农业生活馆、工匠作坊店铺馆以及

民俗竹器馆，其中民俗竹器馆最受薛老师和学生们的关注与喜爱。刘老先

生强调，草标、草锤及草龙是刘老先生农耕文化陈列室的三大镇馆之宝，

并向薛老师及学生讲述了这“三宝”背后的故事。草标用来插在背有孩子

的背篓上面，用来表示所卖孩子的价格。草锤是用来打锣的锤子，用来打

更，以及抓壮丁时所用等。说到这里，刘老先生眉角紧蹙，神情透漏着愤

懑与无奈。而草龙呢，则是用草做的龙，用来庆祝节日和胜利。最后，同

学们在刘老先生的细心教导下，高兴地舞起了草龙。中午 12 时许，由于时

间已晚同学们不得不放下手中正摆弄的草龙，与刘老先生以及他的家人告

别。刘老先生欢迎同学们下次再来农耕文化陈列室，同时也承诺将亲自教

会同学们制作草龙。

本次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同学们不仅了解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也从

刘老先生那里学到了向着一个目标坚持不懈的精神。愿刘老先生的巴渝农

耕文化陈列室越办越好，也愿更多的人关注刘老先生的巴渝农耕文化陈列

室。

(供稿：苏小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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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大讲堂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大讲堂

第九讲：全球危机与地方化发展第九讲：全球危机与地方化发展————

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中央承担最终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竞争

时间：2013 年 10 月 10 日

19:30

地点：田家炳楼 811 会议室

主讲嘉宾：温铁军教授

主持人：杨尚秋教授（教育

学部党委书记）

内容简介：

全球性经济危机带来对于发展主义现代化的普遍反思，中国经验和教训

都在强调“地方化”。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一方面利于把中央

应对全球化风险分散到最基层政府；另一方面化解堕入城市化陷阱的地方

政府恶性竞争造成的生产过剩危机。在地方发展和城镇化创新之中加强乡

土中国的三农与三治建设，有助于维持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危机，发展农

业三产化和“两型农业”利于体现“生态文明”内涵的多样化理念。本次

讲座中，我院执行院长温铁军教授将结合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现状深

入解析全球危机背景下中国地方发展的内涵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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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讲：追求可持续的生活第十讲：追求可持续的生活

————日本日本 33••1111 大地震带来的启示大地震带来的启示

时间：2013 年 12 月 29 日 19 点

地点：吴宓旧居重庆国学院学术报告

厅(301 室)

主讲嘉宾：孙 歌 研究员

主持人：潘家恩 博士

内容简介：

本次讲座主要讨论日本 3·11 大

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一系列

后续问题，特别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思考突发事件对于一个社会的意义——

既是“危”，更是“危中之机”；然而危机感的迅速消失与“常态化”对

生活空间的再度占领，消解了我们对于危机的真实感觉。问题在于，正是

对危机的真实感觉具有使我们发现在常态中无法发现问题独特功能。其次，

借助于日本社会 3•11 之后两年多的变化，孙歌教授讨论了建立可持续现代

社会生活模式等基本问题。

主讲嘉宾介绍：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

究员，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曾在 90 年代末与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先生一起发起“中日知识共同体对

话”活动，在中国与日本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近年来活跃于

东亚地区知识界，致力于推动东亚地区知识分子的深度对话。著作有《我

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 2011 年）、《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主体弥散的空间》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等。历任日本东京大学、实践女子大学、东京

都立大学客座研究员；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京都大学客座教授；

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多次受邀出访日本、韩国、

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德国、荷兰、美国、印度等地参加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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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第十一讲：LandLand andand waterwater asas increasinglyincreasingly strategicstrategic

resourcesresources inin thethe newnew geopoliticsgeopolitics ofof foodfood securitysecurity

时 间：2013 年 10 月 21 日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

主讲人：Madiodio Niasse 博士

主持人：温铁军教授

点评人：薛翠副教授

报告摘要:

In the light of the

intensifying global rush for

land and water, Dr Niasse argues

that the way in which land and water are governed has become

anachronistic. First, land and water are still subject to management

practices that prioritize technocratic solutions.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ignores the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surrounding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at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 which result from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resources and competition over them.

Second, in spite of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awareness

about the need for holistic and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water and

land, these resources are typically managed in isolation from each

other. This becomes a serious obstacle to sound management in a

context of scarcity. The availability of water and quality of

farmland are interconnected: the way land is managed affects water

use and quality, and vice versa.

Third, land and water are still dealt with in the confines of

nation-states–or at best at levels of river basins– hence ignoring

or underestimating the increasingly internationalized nature of land

and water politics and market dynamics, as evidenced by the current

intensification of transnational land deal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trends in the availability of, and demand for, land and water,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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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to a new geopolitics of land and water. They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ategic resources.

