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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

表、著名爱国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民建先贤刘靖基

诞辰 120周年。这位爱国实业家曾经创办常州大

成纱厂、上海安达纱厂，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

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发还资金，他号召海内外工

商业者集资 5700多万元，创办全国第一家民营企

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并以 80岁高

龄出任上海市国际投资信托公司董事长。

刘靖基（1902 年—1997 年），又名刘伯寅，出

生于江苏常州，原籍江苏靖江。6 岁就读私塾，

1911 年，转入县城西郊初等小学。那年正值辛亥

革命，少年刘靖基参加学校的“童团”，拿了小旗

帜上街游行，庆祝辛亥革命的胜利。12 岁时刘

靖基考上了武进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接受新式教

育和新的思想。1916 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二工业

专科学校。该校的前身是清政府官立中等工业

学堂和江苏省铁路学堂，1912 年 5 月合并成为江

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设土木、染色、机织三科，

学制四年。学校设在苏州，刘靖基学习刻苦，刚

读完一年就病倒了，不得不回家休养。不幸的

是，这一年他父亲病逝，刘靖基只能辍学就业。

1918 年秋，刘靖基经人介绍到上海，入宝兴

长总号当练习生，拜著名实业家刘柏森为师。宝

兴长号是刘柏森创设以经营燃料、纱、布为主要

业务的商号。刘靖基勤勉好学，加上天资聪颖，

很快掌握了经营的技能，深得刘柏森赏识，半年

后转为正式职员。1919 年至 1923 年，刘靖基被

先后派往刘柏森所办的纺织企业——苏纶纱厂、

宝丰纱厂、宝成纱厂任职。当时，因受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纱价大跌，国内

纱厂损失惨重。为了挽回纱厂的损失，1923 年，

刘柏森派遣刘靖基驻汉口的宝成纱厂收花处，任

命其为该处的副主任。一年下来，收花处为企业

获得不少利润，刘靖基也因此得到奖励。

创办大成纱厂

在创办大成纱厂之前，1924 年，刘靖基尝试

着自己投资企业，开设上海裕靖工厂，自任经理，

因市场不景气，经营不下。1925 年，他又回到苏

纶纱厂，此时的苏纶纱厂已为严裕棠所接办，刘

靖基任该厂营业主任，主要负责市场营销，直至

1930 年。

1930 年 2 月，刘国钧（刘靖基族侄，但年龄长

于刘靖基 15岁）获悉常州大纶久记纺织公司欲盘

出，有意收购，但资金存在缺口，诚请刘靖基共同

收购接办。由于刘靖基在沪经营与银行界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于是，他俩集合 50万元资本，接办这

个有上千名职工的大型纱厂，改称为常州大成纺

织染公司，刘国钧任经理，刘靖基任协理。刘靖基

主要在上海负责营业所，那时他才 28 岁，但已经

跻身实业界。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刘国钧、

刘靖基的交往：“1931年 8月 31日，星一，偕朴奇招

李升伯、刘国钧、刘靖基功德林午餐。”这说明黄炎

培与刘靖基很早就认识。在经营大成纱厂期间，

刘靖基也赴日本考察过纺织业。

刘国钧、刘靖基经营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

以厂房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 40 万元作流动

资金，将其中 12 万元用于检修和更新设备。开

工后，生产、销售比较顺利，到该年底盘结，盈利

达 50 多万元。1932 年，大成纱厂添置丝光车、烘

燥车、轧光机等印染设备，逐步向专业化印染厂

过渡。1934 年，又添置生产灯芯绒的机械设备，

经过试车成功生产出国产灯芯绒。大成纱厂成

为 民 族 棉 纺 织 工 业 中 最 早 生 产 此 类 产 品 的 厂

家。到了 1936 年，大成公司已发展为 4 个厂，其

中常州 3 个厂，汉口 1 个厂，资本增加到 400 万

元，纱锭由 1 万枚增加到 5 万枚，日产纱布达 5000

余匹。经济学家马寅初颇有感慨地说：“像大成

这样 8 年增长 8 倍的速度，在民族工业中实是一

个罕见的奇迹。”

