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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
有着广阔的历史背景，包含其近代以来
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线索，曾
经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努力想要解决
的问题之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先明教授带领
科研团队多年前便将学术研究聚焦于士
绅群体与城乡发展，后逐步深入至百年
来中国乡村史研究，多年来著述颇丰。
今年 6 月，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的最新成果—— 《中国乡村建设 （思
想） 百年史》《百年中国建设乡村理论与
实践论集》 两部专著由商务出版社出
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出南开之
声，贡献南开力量。

开乡村研究先河

在早年研究中国历史上士绅群体的
过程中，王先明发现，近代以来，城乡
发展呈现出背离化的态势——“精英
们”从乡村单向流出，走向城市，打破
了传统士绅“出者为官、退者为绅”的
社会文化，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在以工业化为主、以
城市化为重点的历史变迁中，乡村社会
整体衰落持续发生，构成了百年“三
农”问题的内在致因。

中国社会的发展本质是乡村社会变
迁的延续。王先明认为，要想深刻认识
中国社会的特征、了解其内在规律，从
新时代的高度去理解“乡村振兴”的战
略意义，还须深入探寻中国百年乡村
史、20世纪中国乡村的变迁。

南开大学在乡村研究方面具有一定
传统，民国时期在该校任教的著名政治
学家萧公权先生就曾出版专著系统梳理
19 世纪中国乡村问题，该书当时被美国
多所大学列为教材，影响十分广泛。“19

世纪是传统时代的象征，20 世纪是向现
代化转型的过程，那个时候的中国乡村
有什么变化？”在延续学术传统的同时，
南开团队在新世纪之初开创性地提出新
的课题。

2000年，王先明的文章 《开展20世
纪中国乡村史研究》 发表于 《光明日
报》，在国内率先倡导关注这一学术领
域。此后，南开团队多次组织召开全国
范围的中国乡村史研究学术会议，许多
年 轻 学 者 的 选 题 也 朝 这 一 方 向 靠 拢 。
2010 年，该领域的第一套丛书——由王
先明担任主编的 8 卷本 《20 世纪中国乡
村社会变迁》 问世，得到了广泛认可和
肯定，南开团队声名大振。

汇众家学说所长

同样是在 2010 年，南开团队开始进
一步扩展研究范围。这年秋天，以南开
大学历史学科研究人员为基础，王先明
牵头联合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著名高
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等
多个学科方向的学术骨干，申报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乡村建设思想

（百年） 史”并获批立项。
在此之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都

较为分散，国外更多地关注于中国乡村
革命运动与社会变迁，就乡村建设思想
的探讨十分有限。而国内研究多从“局部
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晏阳初等
乡村建设思想家的个人思想”“中国革命
史”“党的领袖的思想”等方面来开展，关
于近百年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整体研究，
尤其是“乡村建设思想与社会建设思想”

“乡村建设思想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
历史关系及其演进过程中的动态联系”等
具有现实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时代高
度的问题，未予以足够关注。

项目开题后，研究团队分赴北京、

河北、山西、南京、台湾等地图书馆、
档案馆调查搜集资料，开展实地调研，
汇总编纂史料。“我们将近百年来的中国
乡村建设思想置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
历史进程中，揭示其独特的时代特征、
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性要素的互动价
值、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及其社会实践
效应。同时对其历史教训进行深入的学
理性研究，以有助于当代乡村建设理论
的发展和实践。”王先明说。

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朱汉国等业内专家认为，研究
梳理百年中国的乡村建设思想，不仅是
对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一次深度挖掘，
更为开启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
刻的历史经验和路径选择。

“既是基础研究，也是应用研究，不
仅描述而且影响下一步的走向。”《中国
社会科学》 杂志副主编李红岩这样评价
该项目。

助“三农”现代发展

“从传统上来说，中国是一个以农为
本的国家，无论现代化还是城市化，如
果没有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什么都
谈不上，这是关键！”王先明从多年前就
深刻意识到了“三农”问题对国家发展
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学者，他带领团队
所进行的研究也一直为中央有关政策提
供重要参考。

百年历史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城市
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基本上都是以牺
牲农业农村农民为代价的，在这一条件
下，现代化发展才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城乡一体化要互惠互利，现代化建设取
得的成果也应该城乡共享，这样的发展
才是正常的发展道路。抱着这样的初衷
和理想，研究团队始终坚守百年乡村史
研究。