Dr Niasse argues that this new geopolitics of land and water calls

for a more strategic governance (rather than management) in which

land and water are reconnected and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heir

allocation and use recognized.

主讲人简介:

Dr. Madiodio Niasse serves since November 2008 as Director of the

Secretariat of International Land Coalition, based in Rome, Italy.

ILC is a global independent alliance of 150 intergovernmental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secure access to

land for the poor. Prior to joining ILC, he served as Senior

Researcher with the French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Research (IRD)

in Montpellier, France (2007-2008); and earlier as Water Programme

Coordinator with IUCN-West Africa in Ouagadougou, Burkina

(2001-2005); as Senior Policy Advisor with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 (1998-2000); as Senior Social Policy

Advisor with USAID/West Africa (1992-1998); and as researcher with

th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IDA) in Matam, Senegal

(1988-1992). Dr. Niasse is former chairperson of the Roster of

Experts (Inspection Panel)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Mechanism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7-2010); and of the West Africa

platform of the 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GWP (2005-2008). Dr.

Niasse’s research work has focused on land and water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farming systems; wetlands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Dr. Niasse, a citizen of Senegal, holds a Doctorate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a Master in Geograph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Dakar, Sen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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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学术沙龙青年学者学术沙龙

第一期第一期··巴西土地改革之困境与出路巴西土地改革之困境与出路

主讲人: 薛翠(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

时 间: 10 月 27 日(周日)19:00

地 点: 吴宓旧居·重庆国学院学术报告厅（301 室）

主讲人介绍

香港岭南大学哲学博士(文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博士后。现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亚洲学者交流中心(香港)

理事会成员及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副联络主任。研究领域：国际

乡村建设、发展中国家研究、性别与发展、文化研究等。

主题摘要:

巴西沿袭殖民庄园经济制度，土地财产高度集中，历来土地冲突频发，

催生以土地改革为抗争目标的组织。巴西城市化率几近 85%，但近年出现去

工业(de-industrialization)现象，失业率上升，而农村土地又被大地主、

财团与跨国公司垄断，形成排斥劳动的高度机械化农业。因此，城市贫民

或者无地农民陷入困境，进退两难。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简称 MST）争取以小农为中心的土地改

革，乃举足轻重的社会运动之一。MST 诞生于 1984 年，采取非暴力改良手

段，从占领土地入手，逐步推动社会改革。MST 领导逾 2,500 宗的土地占领，

约 37 万农户受惠。MST 在占领土地之后，组织农民改善民生，盖学校和诊

所，争取农业贷款，促进生态农牧业生产，建立农民合作社，举办生态农

耕文化活动等。MST 曾经于 1991 年获得被喻为另类诺贝尔奖‘优秀民生奖’

(Right Livelihood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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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第二期··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基本框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创新的基本框架

主讲人: 钟芳(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讲师)

时 间: 12 月 6 日(星期五) 19:00

地 点: 吴宓旧居·重庆国学院学术报告厅（301 室）

主讲人介绍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设计学博士，设计学博士研究

专业方向为“社会创新与可持续设计”，以“中国创新食品网络的服务设计”

为研究课题。从 2008 年底开始，参与“崇明岛可持续农村社区”项目（与

同济大学合作）。2010 年 9 月，主持指导“新农村、新城市、新生活工作坊”

（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合作）。2011 年 4 月，主持指导“新型食品网络中的

信任建立工作坊”（与江南大学设计学院合作）。博士学习期间，深入参与

所在研究组与意大利慢食协会合作的“哺育米兰”项目（米兰南部农业公

园的服务设计）并参与了欧盟第七框架研究项目的申请（报告撰写及合作

伙伴协调）。

研究领域：服务设计，中国创新食品网络分析，农业相关服务设计，服

务战略研究，项目传达。

主题摘要:

在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家战略思想以及普通人生活一部分的时候，

“可持续”却仍然是个比较模糊概念。绿色 GDP、节能减排、碳交易……这

些不断出现的新名词和可持续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

展中国家，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又在哪里？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次框架性变革，在这个新的框架

之下，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需要进行本质性的创新，“社会创

新”是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大体上，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本

期沙龙对这两个概念分别进行学术上的梳理和大量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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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读书会专题读书会

梁漱溟与《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与《乡村建设理论》

专题读书会专题读书会

2013 年是梁漱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为接续 2013 年春季学期的“乡村

与现代”读书活动，训练学生阅读能力与思维方法，引导和促进学生对“乡

村建设”议题及其延伸各种现实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西南大学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组织举办了 2013 年秋季“梁漱溟与《乡村建设理论》”专

