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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办厂，
走上实业报国之路

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观摩日本第五届国
内劝业博览会，对其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进
行了考察，亲身感受到明治维新带来的日本社会
发展。这一时期张謇写下的《癸卯东游日记》详
尽记录了此行的所见所感，后来这本日记由南通
州翰墨林书局印行，成为晚清重要的域外游记。

如今，透过泛黄的纸张、略有残损的书页，
我们仍能感受到密密麻麻的铅字背后，张謇亲
睹日本强大后愈加迫切的救国济民心理。博览
会上，日本“聚其国内所产制物品，分列农业、园
艺、林业，水产，矿冶，化学，工艺，染织，工业制
作，工艺机械，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美术及美术
工艺为十门”，展现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幼
稚园到小学、中学、高中的完整教育体制已经形
成，学科设置注重均衡发展，工业学校的细菌室
里，购自德国的显微镜“可自五十倍至一千三百
十五倍，以视极微茫之肺病了然莹澈”……在张
謇看来，“政府有知识能定趣向，士大夫能担任
赞成”，举国上下“孜孜矻矻、心慕力追”，是日本
明治维新仅30余年就天翻地覆的重要原因。

“东游日本期间，张謇‘实业教育迭相为用’
‘父教育而母实业’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他提出

‘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以儒家士
大夫‘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奔走在实业救国的
道路上。”杜嘉乐说。

事实上，早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
这位晚清状元就萌生了“跨界”办厂的念头。“和
约十款，几罄中国之膏血”，张謇日记里的这两
句话，书写时笔触格外顿挫有力，可见其椎心泣
血。几经奔走后，1899年，拥有2.04万纱锭的
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由于张謇是“文章魁首”，
大生纱厂便以“魁星”图案作为商标，当看到那
“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朴拙设计，参观者们忍
不住会心一笑。

博物苑珍藏的大生纱厂《厂约》和股票是中
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大生模式”的生动阐
释。《厂约》阐明了纱厂的办厂宗旨是“为通州民生
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规定了一套章法严明、系
统完善的规章制度。由张謇亲手书写的《大生机
器纺纱厂股票》是中国最早的股票之一，同样体
现了状元办厂的世界眼光：以招股集资的方式灵
活变通，“一介寒儒”走上了实业报国之路。

厂房鳞次栉比，荒凉冷清的唐闸变成兴旺
发达的工业区；纱厂车间里，自英国购进的新产
纺纱机有序运转；铺设铁道、疏浚河道，“大生”建
设起自己专属的水路运输设施和工具……南通
博物苑里陈列的一幅幅黑白照片，拼凑起“中国
近代第一城”南通的繁盛情景。杜嘉乐介绍，张
謇早就有了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自觉意识：纺
纱时剩下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于是开设了榨油
厂；油渣可以制作肥皂，于是建成了肥皂厂；面纱
需要用面粉来浆洗，索性建了面粉厂；在垦区
“就地取粮”建造颐生酿酒公司，颐生酒摘下意
大利万国博览会金奖……这条精密衔接的循环
产业链，令后人赞叹不已。

教育为本，
激励“人人肩上各自担起”

张謇在家中排行老四，老南通人习惯把他
称作“四先生”，“先生”亦是对师长的敬称。张
謇一生兴办或捐助了300多个不同学制、不同
门类的学校，创建了从学前到高等学校乃至特
殊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大多数南通人都曾在
张謇创办的学校里读过书——这一声“先生”，
张謇自然担得起。

“父教育而母实业”，以实业利润反哺教育，
教育在张謇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寄寓着他深厚的

家国情怀。“《马关条约》签订后，张謇在《条陈立国自
强疏》中这样反思：‘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知
识之本，基于教育。’他还提出，‘世界今日之竞争，农工
商之竞争也；农工商之竞争，学问之竞争也。’这样
的观点在当时不可谓不振聋发聩。”杜嘉乐说。

办学过程中，张謇时刻不忘将拳拳爱国之情
传递给学生们。1903年4月27日，由张謇亲手创
立的通州师范学校正式开学，在开校演说中，张
謇以宋代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激励学生，鼓励
他们为民族图强奉献力量。作为我国第一所独
立开办的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与南洋公学附
设师范院、京师大学堂附设师范斋一同被公认为
中国师范教育肇始的三大源头，张謇为该校确
立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也由此成
为泽被后世的精神遗产。

