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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月 18 日，西南大学迎来办学 110 周年暨组建 10 周年校

庆。值此百年学府华诞之际，一批白发苍苍的校友踏着蹒跚的脚步重

回校园。他们是晏阳初先生创办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毕业生，

返校之际，最年长的校友 94 岁，年龄最小的也已年届 86 岁。

当年毕业时意气风发的少年，今日已经成为了耄耋老人。即使青

丝已染成华发，老校友们仍然热情似火。此次返校的私立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老校友共有 10 位，分别来自于 44 级教育系、44 级农学系、

44 级水利系、45 级水利系、46 级教育系、46 级社会系、48 级教育

系。

返校期间，老校友们与学院年轻

老师一起举行了座谈会，回顾了革

命年代艰苦又丰富的求学经历、畅

谈了实践乡村建设工作的经历体

验。学院专门制作了工作简报校庆

特刊，整理了“私立中国乡村建设

学院大事记”、“已故师生名单”、

“校友烈士英名事迹”、“健在校友通讯录”分发给各位老校友。大

家看到这些珍贵的资料都非常高兴，一拿到手就开始细致地阅读，并

帮忙订正、补充信息，让年轻的同仁们立刻体会到了乡村建设百年传

承的历史沧桑感与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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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18 日，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为老校友们安排了细

致的校庆活动日程，并协助他们拜访了居住在重庆的其他不方便外出

的乡建学院校友。老校友们还回到了曾经求学的那片热土，参观了私

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旧址、晏阳初纪念馆、卢作孚纪念馆、陶行知纪

念馆、育才学校旧址。参观期间，老校友在晏阳初先生塑像前献花并

三鞠躬，向晏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老校友们还专门协助辨认了学院收集的大量民国乡村建设老照

片，并绘制了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平面图。老校友们在老照片上看到当

年风华正茂的自己和已逝的师长同学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仍

然能清晰的回忆起当年很多人的名字甚至外号、学校很多典故、学习

过程中的很多故事。有位老先生对我们说：“经过了这么多年，很多

很多事情都记不得了，但当年在乡建学院读书那几年的记忆仍然非常

清晰。当时全校师生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非常热情温暖、朴素勤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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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校庆当天，老校友们游共同览了春光明媚的西南大学校

园，并参观了新落成的校史馆。大家们对西大校园的美丽风景赞叹不

已，并专门停留在南区“阳初楼”和“乡建路”前详细询问，大家对

学校专门命名教学楼纪念晏阳初先生和乡村建设运动的行为表示感

谢和感动。在校史馆中，老校友们更是非常激动，一进馆门开始，他

们就自动当起了讲解，并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展览图片和文字，非常

认真细致。他们对川东师范学堂、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勉仁书院、相

辉学院的交流与渊源都如数家珍，很多正在校史馆参观的校友都自发

聚拢在他们身边听他们讲故事。

在校史馆讲解人员的引导下，老先生们聚集在学校历史沿革图前

一起仔细辨认学校的源流脉络。苍苍白发随着老校友兴奋的讨论而轻

轻跳动，宛若银色的火焰，传承不息、青春永驻。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晏阳初先生及其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

进会创建，成立于 1940 年 7 月，拥有教育系、社会系、农学系、水

利系四个专业。1951 年更名为川东教育学院，1952 年院系调整时并

入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学院在乡村教育、农业技术、水利工

程、农村社会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与人才储备，也随着院系的调整汇

流成今日之西南大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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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办学 12 年，为我国

乡村建设工作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人才，并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党的建设

输送了一批青年骨干。他们有些人在革命年代奉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与

生命，其中一部分烈士的英名至今还记录在歌乐山上。还有很多毕业

生，在解放后投入了国家建设的工作中，在很多重要的岗位上做出了

突出的贡献，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乡建精

神。

老校友们此次返校参加西南大学校庆，在重会同窗、重游故地的

同时，也对学校能够不忘记前辈、传承乡村建设深感欣慰。告别之时，

每位老校友都为学院留下了题词赠语，希望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能够在学校的领导下，在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工作中做出更多的贡

献！

(杜洁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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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重来
2

1923 年 8 月 26 日，由晏阳初创办并担任总干事长的中华平民教

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并决定在全国五大区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

设计划。1925 年，平教总会决定选取河北定县作为华北试验区中心。

1936 年，为了培养较高层次的乡村建设行政和技术人才，平教总

会决定在定县成立农村建设育才院，招收大学毕业的优秀生入学。农

村建设育才院就是在重庆北碚成立的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前身。

1939 年

1937 年 7月抗战爆发后，河北很快沦陷，平教总会被迫迁至长沙，

农村建设育才院也被解散。1939 年平教总会迁至重庆，为了在大后

方继续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决定成立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

3 月，在重庆成立乡建院筹委会，晏阳初任主任委员，委员 14 人。

5 月，晏阳初在筹备会上提出了关于学校名称、校址、校舍等问

题的意见。

6 月，成立乡建院筹委会常务委员会，晏阳初任主任常务委员，

瞿菊农（办事处主任）等 6 人为常务委员。

成立乡建院董事会，张群任董事长，董事 19 人，晏阳初任董事会

书记，卢作孚任董事会会计。

在卢作孚的帮助下，选定校址巴县歇马场大磨滩，购买了地皮 500

亩，建立起校舍。此处距歇马场镇 3 公路，与渝碚路相通，距北碚

11 公里。四周群山环抱，附近有高滩岩瀑布，景色壮丽，环境优美。

1 本大事记参考了何国英、蒋年荣整理的《乡村建设学院大事记》，载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本文节选自刘重来教授著《民国时期培养乡村建设才的最高殿堂——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史》（初稿）
2 刘重来：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1978
年调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0年至 1999年任该校汉语言文献研究所所长，校卢作孚研究中心成员，

现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卢作孚研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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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晏阳初在乡建院筹委会上发表《把乡建学院办成一个

革命性的大学》的讲话，对乡建院的筹备工作，特别是培养计划、经

费、招收研究生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并指出：“学院的一个责

任是要能转移社会风气，造成诚朴仁勇的学风。”
3

7 月 29 日，晏阳初主持召开了以“重庆同人会”名义的会议，讨

论通过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缘起及旨趣》（草案）及六大教育目标。

1940 年

1 月，晏阳初在乡建院璧山实验区会上指出，设立实习区，“不

仅是乡建运动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乡建院的生命线”
4
。

4 月 20 日，发生沉船事故，平教会同仁及家属共 21 人遇难，由

于预定为乡建院农业经济专修科主任姚石庵教授不幸遇难，致使农业

经济专修科不得不停办。

7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立“私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乡

建院即开始在陕西城固、云南昆明、湖南衡阳、广西桂林及四川成都、

北碚、大竹、南充、泸县、江津等 5省 11 个地点招生。

10 月 28 日，乡建院正式开学，晏阳初在开学典礼上说：“育才

院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我们要造就新的学风，新的校风，要有特别

的风度、精神和能力。”
5

开学之初，先设乡村教育、农业两专修科，学制 2 年，招收学生

50 名，并招收 8 名研究生。

本年度设两种奖学金：一是石庵奖学金，为了纪念姚石庵不幸牺

牲而设；二是青年会学生奖学金。

1941 年

春，国民政府教育部派人到乡建院担任训导主任，提出在乡建院

建国民党、三青团组织，被晏阳初拒绝，他多次强调过“我们不是任

何政党的工具”。
6

3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21页。
4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29页。
5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1~142页。
6 《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49），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西实验

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2辑，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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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晏阳初在教职员茶话会上发表《办好乡建学院的意

