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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院因何而建？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学
科如何设置？最后归属如何？日前，记者就此采
访了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重来和重
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潘
家恩。

晏阳初坚持校名用“乡村建设”4个字

重庆日报：乡建院成立的背景是怎样的？
刘重来：说到乡建院的创立，就不能不提及上

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大地上影响深远的乡村建
设运动。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乡村建设运动已
在河北、河南、江苏、四川、重庆等十余个省市、几
十个县展开，参加的团体达 600 余个，实验点达
1000余处。

其中，以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
平、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最具
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在商议乡建院的校名时，晏
阳初坚持必用“乡村建设”这 4 个字。他的理由
是，不能随便放弃20年来的努力，轻易用别的字
命名。

1936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创办了农村建设
育才院。但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定县
沦陷，农村建设育才院也不得不停办。晏阳初又
决定在大后方重庆创办一所乡村建设学院。

卢作孚曾帮助乡建院选址

重庆日报：战争时期新建一所高校，并不容易吧？
刘重来：乡建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培养乡

村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并且率先提出要培养“一
懂两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才。

为了筹建乡建院，晏阳初邀请黄炎培、卢作
孚、梁漱溟、张伯苓等各界代表组成董事会，并于
1939年牵头成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筹备委员会。

乡建院在选择校址、筹措经费、购买地皮、建
设校舍、添置设备等方面，都得到著名爱国实业
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的大力帮助。为了
明确校址的位置，晏阳初与卢作孚在北碚东奔西
跑、勘查比较，最终选择了北碚歇马场的高坑岩。

卢作孚还请家乡合川的乡绅支援学校建设，
有3位乡绅在距离学校60公里的地方共捐出100
亩的土地给学校作实习基地，种茶树、玉米和马铃
薯等。

建校之始，建筑工人少，不好雇，施工时又常
遇日本飞机轰炸，工人时有伤亡，因此工程进展缓
慢。到1940年10月开学时，才建成一栋房屋，先
勉强开了学。

甲种研究生必须是回国留学生

重庆日报：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科系设
置怎么样？后来归并到哪所学校了？

潘家恩：乡建院最初决定先设农业、农村教
育、农业经济3个专修科。不过开学时，只有农业
和乡村教育两个专修科招生，因为原本拟定为农
业经济专修科主任的姚石庵教授，在1940年4月
前往北碚的途中，由于日军轰炸船只触礁沉没而
全家遇难，计划中的农业经济专修科不得不停
办。学校原计划招生150人，也只好改为50人。

为了培养乡村建设管理和高级技术人才，乡
建院在建校之初就开始招收研究生，特设研究
部。其中，甲种研究生必须是回国留学生，并且要
求具有工作经验或在国内有成就。比如，甲种研
究生崔仲白是美国依阿华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
回国后任全国水利委员会专家，到乡建院后他主
要研究农业地区小型水利工作的推广。

在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乡建院
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等院校（现西南
大学）。

2012年，为承接和发扬百年乡村建设丰富的
历史资源与文化影响，西南大学成立中国乡村建
设学院，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温铁军担任学院执行院长，卢作孚、梁漱溟、晏阳
初的后人担任名誉院长，继续开展当代乡村建设
的研究、实践与人才培养工作。

乡建院率先提出培养
“一懂两爱”人才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刘蕊

（本版图片均由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供图）

一位九旬老人的回忆——

70多年前，我在乡建院度过的难忘岁月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刘蕊

1940年，著名平民教育家、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
初在重庆北碚歇马场（今北碚区
歇马街道），创办了私立中国乡村
建设学院（以下简称“乡建院”）。
乡建院前后办学11年，共招收新
生1180人，毕业生共379人。

乡建院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
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
并率先提出培养“一懂两爱”（懂
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人才。

璧山曾经是乡建院的华西实
验区（实习基地）。目前，西南大
学和璧山正在共同筹建乡村建设

历史陈列馆，以纪念那段难忘的
岁月和重要的历史。

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师曾永
臧是乡建院乡村教育系1946级
学生，他还根据记忆绘制了两张
地图。一张是母校教学楼、大礼
堂、图书馆等校舍布局图，一张是
母校周围环境的布局图，这两张
地图均将成为乡村建设历史陈列
馆的重要资料。

乡建院当年是什么模样？学
生在乡建院的学习、生活等情况
如何？近日，93岁的曾永臧向记
者口述了当年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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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乡建院的教室当年乡建院的教室。。

农学系学生在田间实习。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乡村教育系 1946 级毕业
合影。

农田水利系1945 级学生进行水利测量实习
（1948年）。

乡建院学生下课后从教室回宿舍的途中。

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46级校友蒋年荣（右）和
曾永臧（左）合影于今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楼
前（2013年）。学校周围就是农田和

小溪

我出生在四川仁寿，是乡建院乡村
教育系1946级的学生。我原本在成都师
范学校读书，校长和晏阳初关系很好。
有一次，晏老到我们学校做演讲，说中国
是个农业大国，约80%的人口是农民，因
此教育的重点要转向农村，解决乡村建
设人才奇缺的问题。我很受感染，所以
就和罗光琦（后来《长航报》的编辑）一起
考取了乡建院。

你们看这张地图，就是我画的学校周
围的布局。学校在北碚歇马场的高坑岩，
1940年由晏老创办。高坑岩离重庆有60
公里，是一片尚未经营的处女地，有磨滩
河通往北碚，运输便利。这个地方有长、
宽各约十丈的瀑布，可以用来发电，北碚
发电厂就在这里，电力足够两万盏电灯的
使用。发电厂下面就是一个天然的游泳
场。