一幅幅珍贵的影像定格了我国现代教育事
业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断面：三两个通州师范学
校学生戴着斗笠奔忙于田间，这片农场专为师范
生进行农业实习而设，分为农艺、园艺、畜牧区，温
室、凉棚、鸡埘一应俱全；当地第一幼稚园里，凉
亭、秋千、草坪为儿童提供释放天性的空间；身穿
长裙、挽着发髻的师范女学生们正在练习洗濯、
烹饪，忙得不亦乐乎；纺织专门学校门口，悬挂着
张謇手书的著名校训：忠实不欺，力求精进——
想必也是张先生谋划实业时的一句自勉。

“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
之，以进德而继业……”在一面镌刻着张謇《家
诫》的石屏风上，我们读到了张先生希望子孙后
代勤于自勉、清白为人、永葆基业的良苦用心。
杜嘉乐说，201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特意
在首页位置登载了这段家诫，用来勉励党员干
部，堪称“警言流芳”。

造福乡梓，
将南通建成“人间的天堂”

在张謇看来，除了兴办实业、教育外，社会公
益也是城市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方面。杜嘉乐说，
张謇所指的社会公益，包括社会教育、慈善事业
等各个方面，“他希望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
境，使人们的素质不断地得到陶冶和提高。”

南通博物苑馆藏的“博物苑观览证”记录了
这座中国人创办的首家公共博物馆的悠久历

史。1902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的西侧建造了
一座植物园，供学生们作为实验场地。几年苦心
经营，张謇又将植物园建成为博物苑，设中馆、南
馆、北馆三座建筑，陈列历史文物、自然标本和美
术作品。室外的空间则建为花圃、假山、亭阁、水
榭、鱼池。一个“苑”字，道出了张謇的深切用心，
这里是中国古代苑囿与现代博物馆的结合，既有
民族特色，又有科学内容，乃文化荟萃之地。

“最初，南通博物苑是配合师范学校教学的
附属机构，但开放之后，吸引来的人越来越多，
各界人士纷纷涌入博物苑参观。张謇因此修改
了《观览简章》，制作了观览证牌，这件‘观览证’
保存至今，成为我国最早的参观门券。”杜嘉乐
介绍，从那时候起，南通博物苑就很好发挥了社
会公共教育的作用。另一件馆藏文物《南通博
物苑品目》见证了博物苑发展的脚步。地柏、蒲

葵、方足币、方首刀……这份编印于1914年的
目录上显示，当时博物苑的文物和标本，按照天
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分共有2973件之多。

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兴办博物馆只是张謇
在南通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一小部分。他这样
阐述实业、教育、慈善三者之间的关系：“窃謇以
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
而弥缝其不及时,惟赖慈善。”他把慈善事业看
做自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补充。

在南通博物苑的展厅内，老照片还原了张
謇在南通留下的桩桩义举：他主持建立了医院、
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栖流所、济良所、贫民
工场、聋哑学校、游民工厂等慈善公益机构。育
婴堂内，弃婴各得所养，婴儿养至7岁后，送入幼
稚园，然后再送进学校培养；设在南通城西门外
的栖流所，专收在社会上流浪的乞丐，传授其谋
生技能，使其自食其力；张謇在南通、东台、仪征三
地创办的贫民工场，收留盐区贫民，将他们分别
培养为木工、织工、漆工等。

杜嘉乐介绍，张謇兴办种种社会慈善机构，
基本都由自己出资，1912年他过完60岁生日后，
拿出了朋友们送来的贺寿之金，在南通城南兴办养
老院，收养大批生活无着的孤寡老人。养老院建成
后，建设费用和日用开销全部由他一人承担，甚至孤
老们去世后的棺敛安葬，也由张謇出资料理。

在张謇的主持下，南通社会和谐、安定祥
和。当时的一篇英文版张謇传记这样描述南通
的情景：“美国的流浪汉、欧洲的醉鬼，这些街头
熟悉的身影和其它令人不快的事情在南通州是
没有的。这里的工厂、农垦工程、公路建设项目
有效地吸引了所有的劳动力，而余下的老弱病
残则被张謇帮助设立的慈善机构很好地照顾起
来了。”日本人内山完造将南通形容为“理想的
文化城市”，《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评语赞
南通是“人间的天堂”。

濠南别业里，一副张謇手书的对联引起参
观者久久凝望：“贵贱无常，惟人所速；日月可
爱，忽去便过。”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时光流逝的
不舍。既是岁月不居，不如闻鸡起舞——对今
天的人们来说，传承先生身上的爱国情操、实干
精神、奉献意识，便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本报记者 冯圆芳 于 锋