题读书会。

读书小组成员来自校内不同学院、专业、年级。读书会每两周（周末）

举办一次，于 9月 21 日开始，12 月 14 日结束，西南大学乡建学院潘家恩

老师全程参与并指导。本学期读书会系统阅读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

论》，并以美国学者艾恺的《最后的儒家》为辅，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

生专门从北京寄来三本盖有梁先生生前藏书章的《乡村建设理论》。本期读

书会继续尝试运用跨学科与批判性的视野和方法，以梁漱溟先生为例讨论

历史乡村建设所回应的时代问题、具体实践以及革命与改良关系等。

读书会讨论场景（西大乡建学院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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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9月 21 日，读书小组在乡建学院阅览室进行了第一次读书讨论活动。

这次讨论并不直接进入文本，而是尝试用春季读书会中所学到的新视野重

新思考暑假中同学们的种种见闻，以促进对周围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讨

论十分激烈的一个话题是“弱者的主体性/工人的发声”，大家认为，其之

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既存的不合理权力关系，但另一方面，这

个权力关系又并非弱者对强者的简单服从/顺从，而是存在两者之间的复杂

互动。

大家讨论比较激烈的是“历史的纯粹性”。讨论结果认为，“客观”并

不只存在一种，而是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各自不同的“客观”。比

如，年龄较大这一代外出务工者认为在外打工是“不自由”的，而青年一

代的外出务工者认为在外打工却是“自由”的。因此，从不同角度出发，

就有不同的“客观”，简单比较哪一个“更客观”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期：

10 月 12 日，读书小组在乡建学院阅览室进行了第二次读书讨论活动。

本次阅读内容为《乡村建设理论》甲部的“认识问题”三节（一、乡村建

设运动由何而起； 二、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三、旧社

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

本次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梁漱溟先生提出的“自毁”与“他毁”。平

时我们最常听到的论述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清末民初种种问

题（比如乡村破坏）都源于西方的坚船利炮，但是梁先生却指出“自毁”

在其中的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这些“救国运动”并未

持一种简单的批评态度，可以想见他的克制、独立思考及对历史脉络的求

实和求真。同学们还由此联系到温铁军老师对中国几十年来“工业化”态

度中所体现的张力与复杂性。

第三期：

10 月 26 日，读书小组在乡建学院阅览室进行了第三次读书讨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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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阅读内容是《乡村建设理论》甲部后半部分（四、崩溃中的中国社会 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本次讨论对照阅读了贺照田老师的《当自信的梁漱溟遇

到革命成功》与吕新雨老师的《国家政权与乡村建设——关于中国特殊性

和普遍性的历史辩证》两篇文章。

本次讨论的两个主要问题是：一是如何理解梁漱溟与毛泽东关于阶级

——进而关于中国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进一步说，如何认识社会事实

层面上阶级的有无以及如何认识作为共产革命动员方式的阶级意识、阶级

斗争？二是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共产革命的独特意义与条件？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对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有新的促进。进而也

有了新的问题与困惑：如何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如何理解当中的断裂

性与延续性？通过讨论，大家意识到：激进与改良、乡建与革命之间的关

系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割裂的认识，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意义

恰是在一个日益二元对立的时代中寻找并创造性新的可能性

（alternative），因此对抗并拒绝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所谓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主流意识形态。

第四期：

11 月 9日，读书小组在乡建学院阅览室进行了第四次读书讨论活动。

本次阅读内容是《乡村建设理论》乙部第一部分（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

本次讨论的一个激烈问题是梁漱溟先生所提出的“人治的多数政治”。

有同学认为，尊尚“贤智/精英”的治理与民主、民治之间存在强烈的对立。

通过回到文本与脉络，大家认为梁漱溟所忧虑和思考的是：所谓“法治”

并不适合中国，除因为成本高昂外，中国的前途恰在于“人生向上、伦理

情谊”，其所推崇的尚贤尊师恰是该方向的内在需求。在另一个层面，梁漱

溟其实认为少数人的领导与多数人的主动并不冲突。

也有同学认为，之所以会有“梁漱溟是精英主义”这样的想法，其前

提是认为一人一票的方式才“民主”，但问题是，这种代议制民主背后其实

是启蒙哲学所预设的自主自决的理性个体，而梁漱溟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也

许并不是这样的预设，而是基于传统社会的“礼俗”预设。所以由此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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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解梁漱溟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贤人和流氓”的投票问题了，

该例子也让同学们开始认识所谓“同情之理解”的脉络面向。

第五期：

12 月 14 日，读书小组在乡建学院阅览室进行第五次读书讨论活动，这

也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讨论活动。本次阅读内容是乙部的“政治问题的解决”、

“经济建设”、“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我们的两大难处》与《答乡

村建设批判》。

本次讨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语词/概念”。梁漱溟认为：“我们

根本不同意以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类范畴加之于中国社会史上”。与

此相对应，当代学者曹锦清在《再造语词》中曾指出，“中国正面临着这样

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

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最根本的困境。”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以来的乡村