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用
脚步丈量乡村的历史；他们从繁杂不一却
又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细细寻找乡村变迁
的蛛丝马迹；他们克服档案封闭和阅览权
限等多种困难，多方查证、一遍遍编纂。
十余年间，研究团队完成了《20 世纪之中
国——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历史变迁》《乡
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历史变迁》《走
近乡村——20 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
争的历史追索》《乡路漫漫——20世纪之
中 国 乡 村 (1901—1949)》 等 数 十 卷 专
著，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

他们的研究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
切关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笛认为，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 20 世纪
的社会变迁，在视野、理念与方法上都
具有前沿性，对进一步了解目前中国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
光表示，当前学界对于在城乡关系的统
合视野下进行研究不够充分，而南开团
队的研究在注重历史性的基础上，具有
强烈的现实关照。

今年 3 月，王先明主持的又一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中国乡村建设
资料编年整理与研究(1901—1949)”开
题。该项目作为整体研究的奠基工程，
拟将此前近二十年研究中积累的近代乡
村建设资料进行分类汇编，形成 5 编 15
卷本约 600 万字的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
编年资料辑录》。

在百年历史长河中寻找“三农”问题
的解决办法，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历史智慧。南开团队将学术研究
方向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祖国各地
的乡村里，在浩瀚无垠的历史资料中，
探求 20 世纪中国乡村发展的史鉴，在漫
漫史学科研路上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新
的借鉴与启发。

南开大学：丈量乡村中国
通讯员 赖鸿杰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

【项目简介】：

由国家重大招标课题
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王先明领衔开展
的 20 世纪中国乡村史研
究，多次入选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
大项目。这一从本世纪初
开始进行的研究，近二十
年来长期致力于在历史长
河中求解“三农”问题，
对当代新农村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
借鉴与现实启示意义。

本报讯 （丁姗） 9 月 20 日
晚，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敬贤
堂内座无 虚 席 ， 甚 至 连 走 廊
都坐满站满了观众。古本昆
剧 《红楼梦传奇》 在这里举
行首次公演，吟唱间尽显满
台 典 雅 韵 味 。 这 也 是 100 多
年来这部昆剧经典之作首次在
舞台复活。

《红楼梦传奇》 是最早改编
小说 《红楼梦》 的昆剧，被称
为“红楼第一戏”。在红楼戏的
众多版本中，《红楼梦传奇》 是
清代昆坛上被搬演最多的一

部，深受民众欢迎。遗憾的
是，随着昆曲在清代中后期起
逐渐衰落，《红楼梦传奇》 也渐
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如今仅
存词谱古本。

从研究剧本、挑选服装道
具再到挑选演员进行排演，这
部 戏 前 前 后 后 用 时 将 近 9 个
月，不断仔细打磨。本次演出
起用了 5 位年轻演员，老一辈
昆曲艺术家对他们进行悉心指
导，从开设剧本课到指导唱
腔，再到每个动作、表情，努
力使演员深刻把握作品精髓。

苏州大学：

昆剧经典古本百年后复活舞台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文
轶）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关于中医药振兴发展的
重要指示，由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主办、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天津
中医药大学承办的第五届世界
中医药教育大会于 2018 年 9 月
16 日上午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新
校区体育馆召开。

本 届 世 界 中 医 药 教 育 大
会，以“继承创新，合作发
展，砥砺前行，筑梦远航”为
主题，研究商讨中医药教育发
展中面临的问题，共谋中医药
教育发展大计，推动中医药教
育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规
范化和标准化发展，提升中医
药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医药全

球化发展。大会开幕式上举行
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
带一路”中医药教育师资培训
基地 （天津） 揭牌仪式、中医
药远程教育培训中心开播仪式
和 《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课程
教材（中英文版）》发布仪式。大
会期间，举行了中国·天津第十
四届国际针灸学术研讨会、世界
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新时
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座
谈会等系列学术会议。

大会召开之际，恰逢天津中
医药大学建校 60 周年，学校全
面总结一甲子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服
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
的成果经验，找准差距，明确方
向，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不
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天津中医药大学：

召开第五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

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毛坨村，这里
自然条件的恶劣出乎想象。治理之前，
地表是一丛一丛枯黄的碱蓬或耐盐杂
草，水边沟旁是瑟瑟芦苇，稍凸起的地
方，露出白花花的盐碱。这是黄河三角
洲 800 万亩滨海重盐碱地的缩影。这样
的土地曾经只能种棉花，村民人均年收
入只有几百元。

2008 年，青岛农业大学在当地建立
5 个专业实验室，后又成立黄河三角洲
研究院，全面开展黄河三角洲重盐碱地
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和技术研究，成为日
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的重
要技术力量。学校长期选派专家教授组
成的精干科研队伍，舍弃城市的优越工
作和生活环境，进驻毛坨村，与当地农
民共同破解重盐碱地利用的难题。