在文物中，寻觅张謇的家国情怀

11月12日，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
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总书记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
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言犹在耳。来到位于濠河之滨的南通博物苑，张謇塑像立于庭院中央，神态坚毅果
决、踌躇满志；两株先生手植的藤萝仍绿意盎然，恰似其不泯的风骨。在南通博物苑苑长杜
嘉乐的引领下，我们透过一件件珍贵的馆藏文物，再度走进了那段传奇的历史。

今年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李瑞清逝世
一百周年。近日，由南京大学和南京博物院联合
主办的“墨韵梅香——纪念李瑞清先生逝世一百
周年书画文献展”在南京大学博物馆隆重开幕，
展出李瑞清先生及其师友弟子的书画、文献作品
160余件，展现其艺术成就与学术风采。

李瑞清（1867－1920）,现代美术高等教育
的先驱、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他在两
江师范学堂办学7年，致力于整顿教务、学风，
延聘中外师资，改革学科和课程建制，创设图画
手工科，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李瑞清也是清
代碑学书派集大成的代表和现代“金石书派”的
开拓者，他的书学和书艺博大精深，门下弟子如
胡小石、吕凤子、张大千、李健、汪采白等多有成

就。晚年，李瑞清定居上海鬻画，与黄宾虹、吴
昌硕、曾熙并称“海上四妖”。他对南京感情深
厚，去世后归葬于南京牛首山。

“李瑞清先生于1906—1911年任两江师范
学堂监督7年，堪称南京大学的‘老校长’。”南京
大学博物馆馆长史梅介绍，南大118年的校史肇
始于两江师范学堂，历经了沧桑巨变，两江时期
的教育传统依然是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南大鼓楼校区老图书馆楼前，那块由李瑞
清题字的“两江师范学堂”魏碑体石匾依然保存
完好。李瑞清提出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后
来成为南京大学校训的渊源，与“俭朴、勤奋、诚
笃”的校风一起，奠定了南京大学的精神根基。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授说，作为
教育家，李瑞清不仅学识才华出众，其人格和师
德更是垂范当时。他少慕文天祥和史可法，事
亲至孝。在主持两江师范学堂期间，他多次资
助、保护学生，教育英才，履践了公义大行。

前年，南京大学博物馆成功举办“胡小石和
他的时代”书法文献展。胡小石是李瑞清的弟
子，从那时起，南大图书馆、博物馆、文学院的学
者们萌生了策划一个纪念老校长李瑞清的展
览。虽然南京大学关于李瑞清的书画收藏有
限，但很快得到了南京博物院以及国内著名收
藏家、书画家、南大校友的鼎力支持，最终征集
到公私收藏的书画、文献160多件（册），这才有
了这次“墨韵梅香——纪念李瑞清先生逝世一
百周年书画文献展”。

“墨韵梅香”展览分为七个单元，“求篆于
金”“求分于石”“纳碑入帖”“金石入画”主要呈
现李瑞清的书法、绘画艺术；“两江笔墨”“梅庵
弟子”呈现李瑞清的师友、弟子的艺术与学术风
采；“梅庵遗著”重在展现李瑞清的学术风采。

徐兴无教授介绍，从此次展出的珍贵藏品
可以看出，李瑞清主张“书学先贵立品”“学书尤
贵多读书”，以培养情操、读书治学和师法自然
作为艺术创作的美学根基。他继承清代碑派书
学的传统，临习金文、汉隶、魏碑，“求分于石，求
篆于金”，形成了雄浑苍劲的艺术风格。他的书
法成就不仅在于书艺，更在于书学，通过治经之
法和眼观手摹，李瑞清将清代学术和近现代学
术自觉用之于书法理论和实践。

展览期间，南京大学还举办了“纪念李瑞清
先生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思想研讨会”“跟着教授
看展览”以及一系列讲座，从多个角度展示李瑞
清的书法艺术和学术思想，让人们走近和了解
这位百年前的著名书法家和教育家。

本报记者 于 锋

用这场展览，
南大向“老校长”致敬

大生机器纺纱厂股票

南通博物苑品目

张謇《癸卯东游日记》 观众参观展览。本报记者 陈 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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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点
法治统筹建设论略 ⋯⋯⋯⋯⋯⋯⋯⋯⋯⋯⋯⋯⋯⋯⋯⋯⋯⋯⋯⋯⋯ 黄永忠
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破解国家治理难题的功能分析 ⋯⋯⋯⋯⋯ 池忠军 刘乐乐
●学员论坛
确保就业形势稳定的着力点 ⋯⋯⋯⋯⋯⋯⋯⋯⋯⋯⋯⋯⋯⋯⋯⋯⋯ 张宏伟
加快创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药应对体系 ⋯⋯⋯⋯⋯⋯⋯⋯⋯⋯⋯ 胡孔法