成功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一般都注重企业经

营管理，大成纱厂的特征是营造和谐的劳资关

系，劳资关系处理得好有利于生产，有利于产品

质量。大成纱厂的职工大多数是常州本地人，为

了解决职工后顾之忧，大成纱厂办食堂、建宿舍，

开办子弟学校、保健站、卖品部、休养所，还按照

当地习俗建造功德堂，有贡献的员工去世立碑入

堂，老年员工去世开追悼会，并购地置办大成公

墓；还办集体婚礼，改革婚嫁陋习；对于员工子弟

中的优秀后生，还由公司直接吸收当练习生。

1934 年，某报记者曾经对大成公司进行采访后写

道：“大成公司工厂对于工人，工作上严格要求，

加紧训练，生活上注意工人之道德修养，尽量体

恤工人之生活，不惜巨资，力谋工人之福利，业已

举办者，有单身女工寄宿舍、单身男工寄宿舍、工

人家庭宿舍、工人补习班、工人子弟学校、工作训

练班、工人膳堂，娱乐室、运动场、男女浴室、公共

礼堂、医院，甚至公墓，亦已办成。还筹办了托婴

所、幼稚园等。”大成纱厂从未发生过工潮，这是

大成纱厂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标志。

1937 年 11 月，日军入侵常州，大成一、二、三

厂遭到日机轰炸，尤其是二厂被炸成废墟，损失

惨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发展难上加难，刘

靖基在夹缝中求生存，重心移向上海，利用租界

的特殊条件，创办安达纱厂。

创办安达纱厂

刘靖基和刘国钧原本设想大成纱厂在内地

再建造一个纺织厂，然而因为战事，向洋行定购

的瑞士利妥纱锭无法运至内地。时间紧迫，于是

聘请英籍的印度人安诺出面申请，在香港注册，

获批在上海租界开设纱厂。这个厂就是安达纱

厂，“安达”即为安全地把这批纺织设备运到了上

海。刘靖基的岳父吴镜渊给安达纱厂支持了一

部分资金，吴镜渊曾任中华书局董事长，在大成

纱厂也当过一任董事长，他的支援，给刘靖基增

加创办企业的底气。创办初期的安达纱厂，刘国

钧为总经理，刘靖基为经理，厂址选在上海铜仁

路中华书局印刷厂原来的厂房，员工主要是原来

大成纱厂的员工，设备、技术人员也都一应俱全，

没几年就运作得非常顺利，开始盈利。

抗战胜利后，安达纺织公司股本作调整，刘

靖 基 成 为 大 股 东 ，任 总 经 理 ，刘 国 钧 任 经 理 。

1946 年，刘靖基任全国第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常务

理事期间，为民营纱厂税收和棉花联合采购等问

题大胆向当局提出建议，受到同业的拥戴，成为

棉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1947 年，刘靖基投资南

京江南水泥厂，任常务董事。同年，当选为上海

市商会理事、常务理事。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国

纺织业联合会换届，刘靖基凭借在棉纺业的实绩

和威望，当选为该会常务理事，同时又出任苏浙

皖六区棉纺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

尽管当时刘靖基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但是

他的根基在企业。临近上海解放时，他所投资的

企业已达万人。说起企业的创业史、奋斗史，刘

靖基曾经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是在夹缝中求生

存，虽然专心经营业务，有时也发展，但很不稳

定。”他举例，日军占领时期，因拒绝与侵略者合

作，损失了常州企业共 600 万元。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实行棉花统购统销，硬是要压垮民族

工业。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实业救国的梦是

不可能实现的。

1948 年，刘靖基去香港考察是否有设厂的可

能，与黄炎培再次相遇。当了解到中共保护民族

工商业的政策后，刘靖基心里安定下来，于是搭

乘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返上海。刘靖基一回

到上海，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某

日，刘靖基忽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

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大陆并送来机票。此时，

刘靖基留在大陆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

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

便悄然折回躲进医院，迎接上海解放。这一选择

成为刘靖基走向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刘

靖基在 90 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理

想实业救国，但是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

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选择。”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6 月 2 日，上海

市军管会、市政府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集金融

工商产业界的茶会，刘靖基被邀请参加。在会

上，上海市市长陈毅讲到中共“恢复生产、繁荣经

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表示“希望

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共

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

话绝对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

很激动，在会上即席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

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

1950 年 2 月 6 日，上海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

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刘靖基默默地从国

外调回 20 万美元来恢复生产。为了帮助工商界

正确对待工人群众和正确处理劳资关系，中央在

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刘靖基因为在处理

企业和谐关系上颇有体会，以顾问的名义参加会

议。会议期间，刘靖基积极建言献策，协商解决

劳资纠纷的对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

导的接见。回到上海后，刘靖基汇报传达会议情

况，宣传中央的经济和劳动政策，为上海私营企

业劳资关系起到稳定作用。不久，上海市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上海市政协前身）成立