2014 年，随着校地合作的深入，54
岁的王晶珊教授，带领团队成员隋炯
明、乔利仙、姜德锋等开始进驻当地，
进行花生耐盐鉴定和耐盐花生新品种的
选育工作。

王晶珊教授长期从事作物生物技术
与遗传育种研究。近年来，她和团队利
用诱变及其与离体培养相结合获得高
产、耐盐、高油、抗旱及特殊性状的花
生突变体 1000 余份。从中培育的 3 个高
产优质花生品种 2015 年通过新品种审定
或鉴定，9个品种通过国家品种权保护审

查 ， 近 年 来 获 国 家 技 术 发 明 二 等 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
奖励5项。

在东营市科技下乡，她经常在地头
和农民朋友一起吃饭、聊天，一点儿教
授架子都没有。她常待的地方，除了实
验室，就是试验田。3 月份播种，7 月
份收获；紧接着秋花生播种，10 月份
收获。为了让花生加代播种，11 月份
的时候，王老师就飞到四季如春的海南
播种花生，来年 3 月份收获。育种不仅
属于脑力劳动，更是一项考验体力的劳
动。

“每年到播种和收获的时候，王老师
都亲自带我们到田间工作。为抢收抢
种，早饭、午饭就在地里吃，晚上天不
黑不收工，经常晚上 9 点才吃上饭。感
觉自己真的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了。让我们感动的是，王老师比我们妈
妈的年纪还要大，却一直在地里和我们
一起忙里忙外。”学生李冠说。听到学生
的评价，王晶珊自己则开玩笑说：“用自
己的汗水浇过的庄稼，才能结出丰硕的
果实。”

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王晶珊团队
筛选鉴定出花生耐盐新种质 132 份，其
中耐盐性极强的种质 26 份，培育的宇花
2 号和宇花 21 号花生新品种在毛坨村盐
碱地种植，表现出较强的耐盐性，2017

年播种于 0.4%—0.5%的盐碱地上，在收
获期经专家验收，亩产达到 425 公斤以
上。

“白花花的盐碱地再也不是只能种棉
花的土地，在这里种出的花生亩产几乎
和在普通土地一样高。”从只长棉花的盐
碱地里“变”出了高产花生，这个结
果，让现场验收专家连连称好，当地老
百姓连连称奇。

“在盐碱地上培育出的耐碱花生，不
仅产量上去了，而且出油率比普通地块
上种植的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此外，
盐碱地黄曲霉少，可生产出高品质的花
生。”王晶珊对自己的新成果充满信心。

除花生外，王晶珊团队还在甘薯组
织培养离体诱变育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工作，尤其是其甘薯脱毒快繁技术具有
独到之处，“我们把生产的脱毒原原种薯
无偿提供给多个扶贫村及示范基地种
植，收到良好效果”。

科技服务加快带动脱贫致富。多年
来，王晶珊教授的科技服务覆盖山东多
个花生种植区。2015 年以来，王晶珊指
导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滴水村、横岭村
等多个贫困村种植脱毒甘薯，并在当地
进行高产脱毒甘薯良种苗繁育和示范展
示等工作。当地甘薯长势良好，无病毒
害，产量高，受到贫困村及周边群众的
欢迎。2017 年 1 月，黄岛区宝山镇胡家

村村民专程来校，上门向王教授请教学
习。王晶珊向他们推荐了适合当地种植
的多个抗旱花生品种、脱毒地瓜品种，
并鼓励和指导村民科学种植。5 月 16
日，她又来到潍坊市甘薯关键技术培训
班上，就甘薯脱毒种苗生产应用作专题
报告，进行技术指导。当天，全市 11 个
县市区的农技推广部门、甘薯产业合作
社的技术人员、种植大户、种植户代表
及有关人员150多人参加了培训。

科技服务同时助力科技创新。2017
年，王晶珊教授的 18 个花生品种申请了
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包括耐
盐、高含油率、高油酸、口感好符合传
统出口型大花生、抗倒伏适合机械化收
获等品种。2018 年，利津县政府专门设
立“凤凰学者”，奖励为利津县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科技人才及海
外高层次人才，王晶珊教授获利津县首
批“凤凰学者”荣誉称号。