建设其实一直一种“话语建设”——立足本土真实经验，重建新的话语的

过程。

虽然气温很低，但本次讨论非常热烈，提出了很多值得展开讨论的问

题，这也激励大家多读书，多发现。潘老师最后借用一个著名比喻鼓励大

家：一个人的知识和视野可能就像画圆圈，当知道的越多，将发现更多困

惑，就像圆的面积越大，圆的边缘所接触到的世界将越广阔。

本次读书会也讨论了 2014 年春季新一期读书会的安排，将于下学期初

进行再进行一次招募，欢迎对此有兴趣的同学与乡建学院联系！

（供稿：读书会召集人、农村区域发展 2011 级：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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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学术交流

温铁军教授一行应邀参加温铁军教授一行应邀参加““美丽乡村美丽乡村————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

2013 年 8 月 19 日，由中

国扶贫基金会、梁漱溟乡建中

心等 19 家机构联合主办的

“美丽乡村·首届乡村发展公

益论坛”在成都举行。作为此

次论坛及其所承担雅安灾后

重建项目的主要参与机构之

一，我院温铁军教授、张兰英

老师、肖青老师应邀参加此次论坛。

“美丽乡村·首届乡村发展公益论坛”旨在搭建交流平台，分享乡村

发展组织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推动乡村发展机构的合作，共同

迎接乡村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建设美丽乡村。来自全国 100 多家从事乡

村发展的公益组织代表、10 位雅安地震灾区村民以及 20 多位来自台湾、大

陆乡村发展领域专家、学者、乡村发展一线实践者出席论坛。

“美丽乡村”论坛由主题讨论与公益专场发布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分别围绕“乡村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乡村发展 NGO 的探索与困境，以

及乡村发展 NGO 的合作与前行”三大主题进行分享和探讨。来自乡村发展

领域的专家、实践者以及企业、媒体代表等 20 多人到会分享，对乡村发展

的现状和未来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探讨。

温铁军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主题发言中指出，所谓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乡村

和农业。因为农业本来就是多样性的，960 多万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因自

然条件和资源环境不同而使得农业不可能是统一和完全规模化的，农业一

定是多样化。而生态文明唯一的内涵就是多样性，我们应该一起建设美丽

乡村，发扬乡土文明的历史文化传承，延续挖掘更为可持续的生存与生活

方式，把这些变为社会广泛接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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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国际和国内土地政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国际和国内土地政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用””研究课题研讨会研究课题研讨会

2013 年 9 月 18-20 日，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于四川成都举行的“国际和

国内土地政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课题研讨会，并发表题为“中

国和印度土地改革和土地冲突的比较研究”的演讲。该课题由国家外专局

“2013 年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资助，由四川大学建筑

与环境学院与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 Prof. Dr. Dirk Loehr 教授合作开

展。本次研讨会有来自德国、英国、美国及国内的专家学者参与。

2013 年 11 月 27-29 日, 第二次应邀参加由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与

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于成都举行的“国际和国内土地政策和土地资源

可持续利用”研究课题研讨会，演讲题目为“巴西土地政策和土地冲突”。

薛翠副教授作 ‘中国和印度土地改革和土地冲突的比较研究’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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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孙邦华教授访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孙邦华教授访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10 月 27 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邦华

访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与乡建

学院薛翠副教授、我院特邀研究员

潘家恩博士就历史乡建档案文献整

理、编辑与出版工作进行了交流。

孙邦华教授近年来致力于晏阳

初乡村建设思想的研究与资料整

理，为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新版《晏阳初全集（四卷本）》主持人之一。

孙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收集晏阳初、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在美的珍贵档案文献，此前还

将前往璧山档案馆查阅晏阳初 40 年代华西试验区新发现的 400 卷档案，未

来希望与乡村建设学院开展交流合作，促进对晏阳初以及民国乡村建设文

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访问交流后，潘家恩博士陪同孙邦华教授参观位于歇马镇的晏阳初纪念

馆及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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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上海大学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上海大学

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

2013 年 12 月 7-9 日，“第一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新文化与中国的未

来”在上海大学召开。该论坛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热风学

术》丛刊编辑部主办，共分七场，汇聚了两岸三地二十余位资深学者与学

术新锐。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研究工作在国内独树一帜，以跨学科为方

法，综合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探讨当代文化生产结构。

我院薛翠副教授应邀参加，并发表题目为“全球化危机与乡村建设运动”

的演讲。

中国社科院孙歌研究员访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中国社科院孙歌研究员访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中国社科院孙歌研究员到访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我