义与要求》的讲话，希望参加育才院工作的同仁注意 3 点：“（一）

要做。我们不仅到图书馆去，更要钻到农民生活里面去，研究、认识

解决农民本身的问题”，“（二）要教。要把本会多年辛苦经营所得

的办法、方案传授给学生，要‘教时不忘勤学’、‘做时不忘研究’，

要使自己的经验能系统化、科学化、学术化，再传给一般有志的青年”；

“（三）要导。我们做教师的不仅是教，还要导。要培育、锻炼、陶

冶这一般学生，应该‘做’、‘教’、‘导’并进，才能收效”
7
。

夏，中共重庆市委派胡有猷到乡建院建立党支部。

秋，晏阳初在乡建院秋季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勉励学生 2 点：

“一要继续的充实和健全自己的学力；二要拿出自己的力量为抗战建

国工作努力，而且你们要去研究，要去领导。”
8

1942 年

春，晏阳初因筹办乡建院而积劳成疾，离职养病。病愈后因公赴

美，瞿菊农代理院长。

春季招生 28 名学生，以应社会急需。

秋，经教育部批准，除原有乡村教育、农业两专修科外，又增设

农田水利和社会学两专修科。招收新生 60 名。此时乡建院有教授 11

人，副教授 5 人，讲师 9 人，助教 7人，职员 13 人。

6 月，乡建院第一届专科生完成两年学业及实习。毕业后都如预

计：一部分担任农林部垦殖工作，一部分在县级单位参加乡村建设，

或在农村师范、中学任教，成绩最优秀的几个人留校任助教
9
。

7 月 7 日，在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乡建院以天马剧团为主走上歇

马场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丈夫去当兵》、《好邻居》等

短剧，引起轰动。

冬，在晏阳初亲自指导下，乡建院研究部崔仲白、李象元、唐道

一、盛诚佳、胡学衡均取得初步研究成果。

7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38页。
8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6页。
9 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 2001年版，第 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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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晏阳初就乡建院各方面问题多次发表讲话：3 月 8 日在

乡建院纪念周上发表《关于校风诸问题》的讲话，强调“我们办学的

目标，在帮助学生作人，还要去帮助别人作人。所谓‘己立立人，已

达达人’，就是这个意义”
10
。3 月 9 日又在乡建院开学典礼上发表

《发扬传统，办好乡建育才院》的讲话；5 月 1日在乡建院第二学期

纪念周上发表《战后乡建工作努力的方向》的讲话；7 月 10 日又在

育才院同学会上发表《关于忠恕忍恒精神的修养》的讲话；10 月 5

日对乡建院发表《农村建设育才院的宗旨与今后的使命》的讲话，再

次具体讲述了乡建院的六大教育目标；12 月 14 日在育才院纪念周上

发表《改造中国要从基层建设抓起》的讲话。

本学年设林森（国民政府主席）奖学金。

1943 年

1 月，中美英苏代表在华盛顿商谈战后建设及赈济问题，晏阳初

受外交部长宋子文之邀作为 10位专家之一赴美。

3 月 6 日，晏阳初致信卫生署副署长金宝善，为乡建院师生 400

余人即将面临疟疾病流行，请求卫生署寄 6000 粒奎宁药丸
11
。

5 月 24 日，晏阳初与爱因斯坦、杜威、福特、莱特、劳伦斯等 10

人在美国纽约卡立兹堂纪念哥白尼逝世 400 周年大会上被选为对现

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

在美国期间，他为乡建院的发展奔忙：①选择有成就的留学生去

乡建院工作；②联系乡建院青年教师赴美留学、研究、进修、取得奖

学金；③聘请美国学者来乡建院任教。

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乡建院办国民教育实验区，侧重民众

学校教材及民众字汇编辑工作。

7 月，规定歇马乡、金刚乡为乡建院实验区，在歇马庙小学、第

二中心校办导生传习处，在金刚碑中心小学办实验小学；先后完成高、

初级民众学校应用教材 10 余种，国民通用词表一种
12
。

10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8页。
11 《晏阳初全集》（第 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627页。
12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1~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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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全校学生人数 122 人，其中一年级 79 人（女生 10 人），二

年级 46 人（女生 6 人）。

1944 年

本年度招收专修科新生 107 人（其中女生 14 人）：乡村教育科

35 人、农学科 21 人，社会学科 26人，农田水利科 25 人。新生学历，

高中（中专）毕业生 85人，同等学历 22 人
13
。

秋，晏阳初在美国致信乡建院全体师生，讲述了世界形势，认为

“学校之将来，不但要看教职员，尤其要看一般青年学生，以这般青

年之努力成就及其品格来评定学校之价值”
14
。

晏阳初在美力争，经纽约州政府批准，成立平民教育运动美中委

员会理事会，理事共 9人，中国籍 3人，美国籍 6人。

本年度设立奖学金有：四川、湖南、河北等省教育厅奖学金、中

正奖学金、行政院水利委员奖学金、中华农学会奖学金、文轩教育奖

学金、明如奖学金等。

1945 年

3 月，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与晏阳初以对话形

式写成《告语人民——与晏阳初谈平民教育运动》
15
一文，初版在半

个月内售罄。

5 月 24 日，在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何北衡家召开乡建院董事会，

由董事长张群主持，张治中、张伯苓、熊式辉、黄炎培、翁文灏等参

加，决议将乡建院扩充升格为独立学院，同意募集基金 2000 万元。

8 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乡建院扩充升格为独立学院，校名改为“私

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乡村教育、社会学、农学、农田水利 4 系，

学业 4 年，实行学分制，毕业合格者授学士学位。

13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2页。
14 《晏阳初全集》（第 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629页。
15 载《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69~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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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招收本科新生 116 人，在校学生共 183 人（包括专修科旧

生改读本科二年级 67 人）。时有教授 13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17

人，助教 4 人，共 38 人
16
。

晏阳初在《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总结》一文中指出：“战争时期

我们取得的最后一个成绩就是，在日寇的肆意破坏和无休止的狂轰滥

炸之中，于 1940 年在重庆附近成立了中国乡村改造学院。”
17

12 月 1 日，云南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乡建院毕业生于再

在惨案中牺牲，噩耗传来，全校震惊，各社团召开座谈会，出悼念于

再烈士专刊，开追悼会，并设立“于再奖学金”。

1946 年

3 月，晏阳初到白宫拜见杜鲁门总统，介绍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和

乡村建设的意义，杜鲁门表示：“我将尽我所能支持你的计划。”

4 月，晏阳初从美国回到阔别 3 年的乡建院。

5 月 13 日，晏阳初又给乡建院学生作报告。并向学生报告一个好

消息：在美国聘请了 20 位教授，年底可到学院。他要使乡建院“成

为一个全国最好的独立学院，将来扩充为大学”
18
。

本年秋，晏阳初在乡建院新生训练周时对新生讲述了平教运动的

回顾与前瞻，表示今后工作要发展，必须重视学力、人力、财力、政

力的加强
19
。

本年度增设了乡建院奖学金、于再奖学金、陈幼星奖学金、安良

奖学金。据统计，本年获奖学金的学生有 66 人，享受贷金的有 100

人，自助生 13 人，共 179 人，占全院学生总数 247 人的 72.4%
20
。

秋，在晏阳初倡导下，全院学生选举产生学生“四自会”（自习、

自治、自强、自给），加强学生自我约束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11 月，华西实验区正式成立，初名“巴璧实验区”，总办事处设

在璧山县立医院，旋迁青木关图书馆、幼稚园，后又转回璧山县仁爱

16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3页。
17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25页。
18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252页。
19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08~309页。
20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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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实验区的建立，不仅能为地方乡村建设进行实验，也为乡建院学

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947 年

1 月，因去年 12 月发生美国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事件，乡建

院学生征得晏阳初同意，参加了“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

活动。

2 月 5 日至 13 日，平教会在璧山县城南、来凤两乡分别举办民教

主任讲习，参加讲习的有城南、青木、河边、来凤 4 乡民教主任，还

有乡建院社会、教育两系实习生 24 人
21
。

3 月，乡村教育系和社会系三年级学生再次到璧山县城南乡、来

凤乡、河边乡、青木关实习国民教育、教育行政及社会教育，7 月结

束
22
。

5 月，晏阳初再度赴美，为扩建乡建院和成立平民印书局、平民

电影厂集资和购置设备。

6 月，重庆国民党军警在“六·一”大搜捕中，逮捕乡建院师生

31 人，占全院师生十分之一。晏阳初在美得知后，十分痛心，要代

院长梁仲华设法营救，后除 2名学生外，其他被捕师生均分批获释。

秋，全院共有学生 264 人（其中女生 42 人）。

9 月 17 日，代院长梁仲华在秋季开学典礼上向全院师生作了题为

《本院创办之旨趣》的演讲。内容一是回顾乡建院的创办“是晏先生

一手所创”；二是再次阐明平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团体”，为什么

要创办乡建院，“乡村建设”一词起于何时等问题；三是强调乡建院

的“学术研习的精神与途向”。四是对学生实习提出了严格要求，指

出实习“是最重要的学程，不及格者我们决不给他毕业”
23
。

21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8.3），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