●党建视野
涵养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 ⋯⋯⋯⋯⋯⋯⋯⋯⋯⋯⋯⋯⋯⋯⋯⋯⋯ 刘乐明
让基层统战工作更细更实 ⋯⋯⋯⋯⋯⋯⋯⋯⋯⋯⋯⋯⋯ 中共泰州市委统战部
领导干部要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 王明华 黄红平
●经济广角
新时代生产劳动的演进趋势 ⋯⋯⋯⋯⋯⋯⋯⋯⋯⋯⋯⋯⋯⋯⋯⋯⋯ 钱 钢
海南自由贸易港方案的启示 ⋯⋯⋯⋯⋯⋯⋯⋯⋯⋯⋯⋯⋯⋯⋯⋯⋯ 丁 宏
深化江苏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 严 静
全域旅游：苏北县域发展新引擎 ⋯⋯⋯⋯⋯⋯⋯⋯⋯⋯⋯⋯⋯⋯⋯⋯⋯ 陆媛春
●社会建设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 陈 燕

“四化”同步打造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 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政法委
新时代江苏文化养老高质量发展论析 ⋯⋯⋯⋯⋯⋯⋯⋯⋯ 马 岚 张子彧
●基层探索
坚持人民至上 全面决胜小康 ⋯⋯⋯⋯⋯⋯⋯⋯⋯⋯⋯⋯⋯⋯⋯⋯⋯ 商建明
构筑县域发展新优势 ⋯⋯⋯⋯⋯⋯⋯⋯⋯⋯⋯⋯⋯⋯⋯⋯⋯⋯⋯⋯⋯ 张 坤
突出问题导向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 薛 永
为民营企业发展装上“红色引擎” ⋯⋯⋯⋯⋯⋯⋯⋯⋯⋯⋯⋯⋯⋯⋯ 刘 森
●文史长廊
唐代出访使臣及其贡献 ⋯⋯⋯⋯⋯⋯⋯⋯⋯⋯⋯⋯⋯⋯⋯⋯⋯⋯⋯ 方亚光
中唐名臣杨炎的悲剧 ⋯⋯⋯⋯⋯⋯⋯⋯⋯⋯⋯⋯⋯⋯⋯⋯⋯⋯⋯⋯⋯ 赵映林
●环球经纬
危机管理中的世界卫生组织 ⋯⋯⋯⋯⋯⋯⋯⋯⋯⋯⋯⋯⋯ 马 勇 蔡雨欣
超越地缘政治的中国智慧 ⋯⋯⋯⋯⋯⋯⋯⋯⋯⋯⋯⋯⋯⋯⋯ 朱瑞杰 王少林

注销公告
江苏省机电设备交易中心依

据《关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
位改革的实施意见》（苏办〔2018〕
23 号）和省委常委会第 70 次会议
精神、《关于江苏省招标中心（江苏
省机电设备交易中心）改革方案的
批复》（苏事改〔2020〕1 号），经举
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 2020 年 11 月
19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权债务全部由江苏省
招标中心有限公司（企业，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号 为 ：
91320000134750085T）承担。

特此公告
江苏省机电设备交易中心

2020年11月19日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九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

议，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00
在南京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审议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新能源

项目股权（资产）的议案。
二、出席资格
截至2020年12月3日在华泰证券南

京草场门营业部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三、参会登记
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于2020

年 12 月 4 日中午 11:30 前将参会回执
函寄（以收到为准）或传真至本公司，办
理参会登记。

公司地址：南京市鼓楼区幕府东路
8 号，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综合运营

大楼14层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210028
联系电话：13601465806

17761725177
传 真：025-86735200
联 系 人：刘晓丹 吴晗
四、其他事项
1.会议地点：金陵江滨酒店
地 址：南京市建邺区扬子江大

道万景园路8号
2.如委托代理人出席须持授权委托

书及股权证明方可出席本次会议。
3.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

食宿费自理。
4.参加会议的人员应佩戴口罩、持

苏康码绿码、测体温进入会场，会议期
间注意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特此通知。
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9日

关于召开江苏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