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博士及学生陪同孙歌老

师参观了北碚民国乡村建设遗址群及西南大

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学科研实践基地——

北碚蔡家农耕博物馆。

北碚蔡家农耕博物馆，孙歌老师认真参观

了这个充满泥土气息、办在普通村庄农家院落

博物馆的三个展区——农耕生产馆、传统生活

馆及民俗竹器馆。对刘先生二十年如一日的执

着与用心表

示感动和钦佩，并对乡土文化多样性本身

的重要意义进行充分的肯定。

随后，孙歌老师还参观了民国期间乡村

建设遗址，对先贤在北碚这块热土上的艰

辛探索表示由衷的敬意，并愿意作为志愿

者参与新时期乡村建设的继往开来中去。

（供稿：农村区域发展 2011 级 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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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合作地方合作

温铁军教授一行参观农耕文化陈列馆并温铁军教授一行参观农耕文化陈列馆并
建立教研实践基地建立教研实践基地

2013 年 11 月 20 日，温铁军教授一行应邀参观北碚蔡家农耕

文化博物馆。北碚蔡家农耕博物馆由北碚区蔡家岗镇天印村 70

多岁的退休教师刘映升私人创办，为推动社会及后代对农耕文化

的进一步认识，20 年来刘老师靠个人微薄之力自费搜集不同时

期的农具与乡村生活用具上千件，并逐一配诗近千首。

温铁军教授在参观过程中接受了《重庆晚报》等媒体的访问。

温铁军教授在访问中指出，重庆北碚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多样

性，为保留北碚原有生态环境，不破坏其生态性，北碚在发展中

应保住生物多样性，稳定２１世纪生物物种资源的潜在竞争力。

温铁军教授高度赞扬并全力支持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并与刘映升先生商定将巴渝农耕文化陈列馆

作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同时聘请

刘映升先生为我院特邀研究员。

刘映升自编蔡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草把龙

刘映升先生与温铁军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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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教授受邀赴潼南做生态农业发展专题讲座温铁军教授受邀赴潼南做生态农业发展专题讲座

并参加县委专题座谈会并参加县委专题座谈会

受重庆市经济研究会和潼南县委、县政府的邀请，温铁军教授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赴潼南县做生态农业发展专题讲座，就生态农业发展问题进

行专题讲解。

专题讲座在潼南县行政中心礼堂召开，辛国荣、蹇泽西、蒋道义、张彬、

王万洪等在潼县领导，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县直各部门、人民团

体，市管在潼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共计 600 余人参加。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万军主持。

温铁军教授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国内外生态农业前沿创新经验，从全

球农业发展模式来对比中国农业所面临的状况，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的

揭示了中国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方向。他强调，要全力发展生态农

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要

改善农村外部条件，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要在发

育合作社的基础上建设农村文化，实现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和谐社区，

培育积极向上的、健康的核心价值体系与新文化风尚；要构建城乡良性互

动，试验和推广生态农业、生态建筑，成立城市文明消费者合作社，与农

民合作社对接。

当日下午，潼南县生态农业发展专题座谈会在县行政中心第一会议厅召

开。县领导辛国荣、杨晓芳、朱福荣、陈开中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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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专家组了解了潼南县农村工作进展、特色农业发展、农村劳动力

等情况，并对其农业发展方向与方式提出了建议。专家组建议，潼南在发

展“三农”过程中，应该加大文化介入力量，通过文艺演出等方式宣传生

态农业发展理念；乡村教师和学校要加强儿童饮食教育、耕读文化培训，

村镇干部要多举办小农生态经济与新乡村建设培训；要以合作社为本，以

生态农业为循环经济主要方式，以城乡互动的销售方式为有效经济来源，

最终实现“三农”可持续发展。

县委书记辛国荣最后要求，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思考、研究专

家的建议，提高专业知识学

习，创新工作方法；要进一步

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强农业

专业技术培训，积极推广实用

的、完善的专业技术，改变种

植户“靠天吃饭”现状；要积

极开展土地流转工作，提高土

地利用率，增加农民收入，立

足县域特色，发展生态农业促农增收。

县发改委、国土房管局、水务局、农委，太安镇等相关部门、镇街负责

人参加座谈。

（稿源：潼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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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教授广西大学讲座

2013 年 12 月 9 日晚，温铁军教授应广西大学君武大讲堂之邀，发表了

主题为“全球化危机转嫁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题学术讲座。

温铁军教授从中国建国以来的八次危机着手，分析了建国以来我国面临

的八次危机以及中国化解危机的措施，结合时事，剖析危机背后的根源。

由此展开对近现代全球危机的分析，总结西欧、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近现代发生危机的原因，并深入挖掘危机背后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详细