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1辑，第 15页。
22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8.3），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

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1辑，第 15页。
23 梁仲华：《本院创办之旨趣》（1947年 9月 17日），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3年编印《晏阳初与华西实验

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7辑，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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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晏阳初委托在美的好友卢作孚为学院购置的大批图书、仪

器、化学药品、电影器材先后运抵。“这在国内各院校仍在忙于复员

工作不暇他顾时，这些新书仪器运到，可说是迎头赶上世界新知的第

一声。”
24

11 月 10 至 29 日，平教会在歇马乡大磨滩中心校举办民教主任及

农业指导员讲习会，由乡建院教师担任教师，共培训 90 人，其中民

教主任 88 人，农业指导员 2 人。学员俱由巴县歇马、青木、水土、

虎溪、兴隆等 6乡甄选而来的
25
。

晏阳初致信正在美国访学的老舍，拟聘其为乡建院将添设的平民

文学系教授
26
。

秋季开始，改订学生实习办法，分平时实习与集中实习两种，推

行“即讲、即学、即习、即能”的教育方法，即以学院附近的歇马场

乡作研习社区，使全院学生都能参加研习，且规定实地研习最关重要，

不及格的不准毕业
27
。

1948 年

4 月 1 日，美国国会通过 1948 年援华法案，该法案特列“晏阳初

条款”，指定在经济援助总额中拨付 5%到 10%作为中国农村复兴委员

会用作战后农村复兴专用，并组成中美人士 5 人的中国复兴委员会，

晏阳初是中方委员之一。

4 月 14 日，晏阳初在美国华盛顿上海午餐俱乐部午餐会上讲演，

向美国听众讲述了抗战以来中国平民教育工作
28
。

5 月，晏自美返校，22 日在学院主持 4 年制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

礼，亲自向 51 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8 月，美政府委任中国晏阳初、蒋梦麟、沈宗瀚，美国穆懿尔、

贝克为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成员。

24 吴相湘：《晏阳初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版，第 371页。
25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工作总报告》（1948.3），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

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1辑，第 15页。
26 《晏阳初全集》（第 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714页。
27 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 2001年版，第 376页。
28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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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农复会在南京正式成立。

秋，全院共 16 个班，学生 303 人（其中女生 44 人），乡村教育

系 98 人，社会学系 92 人，农学系 61人，农田水利系 52 人。

9 月，乡建院毕业生 33 人来到华西实验区工作，同时还有华西大

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毕业及科技人员应聘来华西实验区工作。璧

山实验区的工作已扩展到全县 35 个乡镇。

11 月，晏阳初给乡建院学生作了《目前乡村建设的重要性》的报

告，他对同学们说：“我常对朋友们说：‘你如果问我有哪一件事情

最使我快乐？我一定回答你，我最快乐的一桩事情就是住在院里和诸

位同学同仁一起生活，而不是今天跑南京明天跑上海。”他在讲话中

强调乡建院“是造就乡村建设人才的唯一学府，对大局，对乡村都负

有非常重大的任务”
29
。

本年度，全院共 16 个班，学生 303 人：其中教育学系 98 人，社

会学系 92人，农学系 61 人，农田水利系 52人。本年度共毕业学生

75 人，其中教育学系 26 人，社会学系 19 人，农学系 13 人，农田水

利系 17 人。

冬，农学系同学响应乡建院董事卢作孚的号召，利用寒假，到北

碚、合川沿嘉陵江一带种植经济林木——油桐
30
。

1949 年

4 月，晏阳初写了《截止 1949 年 4 月的工作进展报告》，文中关

于乡建院部分，他写道：“乡村建设学院现有四个系，即农村经济系、

农学系、社会学和社会行政、水利工程系。今年入学的人数有 295 名。

大部分毕业现已在实验区工作。”并表示“乡建学院有着为平教运动

准备高级人才的单一目标。已要求学院在大众文学、乡村卫生保健和

农业经济学方面增设新的系。”
31

夏，120 多师生组织甜橙果蝇防治队到江津辅导果农防治广柑虫

害。社会学系三四年级学生到璧山狮子乡和北碚黄桷镇参加社会调

29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44、345页。
30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0页。
31 《晏阳初全集》（第 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57~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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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调查内容包括人口、民族、婚姻、生育、疾病、文化、职业、经

济状况、租佃关系、土地占有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 10个项目，

编制了调查报告。农田水利系学生到巴县梁滩河参加修建农田水利灌

溉工程
32
。

秋，全校共有学生 323 人，其中教育学系 101 人，社会学系 93 人，

农学系 78人，农田水利系 51 人。全校共有教师 41 人，其中教授 15

人，副教授 7 人，讲师 15 人，助教 4人。本年度共毕业学生 57 人，

其中教育学系 19 人，社会学系 17 人，农学系 14 人，农田水利系 7

人
33
。

10 月，晏阳初携家眷由重庆飞台北，参加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会

议，一周后赴美，就美援及农复会前途问题与美国政界及民间人士交

换意见。乡建院由魏永清教授代理院长主持院务。

10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为防止国民党败退重庆前进行大破坏，

重庆各厂矿、机关、学校开展了护厂护校工作，乡建院地下党通过学

生“四自会”，成立保安委员会，团结全校师生员工，胜利完成了护

校任务。

11 月，在渣滓洞被关押的乡建院学生杨翱、陈诗伯、张泽浩被国

民党杀害，后追认为烈士。

11 月，学院地下党组织，对驻歇马场的“反共保民军”两个师进

行策反，使其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12 月 2 日，乡建院派代表到歇马场车站欢迎解放军，欢庆北碚解

放。人民解放军一个辎重连借住学院女生宿舍。

本年底，在平教会所写的一份《工作简述》中，对乡建院有一个

简略的介绍：一是乡建院的创立是“为培育乡村建设实地工作人才”；

二是“现设乡村教育、社会、农学、农田水利四系（正在筹备增设乡

村卫生系）”；三是“本学期共有学生三三一人，以往历届已毕业学

生二百五十八人，多半已实地参与农村服务工作”；四是强调“在学

32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3页。
33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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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面，理论与实践并重，除一般课程研习外，特别注重实习”；五

是学院经费“系国内外赞助”，“学生只缴极少数学费”
34
。

1950 年

春，西南文教部派出以徐冰为组长的工作组，川东行署也派出工

作人员至学院指导工作。

由于不少学生和职工参军、参加地方工作，或到革命大学学习，

学生人数锐减，在校学生只剩 183 人，其中旧生只剩 98 人。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学院成立院务委员会，除原学院行政领导

外、教师、学生代表也参加，实行集体领导。

6 月，经过民主选举，成立校务革新委员会，准备对院务进行系

统改革。

8 月 14 日，平教会代理事长及乡建院代院长瞿菊农在平教会工作

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讲到乡建院的同学积极参加征粮工作，讲到

“在璧山征粮工作中，我们六位同学牺牲了，这是我们不能忘记

的……提议请大家起立默哀”
35
。

9 月，院务革新委员会决定，为适应西南建设需要，增设合作、

农林、水利专修科，招收新生。

到本年度，学院教职员工由 1940 年开办时的 38 人发展到 120 人，

其中讲座教授 4人，教授 32 人，副教授 12 人，讲师 12 人，助教 19

人，职员 41 人
36
。

1951 年

1 月 18 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乡建院实行军事接管。

军事接管后乡建院成立新的组织机构：院长之下设教务、总务两

处，赵德勋任教务长，刘又辛任副教务长，邓托夫任总务长。原有乡

村教育、社会学、农学、农田水利 4 系，接管后改为数学物理、生物

3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简述》（1949.12），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西实验区档