学院周围就是农田、小溪，还有彭家
院子、曾家院子等大院，以及白鹤林。晏
老的设想是可以在这里以学院为中心，
开辟文化村。

所以这是一所没有围墙、建在农田
里大学，让大家在耳濡目染的生活中去
认识农村、解决农村的问题。

我1946年进乡建院的时候，学校设
施已经比较齐备了。你们看地图上，教
学楼、大礼堂、图书馆、教工宿舍、实验室
都已经有了。学校给人整体感觉就是很
朴素，校园里有果园、农场，看不到什么
人穿西装。

教我们的教授都非常
有名

1945年8月，乡建院扩充升格为独立
学院后，设乡村教育、社会、农学、农田水
利4个系。1945年9月，学校招收本科新
生时，报考学生很踊跃，但录取标准相当
严格，报名 1014 人只录取 160 名，实到
116人。到1946年夏季招生时，报考学生
达1500余人，只录取115人，我就是这一
年入学的。

按道理说，乡建院是私立的，经费主
要来源应是学生缴纳的学费。但实际上
学院向学生收费却很低，住宿费还免
缴。如果学生有困难的话，还可以到学
校的农场去勤工俭学。

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靠院长晏阳初

向海内外募捐而来。
教我们的教授也都非常有名，瞿秋

白的幺叔瞿菊农是我们的副院长，他讲
哲学和教育。每次瞿菊农讲课的时候，
教室里好多其它系的学生都来听课。

教水利的白季眉教授原是复旦大学
水利系的主任，他觉得乡村建设和平民
教育是伟大的事业，就来北碚了。说实
话，乡建院和复旦大学的待遇差别很大
的，但是他全家都过来了。

还有王诗农、翦伯赞、胡絜青、李建
勋等，这些教授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
还有一个王启澍先生，讲课讲得非常好，
很幽默，我后来讲课有些地方就是学他。

走出课堂去种植林
木、施工灌溉

1945年，乡建院由专科升为本科后，
对各系开设的科目和学分有更严格的要
求。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科设置属于半
教半农的性质，这与普通高等院校有明
显的不同。

学校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所以乡
建院不但在学校附近划定了专门的实习
区，还把在璧山等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基
地——华西实验区也作为学校的实习
区。

在教师的带领指导下，各系学生都
走出课堂，到农村、到华西实验区等研习
区实习。比如农学系的学生在歇马乡推
行农业建设，他们选定若干农家作科学
种田推广示范户，传授作物防病虫害及
土壤、肥料、蔬菜种植、家禽养殖等科技
知识；他们还响应卢作孚的号召，利用寒
假到北碚、合川的嘉陵江沿线种植经济
林木油桐。水利系的学生则要参加梁滩
河的水利建设，施工灌溉等。

我所在的乡村教育系以国民教育为
实习的主要内容，我们在实习区以学校
为依托，组织了若干传习处，以传习的方
式举办民众教育。

学生们有的在学校研习小学教育，
有的担任传习导师，有的与社会系的学
生配合，组织母亲会宣传儿童教育常
识……这些实习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教
学内容，也有助于培养大家的专业能力。

比如 1947 年 8 月，学校组织暑期留
校的18位同学，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歇
马乡32个保全部调查完毕，基本搞清了
歇马乡各方面的情况。还有两位学生
被派去采集标本，仅一个月，两位学生
就采集昆虫分类标本 396 件，解剖标本

约600件。
我们的毕业生主要分配到璧山、巴

县、北碚、江津、合川等地，进行推广优良
品种、兴修水利、组织合作社、建妇幼保
健站、兴办平民夜校等工作，为广大乡村
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晏院长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学校的
标志是一个“平”字，就是“平民教育”“平
天下之不平”这些意思。晏院长想让我
们也能接他的班，到农村里去做点事情。

参与 1949 年“四·二
一”学生运动

学校另一大特点是氛围很民主，提
倡学术自由，鼓励学生举办学术讲座、研
究会、讲演会和讨论会。

在乡建院办学期间，影响较大的有
文学读书会、哲学研究会、野草社、秧苗
社、布谷社、人间剧社、旭日剧社、乡建歌
咏团、舞蹈队等30多个社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乡建
院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
下积极开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乡
建院的党建工作，派卢本初来乡建院，以
教务处职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学生们则用社团的名义来开展活动，比
如泥土社，虽然是个文学社团，可社员全
是地下党员。

乡建院的学生大多很进步，在各种
民主活动中冲锋陷阵。我们参与了1949
年的“四·二一”学生运动，那是重庆最大
的一次学生运动。

1949 年，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全面崩
溃，社会经济急剧恶化，工厂倒闭，物价
飞涨。1949 年 3 月，乡建院在“四自会”
（自治、自习、自给、自强）领导下，与重庆
市其他高校联合开展了争温饱、争生存
的罢课罢教集会和游行活动。

4月20日，我们步行来到沙坪坝，当
晚住在南开中学。第二天，10多个院校、
6000 多学生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集结
后，参加了集体大游行。“四·二一”运动
是解放战争时期重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
学生运动，震动了山城。

我1949年毕业，之后在兴隆场一所
学校当教师、校长，后来被分到重庆第一
师范学校（现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系教
书。我很感谢在乡建院学到的知识和理
念，我也常常对我的学生们说，要为国
家、乡村多做贡献，他们中不少人走上了
农村的教学岗位，这让我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