剖析了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的方式与渠道，生动地呈现了西方国家转嫁

危机的手段，概述了中国在西方国家转嫁危机中所处的地位与表现的角色。

他指出，中国在新一轮西方国家转嫁危机中应灵活应变局势，及时制定相

应策略，主动采取措，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决议，提出中国应对当

前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紧迫感和必要性，以及选择走生态文明道路的策略

意义。最后，温教授热情地同参加讲座的同学进行了问答式沟通交流，耐

心细致地回答了同学提出的相关问题，并对同学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文/韩磊磊 摄/林俊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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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平台建设

我校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获科技部教育部批复立项建设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获科技部教育部批复立项建设

科技部、教育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同意北京大学等 29 所高等学校成

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通知》（国科发农〔2013〕716 号），公布了第二批

获准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高校名单，我校名列其中，成为目前我市唯

一获准成立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高校。

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以西南大学为主体，联合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重庆

三峡农业科学院、重庆文理学院等单位共同建设。该研究院自 2012 年起组

织筹备建设，立足机制体制创新和长远发展，以服务需求为核心，积极开

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研究与实践。

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将以区域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

求为导向，以各类农业服务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

重点依托西南大学服务现代农业发展“重庆行动”计划和重庆市“国家农

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加大整合优势资源，大力推进校地、校企、校所

间深度合作，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探索出

以学校为依托，面向区域和产业战略需求的功能完善的农科教相结合、教

科推一体化的新型农村综合服务模式。

（稿源：西南大学统筹城乡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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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运行机制协调工作会暨第三次院务会扩大会议召开

为落实 2013 年 9 月西南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关于原则上同意乡村建设

学院所列问题解决办法”的要求, 10 月 9 日由周常勇副校长组织相关校领

导和职能部门领导,在行署楼二楼一会议室召开协调工作会议,讨论和落实

乡村建设学院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

会议落实以下事项：1. 乡村建设学院挂靠教育学部下人事指标实施计

划单列。以聘用方式引进副院长张兰英同志。2. 乡村建设学院挂靠教育学

部下研究生招生指标实施计划单列。具体指标制定可按学校规定，在与导

师资质和科研经费挂钩前提下适度倾斜。

李明副校长、周常勇副校长、温铁军教授、以及教育学部、经管学院、

人事处、组织部、发展规划处、研究生院、科技处、社科处相关领导参加

会议。

国仁乡建基金收到卢晓蓉女士捐赠

2013 年 10 月初，北碚之父卢作孚先生孙女、乡村建设学院顾问卢晓蓉

女士以个人名义为乡村建设学院“国仁乡建基金”捐款。

卢晓蓉女士表示乡建学院是一所实实在在为中国乡村建设发展培养人

才的地方，其所做的研究及活动无不彰显对农村发展的帮助，希望能为乡

村建设学院的建设及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她的爱心捐赠不仅为“国仁乡建基金”增添了一份力量，更是对乡建

学院的肯定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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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办公场所启用、获梁漱溟先生笔迹题写院名

2013 年 7 月 5 日，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新办公场所启用，迁

至西南大学校内吴宓旧居（文化村老一舍）A栋 2楼办公。

同时，经我院名誉院长、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同意，

学院使用梁漱溟先生字迹题写院名牌匾。民国时期位于北碚

的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晏阳初等诸位先辈联合创立，卢作

孚、梁漱溟、陶行知等先生均曾在北碚地区开展了长时间的

乡村建设实践。此次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牌匾沿用晏

阳初先生所用院名、使用梁漱溟先生笔迹题写牌匾、立足于

卢作孚先生建设的北碚，意在彰显当代吾辈乡建工作者继承

多家先辈遗志、集百家之长务当世之实的心愿。

学
院
办
公
楼
 
二
楼
 
外
景

学院办公楼走廊 学院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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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专题聚焦

纪念卢作孚先生诞辰 120 周年

（节选自刘重来，“一个不能忘记的人”，《光明日报》，2013 年 4月 11 日）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市合川人,著名爱国实业

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探索救国强

国之路,在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

都曾作出巨大的贡献。毛泽东称赞他是“发展中国民

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

主持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被誉为“建设新中

国的缩影”。1927 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

长。峡防局本是一个治安联防机构,但卢作孚却借此难

得的平台,开展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

设运动。他与民国时期各地乡村建设实验不同,明确提出其乡村建设的目的

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

起来”,并制定了实现“乡村现代化”蓝图。他采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镇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

将北碚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场,建设成“生产发

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的重要城镇”。

短短十几年间,整个嘉陵江三峡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生了很大

变化,成为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成效特别突出的一

个。教育家陶行知把北碚的建设誉为“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

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并称为“民国乡建三杰”。

曾为社会创造了亿万财富,但自己却生活简朴,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卢

作孚身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航运公司总经理,还身兼几十家企事业的董

事长,都有一笔笔可观的红酬和车马费,即使生活不豪华,至少也应是宽裕

的。然而他坚持只拿一份薪俸,其他的收入都捐给了科学教育事业。他甚至

没有自己的房子,家里也只有借来的破旧桌椅、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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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的高尚品格,深深地感动了许多人。爱国民主人士、国学大师梁