案史料丛刊》第 2辑，第 36页。
35 瞿菊农：《总结》（1950.8.14），载璧山县档案局 2012年编印《晏阳初与华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刊》第

4辑，第 53页。
36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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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教育行政、社会科学、语文（俄文组、文艺组）5 系。原农学

系和农田水利系 ，分别到四川大学农学院及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借

读和转学。原有本科生 183 人，只剩 72 人，教师 28 人，职员 27 人，

工人 35 人
37
。

2 月，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乡建院改名为川东教育学院。

姚大非任主任委员，刘又辛、邓托夫任副主任委员。

秋季招生，除数学物理系招 2 年专科数学专业外，其他各系均招

4 年制本科各一班。

1952 年

9 月，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川东教育学院教育行政系、语文

系、生物化学系师生全部并入西南师范学院、部分职工调入西南农学

院。

原校址设立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后该所迁往云南。

1960 年

原校址设立中国科学院柑桔研究所。2001 年柑桔研究所并入西南

农业大学。

2005 年

西南师范大学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

2012 年

3 月，西南大学发文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挂靠西南大学教育

学部。

12 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西南大学校长

张卫国教授担任院长、副校长周常勇教授担任常务副院长。引进著名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担任执行院长。

37 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委会等编：《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北碚》，西南师大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56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3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56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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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董事会

1939 年 3 月成立

董事长：张群

董 事：蒋梦麟 翁文灏 熊世辉 张治中 吴鼎昌

陈布雷 蒋廷黻 康心如 黄炎培 卢作孚

何北衡 梁漱溟 张伯苓 晏阳初

由晏阳初担任书记，卢作孚任会计，负责建校重大事宜。

深切缅怀去世师友

祝愿建在师友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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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去世师生名录

（一）尊敬的师长

一、院部

院长：晏阳初 副院长：瞿菊农

代院长：梁仲华、霍六丁、魏永清

卢本初（卢苇） 叶德先 陈行可 赵水澄 席朝杰

王启澍 刘秉钧（刘天行） 喻福清 陶觉已 石理亚

二、教育系

邹鸿操 徐国棨 汪德亮 孙伏园 王慰民 许绍桂

林 辰（王诗农）邓拓夫 刘衡静（女） 刘君惠

黄齐生 刘又辛 李建勋 屈德先 胡忠智 谢扶雅

高振业 张向初 宋谋欧 司福德（美）李慜 刘桂灼

三、社会系

孙恩三 任宝祥 梁 桢 徐 坚 马 特 胡絜青（女）

张汇兰（女） 余启德 赵守忠 董渭川

四、农学系

常得仁 孙 渠 黄 勉 施白南 冯志东 王至培

李世材 李象元 李焕章

五、水利系

崔宗培 白季眉 李昌图 王秀泉 郭跃观 熊芷（女）

孙守哲 何家源 罗怡然 陈开甲 陈世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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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窗学友

北碚

何志汉 肖 立 谭力中 谭重威 栾勉之 唐尚忠 李 棚

刘孝仲 敖芝蕴 陈宗喧 王昆巍 方秉彝 荣昌铭 杨贤才

傅海君 曾 朗 向宗彦 肖四仪 何孝思 曹赞麟 王廷杰

黄 伻 秦光鼐 周才多 唐尚灵 周明高

重庆

周永林 陶维全 甘光余 甘在华 陈 克 郑光帼 周必敬

杜学政 刘泽光 吴师蕴 徐宜道 谭文渊 贾厚友 朱思均

吕斐然 罗人俊 杨英杰 任世学 田荆辉 邓异宇 李柏志

李丽清 戴绍琰 朱昌年 朱泽薌 陈安民 邓作新 左文武

徐伟夫 吴国华 黄开文 涂钜斌 唐崇嘏 傅学洪 胡兴邦

孙 勇 蔡 鹏 谢 芳

成都

尹光荣 詹一之 王志祥 桑良谋 谭顺燊 李世芳 王义君

张 云 王典琰 曾庆权 张 祥 刘撫万 李 超 田尔炽

程德芳 刘怀清 陶 存 汪 静 张庆云 鲜 俊 朱蓮芳

王学集 李永年 庾国琼 刘明安 黄 坪 郭荣文 谢成祥

蒋锡玉 艾国贤 王屏汉

北京

周文耕 万 冈 朱铁英 刘以德 杨睦九 王维新 李亚卿

刘 英 郭来骏 黄熙盛 欧阳璋 单逢义 左天祜 彭科明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简报 校庆特刊

- 21 -

贵阳

张显武 邹沧萍 李庆恩

昆明

魏世萌 谭曼瑜 吕凤荣 徐冰容

武汉

万国栋 罗光琪 刘思明 李林烈

东北

陈 实 王德领 王承灌 陈文毅 吴让畔 袁璃心

江苏

王家荣

甘肃

田光明

陕西

宋衍祥 廖广智

美国

杨振声

以上资料，由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李真、左文彬、蒋年荣、何国

英、曾永臧38

整理

38 已故师长同学名单、烈士英名由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整理。其中李真为 48级教育系、左文彬为 44
级水利系、蒋年荣 46级社会系、何国英 44级教育系、曾永臧 46级教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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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硝烟弥漫的年代，乡村建设学院师生在在求学、求真的过程中

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值此西南大

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10 周年校庆之际，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老校友们共同整理了校友烈士名录及事迹简介。在繁荣安定的今

天，让我们纪念烈士校友们在烈火中永生的青春风采，铭记学院历史

中独特的红色足迹。

一、王启霖烈士（1915.8-1949.9）

王启霖 字慰民，贵州贵阳人。

1938 年加入共产党，曾在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教育系任教。

1936 年去日本深造，在东京学习日语。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回

国。重返贵阳立即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中。随后担任《贵

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的编务，从此利用文艺阵地，以笔作刀枪

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为了更好地组织、动员、团结社会各界一致

抗日，在地下党贵州省工委的领导下，主要负责主持党用以团结教育

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统战学术团体“社座”的活动。同时担任中苏文化

协会贵州分会的实际工作。

1939年中共党组织又安排其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和统

战支部书记。1940 年投奔抗日前线，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在军政

部文化组工作。1 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侥幸逃脱去到香港。

香港沦陷后辗转桂林、重庆、昆明、湖南衡山和贵阳等地，以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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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学教书为掩护，向青年学生宣传爱国、民主、进步思想。还创作

了不少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宣传、鼓舞着仁人志士投身到革命洪

流之中。

1947 年，在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任教期间，因积极支持和参加

对美蒋的抗暴运动，于重庆“六一”事件中被捕，后经营救获释。1949

年在贵州再次被捕，贵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时年仅 34 岁。

贵州息烽集中营监房

二、杨翱烈士 （1924-1949.11）

又名杨学仁，河南杞县人，中共党员，

原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学生。

曾组织读书会，领导学运。因积极参

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

动，1947 年“六一”事件中被捕。囚于

“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狱中积极帮助难友，暗地写作被发觉

而遭虐待，始终忠贞不屈，理论修养甚深，难友们都敬佩他。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工作简报 校庆特刊

- 24 -

1949 年 11 月 27 日殉难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时年 25 岁。

三、陈诗伯烈士（1924-1949.11）

单名岚，湖南祁阳白水人，原私

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学生。

1939 年在衡山师范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0 年，奉命去广东参加某部文

工团，因身份暴露，复返衡山师范。

1941 年去桂林时，八路军办事处己撤

销，即留桂林白龙镇小学教书。1942

年，转入湘桂铁路子弟学校工作。后来得知衡山师范部分师生己去重

庆，即千方百计设法到了重庆，随后加入“乡建学院”，一面学习，

一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于 1947 年“六一”事件全市大搜捕中被捕，被押送市中区罗家湾

“漱庐”受审。在敌人的威胁利诱、软硬兼施面前，始终没有暴露共

产党员身份。7月，转押民生路石灰寺稽查处，仍坚贞不屈。年底转

入渣滓洞监狱。在狱中，积极参加反迫害的斗争。

1949 年 11 月 27 日晚，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重庆，反动派

对囚禁在渣滓洞的革命同志施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陈诗伯壮烈

牺牲，时年 25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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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于再烈士(1921—1945)