“下一步，团队将对育成的 10 余个
花生新品种在利津县进一步进行耐盐鉴
定和示范推广，尽快辐射整个东营市；
同时将甘薯脱毒快繁技术在利津县示范
应用，筛选出适宜盐碱地种植的甘薯品
种。我们还要联系加工企业，为农民生
产的花生和甘薯找到销路，为增加农民
收益和农业发展作出贡献。”王晶珊告诉
记者。

扎根盐碱地 创造花生奇迹
通讯员 杨宗玲 周维维

科研探索

近 10 年来，浙江省大学英
语教学不断改革，取得了不少成
绩，效果明显，但高校学生英语
水平及实际应用水平仍旧存在
一些问题。以温州大学为例，实
行分级分层教学已有 9 个年头，
根据每学年对学生的课程满意
度、英语学习方法、四六级成绩
以及英语应用等情况的问卷调
查及分析，学生在英语学习和应
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听说能力普遍较弱；具备一定的
学术英语能力，但使用英语解决
实际问题和进行特定目的交流
时，语言水平和表现力不足；学
生在中西文化知识方面比较匮
乏；独立学习能力较弱，需要教
师有针对性的引导和配以具体
的任务。

造成以上学习困境的成因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学生英
语学习主要基于教材课本，缺乏
真实的语言学习和应用环境；二
是学生的听说能力薄弱，在实际
生活中运用英语解决问题不能
得心应手；三是学生中西文化底
蕴的欠缺，对文本的解读通常停
留在语言的表层意思。

对此，笔者认为可尝试推行
学区英语教学模式。充分利用
多方资源，学区的管理部门与教
师积极合作，建立由外教、留学
生、英语专业学生和非英语专业
学生多层次的说英语群体，在学
区中形成说英语的社区（Eng-
lish-speaking Community）。

学区英语基于课堂教学与
泛在学习模式的有机融合。学
区英语强调打破教室的局限，是
一种泛在的学习时代的一种学
习模式。它让学生的英语学习
课内、课外不断线，教师与学生
的交流有效延伸到课外，并且融
入外教、留学生群体，以更好地
创设真实的语言训练环境和使
用广度与深度。可借鉴香港中
文大学的书院制管理理念，将课
程引进到学区中，实行通识教育
和全文教育，将英语从课堂延伸
至学区。围绕“语言、学生和环
境”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形成
多维互动学区英语教学模式，形
成学生语言能力、专业素养、文
化意识三者之间的闭环运行，进
而提高其自身综合人文素质和
国际化综合能力。

学区英语注重整合优质教

学资源重构学习。学区英语是
以产出为导向，依据《大学英语
教学指南》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的
跨文化交际能力、独立学习能力
以 及 国 际 化 沟 通 能 力 ，结 合
Krashen 的二语习得理论及交际
法的教学原则，从英语教学实践
出发所设计的一种新型的大学
英语课外教学模式。它具有以
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依托英
语学习社，实现课内英语课程和
课外学区英语课程与活动的无
缝对接。为了解决学生薄弱的
听说能力，开设英语读书会、晨
读、英语角、周末影院、跨文化交
际讲座、英语口语大赛、大学英
语等级考试辅导等，丰富第二课
堂，增加语言应用的多环境。二
是对学生进行分层指导和针对
性教学。对英语基础比较弱的
学生，以趣味性的活动为主。对
学有余力的学生，主要开展阅读
原版名著的读书会、戏剧角色扮
演，并请外教为他们开设“Read-
ing Aloud”和“Public Speaking”
等学区英语课程，开发符合学情
的校本教材。三是实现学习社与
项目指导教师的积极配合。学区
英语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教师的精
心指导与教学的设计，师生互相
协作，形成合力，整合最具优势
的资源，形成中教、外教、学习社
学生、留学生为一体的英语学习
圈。四是考核多层跟进。学区
英语在课程教学形成性评价中
占 10%，同时在学区英语中获得
考核合格的学生，获得课外素质
学分 1 学分，并且优先获得学区
英语比赛的资格，这样学生的积
极性大大提高。

学区英语积极创设语言使
用与体验的多环境。教育的原
点是育心，育心的本质是育脑，
大脑喜欢多感觉的世界、更多触
角和更多体验的感觉。学区英
语教学能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学
以致用，不断转化成能力，提升
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国际化视
野。学区英语能实现教育的升
级与回归，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
了不教，是让学生学会学，培养
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是教育中
的重中之重。

【本文系温州大学重点教改
项目“非英语专业学生国际化能
力提升的策略与评价机制”（项
目号：15JG04）的阶段性成果】

可尝试推行
学区英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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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明教授与团队博士生研讨项目进展。 赖鸿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