漱溟称赞卢作孚,“此人再好不过!他心中完全没有自己,满腔里是为社会服

务,这样的品格,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找不到。”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

认为,学习卢作孚“将会净化我们的心灵,升华我们的境界。”作家陈祖芬

评价:“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

人感极而泣。”

卢作孚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爱国者,他时刻把国家

强盛、民族命运、人民疾苦放在心上的家国情怀,始终闪耀着时代的光辉。

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国家现代化”、“乡村现代化”、“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以及在社会改革、企业管理等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和研究价值。作为一位社会改革家,他先后进行了民众文化教育、乡村建设、

创办民生实业公司三大“创造集团生活”试验,都取得了辉煌成果。作为企

业家,他爱国爱民、讲求诚信、廉洁朴素,不愧为中国企业家学习的楷模。

在 13 亿人民同心共筑中国梦的今天,我们相信,卢作孚的榜样力量将跨

越时空,迸发出越来越强大的正能量。

卢作孚语录

• 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 民生公司的最后意义绝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

•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 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 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幸福，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

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

• 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

的报酬，是你做甚么就成功甚么。它有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上，

帮助却在社会上。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

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

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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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 120120 周年周年

（节选自马勇，“期待更多梁漱溟”，《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1 月）

梁漱溟（1893.10-1988.6），原

名焕鼎，字寿铭，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

国民主人士，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

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

家”之称。2013 年是梁漱溟诞辰一

百二十周年。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

代，梁漱溟的意义格外凸显。

走进农村，沉入底层

依据对世界文明趋势的认知，梁漱溟具有巨大的包容精神，他在讨论东

西文化的时候，没有陷入非此即彼的尴尬。初读梁漱溟的文章，或许会觉

得有一种内在紧张，仔细消化，慢慢就能理解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悟出

的道理。

所谓中国化，就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主题、基调，中国

不可能完全放弃农业文明改从工业文明，这是中国没有办法像日本以及其

他国家那样轻松转身的历史依据。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农业文明并不构

成接纳西方的阻力，近代以来中国农业破产、乡村凋零、农民日趋贫穷，

不是西方化的错，恰恰相反，是中国的农业文明没有接纳西方，没有像西

方那样重建乡村、重振农业，帮助农民。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漱溟在 20 年代中期大谈中国固有的“立国之道”，

以为只有让中国的政治发展重回乡土，重视乡村建设，而不是片面地发展

近代都市、城市，中国才有希望，才能经受住西方化的冲击。

拯救农村，是 1920 年中国知识人的共识。国民党、共产党，左中右各

色人等几乎都看到了这一点。然而真正拿出绝大勇气去从事乡村建设的，

还是太少。在这不太多的人中，梁漱溟最值得敬佩。

梁漱溟是从北京大学出走的人，他那时虽然算不上是北大最重要的知识

人，但他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在北大形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从事一种

梁漱溟在北碚写作《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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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斋里的学问。梁漱溟没有这样做，他在 1926 年义无反顾离开北大，投身

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继在广东、河南、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一个大知识

分子，一个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北京人，就这样真的潜进中国社会的

最底层。

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普遍参照刘少奇当年的一个判断，以为梁漱溟的

乡村建设就是改良主义，这种改良主义没有坚定的立场，没有斗争的勇气，

因而不可能成功。其实，从今天的观点看，一个没有获得充分试验的主张

很难判定为失败。梁漱溟“乡村建设”的主张尽管在当年没有开花结果，

但其思想无疑成为后世中国乡村建设的智慧之源。

纪念梁漱溟，是要继承他独立思索的精神，继承他宁折不弯的士大夫意

识，期待更多的知识人像梁漱溟那样具有世界主义的包容胸怀，悲天悯人

的情怀，还有不苟且的做事态度，不随波逐流的乡愿。

梁漱溟语录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人死不必怕，怕的是昏昧。

 有自觉才有自由。缺乏自觉，昏昏然，何有自由？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而且真的学问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中国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可悲观的事。悲观只为蔽于眼前。若从前后左

右通盘观测，定能于中国前途有很深的自信；只可惜多数人蔽于眼前，

没有这眼光罢了！

 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

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

 现在的社会，都市不但是中心，而且是重心；中心可以集中于一点，但

重心本应普遍安放，不可在一处。若重心在一处，则非常危险。

 要完成教育改造不要忘记改造社会，要完成社会改造更不要忘记改造教

育。要从改造教育来完成社会改造，同时亦即是从改造社会来完成教育

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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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SDESIS 国际网络简介国际网络简介