劳资关系委员会，刘靖基被推为主任。同年 6

月，刘靖基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会议

前夕，毛泽东邀请刘靖基等人前往中南海寓所聚

餐，并在门前热情接待他们。席间，当毛泽东了

解到刘靖基是搞纺织工业的，亲切地对他说：“你

们跟共产党合作，是有希望的，有前途的。”毛泽

东鼓励他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

刘靖基深受教育，毅然决定：把当时存放在香港

的设备、物资和外汇，陆续调回；把在瑞士定购的

新机器设备全部运沪安装，前后共计 66 万美元；

在浦东北蔡建造安达纱厂新厂，该厂后改为上海

国棉二十八厂。

1951 年 11 月 16 日，刘靖基经施复亮和盛丕

华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 年底，刘靖基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

界和平大会。

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

1979 年 1 月 17 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胡厥

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 5 位工商界

元老，就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在四化建设中的作

用和落实政策问题听取意见，并说：“落实政策

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

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

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

人要用起来。”

不久，华夏大地出现了 3 家有原工商业者创

办的企业。1979 年 9 月 22 日，在上海，工商界人

士集资创办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由刘靖

基领衔。同年 10 月 4 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由荣毅仁领衔。1983 年 5 月，

在香港，成立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当时注册

名为紫光实业有限公司），由王光英领衔。爱建

公司是其中最早成立的公司。

1979 年 6 月，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期

间，以刘靖基为代表的 9 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向

大会提交“筹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的建

议”，得到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和支持。爱建公司筹备时间只有短短 4 个月，按

照预定计划，集资目标人民币 5000 万元，而实际

认款额为 5300 万元，后又增加到 5720 万元，认款

的海内外人士达 1000 多人。同年 9 月 22 日，上

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成立，刘靖基出任董事

长和总经理。

刘靖基秉承“爱国建设”理念，为改革开放初

期的上海经济发展和安排回城知青起了积极的

作用。爱建公司创立初期的业务分为四大块，房

地产、金融信托、实业投资和对外经贸，开创了上

海最早的高标准高层侨汇房，与纺织局合资创办

了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

司，在闵行开发区创办了第一家独资企业环球玩

具有限公司，促成了董浩云、刘浩清与上海锦江

集团合资创办上海锦江航运公司。

刘靖基以坦诚的胸怀做党的诤友，为党和国

家的大政方针进言献策。他提出的“加快上海对

外开放，按照深圳特区的经验进一步开发上海”

“下放引进外资的审批权”“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

和投资环境”和“创办上海航空公司”等建议，都

得到政府采纳并以实施。刘靖基还以上海市投

资信托公司董事长身份 2 次赴国外募集资金，一

次是 1986 年 1 月率团赴日本东京主持发行 250

亿日元公募债券，另一次是 1988 年 6 月赴英国伦

敦主持发行 150亿欧洲日元债券。

从刘靖基创办企业的三部曲可以看到老一

辈实业家、企业家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在他

的身上体现着以“爱国、敬业、诚信、进取”为内核

的企业家精神，是新时代民营企业家学习的典范

和楷模。

（作 者 系 上 海 市 工 商 业 联 合 会 原 调 研 员 、

研究员）

谷霁光（1907 年—1993 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镇

景泉村，家境较为殷实。1929 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次

年转到历史系就读；1933 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36 年，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至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38 年，

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1945 年，到国立中正大学任教；1958

年，调到江西大学任教。历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江西大学

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江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名誉

主席等。1951 年 11 月，谷霁光加入民盟，曾任民盟江西省委

会主委，民盟中央委员、参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江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诲人不倦、甘为人梯的教育家