于再，原名镇华，又名培卿，浙江杭州余杭

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二·一”四烈士之

一。1941-43 年在我院专修科学习。学院专门筹

集了“于再奖学金”授予思想学习兼优的同学。

于再出生在商人家庭。随父移居杭州。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 年，在杭州之江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抗战爆发后，日军进逼

杭城，和同学江腾等人毅然共赴国难，前往重庆。因举目无亲，衣食

无着，充当旅社练习生和民生轮船公司售票员。办事沉着果断，一有

空暇，即醉心读书。

1938 年 3月参加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九师政训队，随军在湘鄂一

带从事民运工作。1938 年，进陕甘宁边区陕北公学学习。6月，受汉

口八路军办事处派遣，去国民党军第五十五师工作，参加武汉保卫战。

武汉失守后，他随部队突围，到达四川省奉节县，在奉节县加入中华

民族解放先锋队。他救护伤兵，抢救难童，宣传抗日，并阅读进步书

刊，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 年春离开军队，后至四川省万县河口场小学当教员，任该校

中共特别支部宣传委员，组织业余读书会，动员师生投入抗日救亡事

业。1940 年夏，调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交通员，10 月任郊区三才生

煤矿会计。在党组织领导下，于再组织煤矿工人开展了争取改善生活

待遇的斗争。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后，在徐冰领导下，组织一批报

http://baike.baidu.com/view/9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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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以飞快的方法，分头销售和散发有周恩来题词“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新华日报》，并设法弄到国民党

军事委员会的信封，将报纸寄给国民党高级将领。又在三才生煤矿与

天府煤矿发动罢工，要求改善职工生活，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

罪行。

1941 年 9月，为避免地下党暴露，考入重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

读书。1943 年毕业后，由党组织安排，进国民政府国库署工作。1944

年冬，参加青年远征军驻印运输队，先后任二等兵，上士文书、中尉

军需，转战缅甸、印度战场，又一次回到抗日的最前线。

1945 年 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回国。他从印度回到昆明后经朋

友介绍入南菁中学任教。又积极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同

年 12 月 1日上午 11 时许，国民党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

殴打联大学生。于再和南菁进步师生一起，迅速赶去劝阻。忽见一暴

徒正拉开手榴弹导火线，要向校内掷去，他奋不顾身，扑上前去，抱

住暴徒，保护了学生，自己却被炸成重伤，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

年 24 岁。

http://baike.baidu.com/view/17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4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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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泽浩烈士（1917-1949.11）

张泽浩，字忠学，号惠云，岳池县赛

龙镇人。1941 年考入原私立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农业专修科，1947 年参加中国共

产党。

1947 年在岳池新三中学教书时入党，

以后积极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8 年 8 月 21 日在岳池被捕，12 月 25 日被押运重庆渣梓洞。1949

年 11 月 14 日殉难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电台岚垭，时年 32 岁。

六、璧山剿匪征粮烈士五人

1950 年，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及华西实验区工作人员积极

参加璧山县剿匪征粮工作。期间被土匪杀害牺牲的五名同学为：陈安

民、邓作新、彭降祯、兰振远、张昌琳。

1949 年 12 月 1 日，璧山迎来解放，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

败。其部队溃退后遗留下的小股败军，与

地主恶霸和土匪特务狼狈为奸，利用璧山

周边山多林深的地形特点占山为匪。

1950 年初，刚解放不久的西南地区

发生土匪暴乱，其中川东地区最为严重。

璧山迅速组建民兵武装，积极配合剿匪部

队，仅用了两个月，就基本肃清了匪患，

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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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六一事件”简介

1946 年 12 月，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引起全国公愤。

重庆的大学生于 1947 年 1 月 6 日举行抗暴大游行。我院同学翻山越

岭，步行 60 余里，斗志高昂地参加了这一壮举。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反对美蒋暴行、要和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

命令重庆军警于 1947 年 6 月 1 日凌晨，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爱国民

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共 200 多人。我院被捕师生 31 人（教师 8 人、学

生 23 人。其中男 25 人、女 6人），占全校师生十分之一。后经多方

营救，29 人先后获释。杨翱、陈诗伯两位同学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

害。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 李真、左文彬、蒋年荣、何国英、曾永臧

等征集、整理

二零一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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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校批准，在长期筹备的基础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

学院已建设“中国乡村建设档案室”，并在此基础上筹备建设“中

国乡村建设陈列馆”。

为了更好的记录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前辈们筚路蓝缕的艰辛努

力与宝贵经验，并在当代更好的发扬与继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

建设学院从 2013 年开始走访健在的民国乡村建设前辈及家属，

进行抢救式口述史访谈，并开始面向各界征集资料。

迄今为止，学院陆续收到大量民国乡村建设资料捐赠，目前收集

的纸质资料已逾五千份、照片资料逾千张、另有实物档案若干。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诸多师

友的鼓励、支持和捐赠。在此，我们向

各位无私帮助我们的师友致以深深感

谢和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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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

乡村建设前辈及后人：

邓文媛先生、梁培宽老师、卢国纪老师、卢国模老师、李国音老

师、何国英老师、万冈老师与魏杞老师、蒋茂兰老师、蒋年荣老师、

曾永臧老师、康廷方老师、唐宦存老师、赵义熙老师、关若文老师、

卢晓蓉老师

乡村建设研究专家：

宋恩荣老师、刘重来老师、周鸣鸣老师、姜荣耀老师

乡村建设研究及实践机构：

英国舒马赫学院、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民生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省晏阳初研究会、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原河北定县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档案室

的无私捐赠和提供影印复制!

在此，我们继续长期向各界师友征集乡村建设相关资料或资料复

制，范围包括：

1、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相关的实物、图片、影音、文档资料；

2、海外乡村建设相关经验的实物、图片、影音、文档资料；

3、建国后乡村建设相关的实物、图片、影音、文档资料。

感谢您的支持、帮助与鼓励!

乡建路上 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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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至 2015 年，学院已正式对乡村建设前辈及家属进

行了十余次口述史访谈工作。

其中包括，对卢子英先生遗孀邓文媛先生、女儿卢国模老师，

梁漱溟先生之子梁培宽老师，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老校友蒋年荣老

师、曾永臧老师、康廷方老师、何国英老师、李国音老师、蒋茂

兰老师、魏杞老师、李真老师，育才学校赵义熙老师，勉仁书院

唐宦存老师、璧山试验区蒋维世老师，平民教育研究专家宋恩荣

老师等多位老师进行了访问或拜访。

在访问过程中，收获到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线索，同时各位老

校友们的热忱深深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要更好的把乡村建设

的事业继承和推动下去。同时，我们也深深感觉到口述访谈工作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接下来将加快开展访谈记录工作。

历次访谈的录音、视频材料都将进行整理，作为历史资料保

存，并用于乡村建设历史研究。欢迎各界朋友向乡建学院提供更

多乡村建设历史资料与人物事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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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民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西南

大学成功举行。研讨会进行的同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

实验区历史档案展”也在西南大学图书馆顺利开展。此次研讨会

及档案展作为西南大学组建 10 周年暨办学 110 周年校庆的学院

系列活动之一，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联合重庆市璧山区

档案局（馆）、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由西南大学

图书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庆市北碚区博物馆、重庆市梁

漱溟研究会协办。来自西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四

川大学等高校的相关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做精彩发言。同

时，原川东师范学堂第 23 任校长、北碚峡防局政治处主任黄子

裳之子黄光祖先生，和卢作孚外孙女刘慧女士也专程参加了此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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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

院执行副院长张兰英主持。开幕式上，

西南大学副校长周常勇教授致欢迎辞，

并对乡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与期望。党委宣传部长潘洵教

授代表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致辞，详细

阐述了卢作孚与北碚乡村建设试验区的

经验、理念与意义价值。

重庆市璧山区档案局局长陈启江与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

刘重来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题演讲。陈局长系统地介绍了“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历史档案”的背景、内容、发现与保