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联盟（DESIS network) 是国际设计学权威、意

大利设计学全国总协调人、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 Ezio Manzini 教授于 2009

年推动的一个国际性网络，是致力于在全球推广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的

学术联盟。它是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使命感的国际顶尖设计院校、机构、公

司以及各种非盈利组织所组成的联盟。其目的是推动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

计的教学与研究。

相对于传统意义的设计，社会创新和可持续设计更关注公共议题，以人

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社会经济领域内的创新为驱动力，通过设计的

手段与方法来实现。涉及的课题包括可持续的食品网络（农业）、新型智

能交通、老年人互助社区、集合住宅等等。

DESIS 中国是由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湖南大学

设计学院、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香港理工大学设

计学院与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共同发起，于 2009 年三月正式成立的。同济

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是 DESIS 中国的总协调单位，娄永琪教授为总协调人。

DESIS 网络的课题包括平行课题与集群课题。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

个平行课题是城乡关系（可持续食品网络），在欧洲、南美、北美、澳洲、

亚洲等的成员机构共同探讨基于自身社会背景下，如何以战略设计的方式

构建可持续的城乡关系。

DESIS 中国与各地的 DESIS 成员在 DESIS 国际的架构下相互协作，并与

国际上目标相似或互补的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基于协同网络，通过设计

创新在全社会支持和推广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设计研究和实

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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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爱故乡”行动倡议

2013 年，爱故乡公益活动在社会各界春雨般的滋润里，破土而出。为

了守护我们的家园，呵护脚下的热土，爱故乡还将继续前行。

12 月 21 日下午，在“爱故乡”颁奖典礼闭幕式上，特等奖获得者“王

坪之子”团队成员瞿克忠、瞿克利，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王茜、李冰，代

表大会组委会向全社会发布了“2014 年‘爱故乡’行动倡议”。

倡议全文如下：

一年前，爱故乡行动正式启航了。

这个行动，好像一颗石子扔进大海，像一个人站立在茫茫戈壁——

她是孤独的。

但在孤独里，却蕴藏着改变的力量。

她像一颗种子。

虽然她很瘦小，营养不良，被洒在了石头缝里，然而春天，她破土而出，

带着喜悦，带着羞怯，迎风舒展。她还将经历夏日的风雨和炎热，忍受冬

天的饥寒。但是，请期待吧，她的坚忍和爱，将结出善良的果实，遍布大

地，让这个时代变得更有尊严。

爱故乡行动，这一年走过来，踉踉跄跄，柔弱地像风中的芦苇。

而前路，仍然漫漫。

我们除了祝福，还可以给予什么？行动！2014 年，让我们一起行走在

爱故乡的路上：

一、让我们一起来丰富爱故乡的内涵和意义，并让自己身边至少五个

从来没听说过“爱故乡”的人理解并参与进来。



工作简报（第 2期） 2013年 6月—12月

49

二、参与至少一项与爱故乡行动相关的实际工作，我们可以：

1、在自己的家乡组织爱乡会，开展乡村建设工作；

2、在同乡间建立 QQ 群等网上社区，讨论家乡建设的相关议题；

3、保护一座老房子，或是一棵古树，由村民投票命名和参与保护；

4、动员起哪怕一次垃圾清理活动；

5、为家乡的孩子开展一次夏令营活动；

6、建立一个社区图书室；

7、与同乡一起编辑社区报；

8、在家乡举办一次文艺活动，例如春节晚会；

9、写一个家乡手工艺人的故事；

10、教会家乡妇女一种舞步，或者一种运动；

11、拜访至少十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12、和基层政府探讨一次社区建设的事；

13、在家乡发起一次美丽故乡的照片展览；

14、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篇与爱故乡行动相关的文章。

15、为自己的村庄写一部“村志”；

16、创作一首故乡之歌。

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在守护“故乡”家园的道路上，期待您加入的身影！

2014 年，让我们一起“爱故乡”！

倡议单位和个人：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公共经济研究会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

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

2013 年“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获奖代表

首届“爱故乡”研讨会参会代表

2013 年 12 月 21 日



图片简讯图片简讯

巴渝农耕文化博物馆组图欣赏巴渝农耕文化博物馆组图欣赏

（所有配展歌谣均由刘映升先生创作）

石磨

嚯嚯嚯，磨石磨，苦难日子磨成歌。

耗尽自己无言语，只为他人好好活。

桐油灯

桐油灯，点桐油，桐油灯下有人愁。

夜半灯下纳鞋底，儿行千里娘担忧。

围席

竹席子，三丈长，围成围包齐屋梁

丰年要当荒年过，一日三餐日子长。

水桶

朝天门，水朝天，大河挑水起线线

重庆人饮两江水，水匠肩头起老茧



报送：校领导、学院领导

抄送：各有关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