护性利用等。刘重来教授详细地阐述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宗

旨、内容、模式等，并敏锐地指出，以“民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

设”为切入点，将当时的不同人在该区域进行的多种乡村建设探

索放在一起进行整体性研究，这样的研究视角具有突破性、创新

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开幕式上，民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室项锦熙主任专

程向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赠送了最新研究成果。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历史档案展”也已从 23

号开始正式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展出。此批档案时间跨度为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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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1950 年华西实验区由

成立至解散的全过程，总量

400 卷左右。2013 年曾赴台

北展出，吸引了两岸媒体的

广泛关注和报道。此次展出

为这批历史档案首次在西南

大学展出。同时，由璧山档

案局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四川大学合作的国家出

版基金资助项目：《晏阳初

与华西实验区档案史料丛

刊》也即将正式出版。

在当天的研讨会中，围绕“民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期

卢作孚、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贤及其同仁的工作，与会专家从不

同角度进行了探讨。

重庆大学杨宇振教授从建筑规划的“空间”视角切入，探讨

了国家视野中的卢作孚与北碚城市建设实践。重庆市自然博物馆

北碚陈列馆侯江主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代启福

博士，分别从“乡村农业科技”和“地质考察”这两个角度，介

绍了卢作孚在北碚建设“西部科学院”的经验与创新。民生公司

研究室的项锦熙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杜洁则分别

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卢作孚先生创办的“民生公司”与北碚地区

乡村建设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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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守广教授通过史料梳理介绍了梁漱

溟先生在北碚对乡村建设议题的讨论，并探讨了梁漱溟先生对知

识分子进入农村开展工作的思想脉络。同时重庆梁漱溟研究会会

长高秀昌教授则从思想史的角度介绍了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

思想。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李军老师通过对华西试验区档

案的研究，详细阐述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和重庆所推

动的“导生传习”教育的沿革和发展。

在综合各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学科

高等研究院潘家恩博士专题研究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多重缘

起。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梁勇教授从法律的角度介绍了

近代乡村公产的变迁，及其在乡村改造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学科高等研究院张华博士从新文化运动追溯

知识分子“再发现”民间并进入乡村的思想脉络和理论视野。最

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薛翠副教授的发言，打开了乡村

建设的国际比较研究视角，追溯了印度乡村建设领袖泰戈尔、甘

地与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渊源，并介绍了其在英国等地的传播与

实践传承。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此次研讨会紧凑、高效、又精彩纷呈，

获得了与会各位专家的一致好评。这次会议将对进一步推动兼容

并蓄的“民国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研究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杜洁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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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继续秉承“厚基础、广

国际”的工作方针，积极创新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和国际合作交流。主

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学术科研：聚焦重点领域、推进研究创新，为建设“可持续发展

与乡村建设”专题智库打下良好基础。

（一）完善确定学院学术研究整体战略布局：

以“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交叉学科研究为立足点，巩固加强

乡村建设历史研究、着重推进“美丽乡村”政策咨询规划研究、扎实

开展乡村建设国际比较研究、创新探索乡村文化建设研究。

2015 年度，学院共承接、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4 项，地方合作横

向项目 3项，出版学术著作、发表各级学术刊物论文若干。

（二）巩固加强乡村建设历史研究：

1、承担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

与机制研究”之子课题“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的历史比较”课题研究；

2、承接重庆市社科规划 “抗战大后方乡村建设华西试验区乡村治理

经验”课题；

3、 与璧山档案馆进行战略合作，进行“华西实验区”档案研究，

推动晏阳初等乡村建设前辈在西南地区平民教育历史的深入系

统研究；

4、 《图说百年“乡建”——中国乡村建设回眸》获得重庆出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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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资助；

5、 持续开展民国乡村建设历史口述史访谈、当代乡村建设历史口

述史访谈，共完成深度访谈十余次。

（三） 着重推进“美丽乡村”政策咨询规划研究

1、 在生态文明背景下，着重推进以“社会化农业”为核心的“美

丽乡村”政策咨询规划研究；

2、 承接北碚区农业委员会委托“北碚区‘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

系列规划”项目，为北碚区编制“统筹城乡发展与对策报告”、

“北碚区‘十三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报告、以及“美丽乡

村·生态家园”示范村规划，并获得项目委托方的高度好评；

3、 承接浙江丽水市莲都区委托，编制“莲都养生农业三年发展行

动计划”；

4、 主持重庆市社科规划博士项目“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对农村社会

秩序的影响研究——以资本下乡经营农业为对象”、及“城乡

统筹背景下渝东南民族地区乡村建设与乡村文明研究”。

5、 参与举办“第六届国际社会生态农业大会暨第七届中国社会农

业（CSA）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即为“生态农业与乡村建设”。

6、 参与意大利 DESIS 社会创新设计网络，并借助国际经验推动中

国农村创新设计工作。

（四） 扎实开展乡村建设国际比较研究与国际交流

1、 主持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作为国家综合安全基础的乡村治理结

构与机制研究”之子课题“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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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研究。

2、 承担“新兴七国的比较研究”（ emerging seven countries

comparative study）课题相关研究工作，并编纂书稿《南方陷

阱》。

3、 将温铁军教授著作《八次危机》译为英文，并已与海外出版社

签订翻译出版合同。

4、 继续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舒马赫学院开展良好合作，推动合作

比较研究与互访交流；

5、 配合重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发展战略，着眼推动与东南亚国家

的交流与合作。

6、 2015 年度，学院教师应邀前往意大利、俄罗斯、巴西、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等地参加各类国际会议并发言近十

次。

（五） 创新探索乡村文化建设

1、 与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合作，建设乡村文化研究基地。

并与卢作孚研究中心共同进行“兼善农村社区文化课堂”行动

研究，进行农村社区文化与公共服务研究。

2、 与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系合作，建设“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以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进一步侧重研究西南地区社

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3、 参与举办“第三届中国爱故乡大会暨‘2015 爱故乡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此次大会主题为“寻根乡土、再造故乡”，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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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乡土文化的保护、乡村文明的传承等话题。

二、平台建设

（一） 完善队伍建设：高学历化、国际化、年轻化

2015 年，学院引进毕业于中国农大、南开大学、华中科大的应届

博士三名担任专任教师，并引进一名毕业于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舒马赫

学院的硕士担任科研助理。

截至目前，学院全职工作团队，共有 10 人，其中特聘副研究员 2

人、在编助理研究员 6 人、院聘科研助理 2 人。其中，博士学历 6 人，

海外留学归国 4 人，35 岁以下 7 人。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国际水

平、年轻化的精干的科研队伍。

（二） 拓展特邀研究院队伍建设：加强校内专家合作

为了加强对年轻科研团队的指导与带动。学院专门邀请校内外相

关专家组成了特邀研究员队伍，成为学院全职工作人员有力的坚强后

盾。

2015 年，为了进一步加强与本校专家的合作，学院特别邀请了一

批西南大学教授加入学院特邀研究员队伍。并在邀请的同时，共同写

上开展更具有实质意义的合作研究。例如，与西南大学老教授协会展

开长期合作，与历史文化学院多位教授进行紧密合作。下一步还将继

续将相关合作进一步深化推进。

（三） 扩大社会影响，与《新华月报》合作开设“乡村建设”专栏

为了更好的扩大社会影响，学院 2015 年起与《新华月报》合作，

开设“乡村建设”专栏，以月刊的形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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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月报》由人民出版社主办，创刊于 1949 年 11 月，是一个

时政、综合性的文献刊物，为《新华文摘》姊妹刊。

三、地方合作与社会创新：

（一） 西南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建设基地

学院与我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紧密合作，推动“乡村建设基地”

的建设工作，在重庆北碚区和巴南区建设两个扎根乡村基层的分布式

服务站。从乡村文化建设、农民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两个方面开展了

扎实的指导与推动工作。

（二） 完善学院教学科研基地管理

对学院现有教学科研基地的管理进行了完善，根据基地特点、服

务领域、资金支持情况，进一步划分为：基地、服务站、教学点。

（三） 重点推进北碚校地和作基地建设

本着服务当地、建设当地的原则，学院与北碚区农工委等相关部

门深度合作。从政府政策咨询、基层村庄规划、合作组织能力建设支

持、具体技术指导等多个层面提供服务。形成良好的校地和作基础。

（四） 承接中国扶贫基金会雅安“合作社能力建设项目”

承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开展的“芦山

农民合作社组织能力建设”项目，为期一年。

（五） 协作北碚“兼善文化课堂”建设

“兼善文化课堂”是北碚区文化委（原文广新局）批准设立的，

由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与我院共同主办的，扎根于农村基层社

区、服务于农村留守儿童、关注于乡村本土价值的创新型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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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力图将卢作孚“兼善”精神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

合，通过灵活多彩的文化形式，动员大学生与农村小学生结合，重新

焕发农村民众的文化自信。目前已经在北碚区天马村、龙车村、胜天

湖村，以及黔江区杉岭乡开展相关工作。

四、人才培养：服务“三农”研究需要，“互联网+”跨界人才培养

模式

我院不招收本科生，且因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尚未成形，所以暂

时没有开展研究生培养工作。

因此，学院目前主要通过跨学科、跨平台、跨城乡的方式，借助

互联网平台，依据学术研究的需要，开展“互联网+”跨界式人才培

养，取得了较好的评价。

（一） 与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合作探索新型学生实习模式

我院与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合作，协助农村区域发展系开发学生

实习新模式。经过 2015 年暑期的试点尝试，将于 2016 年进一步铺开。

（二） 建设网上“在线课堂”分享课程资源

利用学院网站、微博、微信平台，将学院组织的历次讲座、优秀

师资的课程文章上传到在线平台，供感兴趣的同学在线学习。并通过

QQ 群、微信等网上交互平台进行交流与辅导。

学院主办的微信平台“乡村建设研究”经过一年的建设，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影响。

（三） 服务地方需要，为北碚量身打造参与式培训课程

理论联系实际，为农村基层工作者提供培训，是我院人才培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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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的重点。2015 年度，学院与北碚区农工委、党校合作，共组织

了两次专题培训班，北碚区涉农部门干部、试点村镇基层干部参与了

培训。培训班对以往“上大课”的培训方式进行了创新，采用了小班

教学、参与式方法、实地参观等方式，并专程邀请北京相关领域专家

授课。培训取得了学员和委托方的一致好评。

（四） 与学校图书馆合作举办“弘文乡建讲堂”

学院在往年举办“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大讲堂”的基础上，与

西南大学图书馆合作，举办“弘文乡建讲堂”。“弘文”为学校文科

图书馆的名字，更具有弘礼倡文之义，“弘文乡建”体现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思路。迄今为止，“讲堂”已举办二十九讲，场

均 200 人，共有五六千人次的师生参与，为营造我校学术氛围起到了

很好的影响与带动作用。

（五） 全人式学生培养：“乡村与现代”读书会、“可持续发展与

乡村建设”通识课

全人教育是当前比较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强调在专业学科教育

之外，进行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持续性的、跨学科的学习。学院秉

承这一理念，开设不限专业与年级的读书会和通识课。课程内容紧跟

时代脉搏，以跨学科、国际化的视角安排课程内容，并采用互动式教

学模式，穿插组织参观、社会调研、社会实践。读书会不计学分，学

生仍然踊跃参加，并取得良好反响。一些参与课程的同学，在经过培

养之后进入学院工作团队，担任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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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特色工作：

（一）中国乡村建设档案馆建设：

在乡村建设历史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学院在有限的办公空间中特

辟空间用作“中国乡村建设档案馆”建设。“中国乡村建设档案馆”

将目标于建设“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领域全国最全面的、视野最

广泛、立足点最高、学术性最强的档案馆。此馆将用于学院学术研究

使用，并适当向学界开放。

(二) 中国乡村建设陈列室建设；

为更好的配合“乡村建设”文化在西南大学的打造，承接和发扬

百年乡村建设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影响，学院着力进行了“中国乡

村建设陈列室”设计。并借助陈列馆建设之机，向各界征集相关资料，

获得积极反馈。

目前，暂因场地调整的问题不能进行陈列室布展，但所收集的档

案材料已经成为了建设“乡村建设档案馆”的重要基础。同时，乡村

建设学院办公区，也以历史乡村建设照片陈列的方式，进行活化展览，

形成在前辈工作场景的激励下开展当代乡村建设研究的工作氛围。

(三) 百年乡村建设图片展

继 2014 年底在西南大学图书馆第一次展出后，百年乡村建设图片

展获得了很好的反响。随后在浙江、北京多地进行了展览。2015 年，

巡展继续，并在 11 月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世界 CSA 大会暨第七届全国

CSA 大会上隆重推出，获得很好的展出效果和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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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在已有工作基础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学术科研:深化战略布局，启动“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

智库建设

进一步深化明确学院战略布局，整合特邀研究员资源，在“可

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领域（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construction）进行智库建设。

(一) 学术研究重点

1、 乡村建设历史研究：本年度研究重点放在平民教育研

究、乡村治理创新经验研究等方面，并拟举办专题研讨

会。

2、 结合社科重大项目，推进当代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3、 深化社会化农业创新研究；

4、 乡村本土文化活化传承研究：与文化部指导下的“爱故

乡文化促进会”合作，并借助重庆本地启动乡村本土文

化保育与传承工作的研究。

(二) 增强学术产出

1、 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百佳）达成合作意向，策划“中

国乡村建设”书系。

2、 由本院国际研究团队完成温铁军教授著作《八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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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文翻译及海外出版；

3、 由本院历史研究团队编著《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史》（又

名“中国乡村建设教育史简编”）；

4、 由本院当代乡村研究团队编著《解读重庆》、《那人、

那村——当代乡村建设案例集》；

(三) 完善队伍建设

1、 完善特邀研究员交流与合作；

2、 加强团队学习与科研能力建设；

3、 根据学院工作重点，适当引进高水平研究人才；

4、 根据项目需要，适当增设科研助理，并以培养研究生的

方式对科研助理进行培养，强化其实际研究操作能力。

二、国际合作:

（一） 重点推进面向东南亚的合作交流

配合重庆市面向东南亚的发展战略，重点推进与东南亚地区

的合作与交流。包括：加强与国际乡村建设学院、国际乡村改造

学院的交流互访，并开展合作研究。

（二） 巩固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舒马赫学院合作

在前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合作比较研究，以及短

期培训项目。

（三） 探索与国际慢食协会等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

尝试在生态农业、生态种植方式、传统种子保育等领域，与

已经建立联系的国际慢食协会、国际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加强联

系并寻找适当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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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继续完成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

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继续开展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本年内

预期形成科研成果《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新兴七国比较

研究》及《“南方陷阱”——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外部性》。

三、地方合作与社会创新

（一）北碚区校地合作

深化完善与北碚区农委的校地合作模式，推进北碚区“美丽

乡村生态家园”项目建设。

（二）为“重庆爱故乡文化促进社”提供平台支持

协助乡村基层爱乡工作者，将“兼善社区文化课堂”等乡村

文化服务平台整合为“重庆爱故乡文化促进社”，并与全国爱故

乡文化促进会合作，推动乡村本土文化的活化保育工作。

（三）为“重庆农夫市集”建设提供指导

由重庆本地的生态种植农户、生态食材消费者共同发起的重

庆农夫市集，以鼓励小农户进行生态种植、支持小农生计为主要

目标。学院将为其提供指导和智力支持。

（四）与化学化工学院合作开展“绿色校园”项目

将结合校庆，与西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合作启动“绿色校

园”项目，发扬西南大学生态资源充足、环境优美的优势，调动

学生进行绿色生活、绿色教育、绿色体验等相关社会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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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培养

(一) 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适时启动返乡青年培

训服务

与北碚区农工委、北碚党校合作，在适当的时候组织返乡青

年培训，为新农民提供返乡开展社会化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指

导。

(二) 与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深化学生培养合作

与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特别是其农村区域发展系合作，一方

面，启动选修课、讲座课、读书会共享机制。另一方面，深化学

生实习方式改革，探索“观摩式实习”，采用大二开始参与实习、

短期多次的方式，让学生有更强的参与感和实践经验。

(三) 利用网络平台，集中打造“互联网+”精品课程

学院将进一步整合课程资源，与学校教务处合作进行微课建

设，并根据需要适当制作英文微课。

同时，学院计划与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大学生村官培训

网”（中组部项目）合作，面向农村基层青年工作骨干制作线上

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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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姓名 通讯地址 年级院系 电话

杨奉瑞 重庆市沙坪坝都市花园中路103号 金都

花园 2栋 18-4

46级社会

系

023-65314693

刘伯钦 重庆市江北区读书一村 14号老年体协

400020

48级教育

系

13996049903

023-67644594

67854276

张学华 重庆市沙坪坝四川外语大学幼儿园集资

楼 16-1

44级社会

系

023-65385031

邹淑慎 重庆市江北区五里店红土地 8号江枫亭

A幢 15-4

46级教育

系

康廷方 重庆市渝北区加州城市花园 5-8-5 47级社会

系

023-61805059

13272658082

刘泽敷 重庆市渝北区龙湖花园南苑 2区 5栋 201

室

49级农学

系

023-67632961

何国英 重庆北碚文星湾学府小区 4号楼 7-3 44级教育

系

023-68253194

王康 重庆市北碚区畔溪名都 5栋 13-1 44级农学

系

023-68288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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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高 重庆市北碚区毛背沱 182-5-4 48级农学

系

023-68261988

左文彬
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 2号信箱 44级水利

系

023-42666204

陈文俊
重庆市北碚区司法局转 45级社会

系

李慎 重庆市江北区 华新村 360号附 6号 1-2 48级社会

系

023-67751908

李诗农 重庆市渝北区加州城市花园 8-20-5 44级农学

系

曾永臧 重庆市北碚区团山堡重庆师范大学离退

休处转

46级教育

系

023-68867671

蒋年荣 重庆市北碚区月华村 17号 3-1 46级社会

系

023-86028409

娄圭 重庆市北碚区碚峡东路 13-8-4 46级教育

系

杨向东

( 杨 家

修）

重庆杨家坪西郊支路20号9栋1单元4-4 46级社会

系

蒋茂兰 北京市羊坊店路 3号院新华社宿舍 12楼

3门 3号 邮编 100038

48级教育

系

010-6398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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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兰君 北京市法华南里 22号楼 2门 302室

戴世吉

李仲英

北京市海淀区肖家河 中央党校新区 115

号楼 504室 邮编 100091

48级社会

系

魏守仪 北京法华东路 17号中国农业大学 41号

楼 5门 404室 邮编 100083

44级农学

系

010-62736131

李 真 北京市北京大学燕北园 313楼 210号

邮编 100091

48级教育

系

13671237345

吕兰 北京石景山区苹果园海特花园 9-2-401

室 邮编 100041

46级社会

系

龙天启 北京海淀区北京体育大学东院家属区 21

楼 4单元 107号 邮编 100041

49级教育

系

赵德强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 3区 311楼 1503

室

48级社会

系

先仲虞 北京市海淀区潘庄东路 14号 1号楼

1-101号 邮编 100048

46级教育

系

010-67130170

李国音 1四川省成都市省社科院内电梯楼 19层

1号

2 四川省成都市大石西路草堂医院老年

内科 5病房 2床

46级教育

系

18982195633

028-87015533

、87012875

宋代元 四川省成都市西华大学 27-104室 45级水利

系

028-87721452

胡力三 四川省成都市苏坡中路中鹏 C 区河景花 48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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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6-2-102 系

黎邦南 四川省成都市永盛东街 3号双南城 22幢

2单元 2楼 1号 周小兵 收转

46级教育

系

028-86915596

周邦坤 48级社会

系

13618051618

陈继辉 四川省成都新都市桂林公司医务所 028-83049146

李 星 亮 ：

028-86130420

姜旭昇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260号 45级教育

系

028-85566296

程瑞鲁

028-85567452

刘学

028-85542840

张嘉航 四川省成都市省委党校老干处转 46级社会

系

028-87351458

王屏汉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晖北街 99号，成

都高新区检察院

王奇志 收转

48级教育

系

王 奇 志 ：

13980708133

何锦沐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省科委老干部处转 48级教育

系

028-86678441

18030801656

陈光仙 贵州省贵阳市青云路 1号 1幢 19楼 3单

元

0851-559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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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应生

（ 吕

坪）

1 广东省广州市沙太路艺福街广州友好

老年公寓明星楼 4楼

2 广州花城大道 663号 3-1905房

45级社会

系

贝学明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西 5号 86中教

工宿舍 10-105，邮编 510700

47级农学

系

罗特 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农大科教新村 17栋

206号，邮编 410128

45级农学

系

周定滨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大路华南新城山

永轩 9栋 1004号 邮编 511442

48级农学

系

晏复茵 四川省成都市大石西路 36号 4栋 2单元

301室

晏氏后人

晏鸿国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南龛路 3号 晏阳初

博物馆

晏氏后人 1377878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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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月，为贯彻党中央所提出生态文明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

国家战略调整思想，承接和发扬百年乡村建设丰富的历史资源与文化

影响，强化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与国际国内影响，西南大学在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多次合作的

基础上发文成立了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西南大学校长张卫

国教授担任院长，著名“三农”学者、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起者与

学术带头人温铁军教授承中国人民大学支援西部高校建设之责担任

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初三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先驱的后

人卢国纪、梁培宽、晏鸿国担任名誉院长。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接续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20 世纪 20-40

年代，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海内外广泛影响的乡村建设代表性人物卢作

孚、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汇聚重庆北碚，推动了卓有

成效以乡村建设为名的改良试验，形成具有深远启发意义的文化遗产

与经验资料。同时在北碚及附近创建多家教育科研机构，其中：被毛

泽东誉为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四位企业家之一的卢作孚先生创办中

国第一家民办科学院——“中国西部科学院”；被誉为“世界平民教

育之父”与“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先生

创办“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被称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创办

“勉仁书院”；“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育才学校”等。这

些近代教育史著名的遗址资源与文化史料大部分地留存汇聚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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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之西南大学。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拥有专职科研教学队伍，此外聘请包

括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

学院、香港岭南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数十位相关领域内

的著名学者担任特邀研究员。特邀研究员将以合作、客座、兼职等灵

活多样的方式参与到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科研团队之中，促进科研教学

工作高水平和高效率进行。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将尝试通过“可持续发展与乡村建设”交叉学

科平台建设，充分发挥西南大学地处民国乡村建设遗址群的地理优

势、已有乡村建设历史资料的资源优势、拥有包括教育、农经及农科

在内各学科门类齐全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深入开展当代乡村建设

的科研教学与国际比较。同时，结合重庆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实验区

的政策优势，推动具有区域比较特色的专题研究。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具体工作主要包括：整理海内外乡村建设的多

样化实践经验，开展生态文明相关理论研究与多层次的国际国内交流

合作；开展乡村建设与“三农”研究领域多种类型的人才培养，以及

相关教材与专著的整理、编撰出版；结合历史与当代研究，深化乡村

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实践工作；贯彻高校服务于地方发展需求的

职能，发掘重庆北碚独特的乡村建设历史与人文资源，推动乡村建设

的文化发展与内涵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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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办公室电话：023-68254012

学 院 网站：irrc.swu.edu.cn

新浪微博：@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微信订阅号：乡村建设研究

邮寄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吴宓旧居 A栋二楼,文化村老一舍)

邮编：400715



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校舍

晏阳初伉俪在乡建学院留影

乡建学院学生农事实习间隙 乡建学院课堂场景

乡村建设学院演出进步话剧升官图 乡村建设学院学生在学院

附近的黄角树瀑布留影



晏阳初、卢作孚与乡村建设学院师生于学院礼堂前合影

乡村建设学院全景鸟瞰

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办公电话：023-68254012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西南大学（北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邮编：400715

网址：irrc.swu.edu.cn 电子邮箱：zgxcjsxy@163.com

新浪微博：@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微信公众号：乡村建设研究

http://irrc.swu.edu.cn
mailto:zgxcjsx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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