1933 年，谷霁光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投身教育事

业，20 世纪 40 年代在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管理工作。到江西任

教后，长期担任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教育厅副厅长、校长

等职。他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

人民的教育事业。如他曾经就怎样使学校上层次问题发表过

独到的看法，他说：“一个大学应当有一批名教授、名专业，培

养出众多的名学生”“高校要抓好教师队伍、教材建设、科学研

究三件大事。”他常说：“教学是基础，科研是主导，教学促科

研，科研提高教学，二者互为因果，而其中的关键又是教师”。

身为学校领导，他既以此律己，也以此教人，几十年如一日，身

体力行，未曾松懈。

谷霁光的学生数以千计，而登门求教或来函提问的，为数

更多。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经常一谈

数小时，一信百千言。一年的信件，不下数百封。对送来的文

稿，他更是认真批阅，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提出意见，直到文

章修改到满意为止。1979 年，江西省水电工程局工人朱道清

携自撰的 80 万字《中国史通志》书稿请教谷霁光，谷霁光不仅

没有瞧不起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研究者，还称朱道清是个奇才，

夸赞朱道清是一个从没有上过学堂，却又精通中国历史、哲学

和古代水利史的饱学之士。

谷霁光对学生们的指导教诲，注重基本功，强调循序渐

进，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和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并要求

有自己的创见，解决历史上的疑难问题。同时，注意因材施

教，既帮助解决理论上与专业上的障碍，又指出前进与奋斗的

目标，在治学方法上有一系列辩证施教的思想，使学生们受益

匪浅。谷霁光上课极为认真，深受学生欢迎。他常说：“上课

是非常严肃的工作，不可些微有误，害人子弟。”学生们曾说：

“谷教授常为我们批注修改文章，有时候万把字的文章，他老

人家可以写出一二千字的修改补充意见……”谷霁光甘当人

梯，把一批批年轻学人送上史学研究的前沿。

学生周銮书回忆说：“谷老是我的恩师，我 1953 年开始做

谷老的助教。他对我们的要求真严，要求我们没有心得，万勿

发议论。为此，我们写文章，大都要修改五六次。我有一篇文

章，谷老竟要我反复修改了十四次……先生强调史德、史才、

史识的辩证关系。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德、才、识缺一不

可。并告诫：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同时，要有广博厚实的综合学科基础，要甘于孤独、甘于寂

寞、甘于坐冷板凳。切忌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浅尝辄

止。我们得益匪浅。”学生左行培回忆：“谷霁光先生常对我

讲，上讲台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讲台上，不可讲得不好，更

不可有些微错误，以免误人子弟。因此，我第一次上课的讲

稿，他亲自审阅了六七次。就在上讲台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办

公室还陪着我，要我反复修改，熟悉讲稿，并一次一次试讲，直

到深夜十二点钟。这些情景，今天还清晰记得。”

“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

谷霁光从事历史学研究长达 60 多年，且有很长一段时间

兼任教育管理领导职务，他对时间抓得特别紧。他常对身边

人讲：“智慧加勤奋，乘以时间，等于成就。”当然谷霁光关于珍

惜时间最有名的名言是：“要在研究上作出成绩，在工作上取

得成就，一定要在八小时以外奋斗终身。”他说：“用什么态度

和方法从事工作，各个时代的原则和方式都不同。封建社会

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资本主义社会是八小时工作制，八

小时之内资本家剥削已经很残酷，八小时之外不给工人自己

支配，人都累死了还去剥削谁呢！社会主义完全是崭新的事

业，人民当家作主，大家自觉工作的热情很高，人们常常在八

小时之外，为工作努力不懈。我们搞科研，搞教育，一定要把

八小时以外全部精力贡献出来，应研究八小时以外如何搞好

工作的问题。俗语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要珍惜每寸

光阴，否则，出不了成果。比如一个医生，面前站着许多病人，

八小时之内忙完了，八小时以外不去考虑临床经验，他就只能

看好一部分病人，在科研上会无所成就。早年，我在清华大学

做学生、当助教达七年之久，只看过梅兰芳、程砚秋两次戏，看

电影也是半年只看两三次，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习和研究。

后来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的七年也是如此，白天八小时不离研

究室，晚上还坚持工作四小时。有人说：‘你的成绩不是凭聪

明搞出来的，而靠的是勤奋。’这话不错，我聪明才智不如人，

只好靠勤奋来补偿。目前，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之所以受到党

和人民的尊重，都是在八小时以外奋斗不息搞出了成就的结

果。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几十年如一日。这一条很重要，一定

要坚持下去，才能作出更大成绩。”

1984 年，他患病以后，大家都劝他应以休息为主。他却

说：“学人不治学，虽活犹死。”依旧读书作文，没有间歇。他自

嘲地说:“至于我，写文章是小农经济，经不住灾害，抢收抢种，

一季到手就算数，只要一息尚存，决不荒废。”并补充道：“哀人

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可见他对时间看得很重很重，抓得

很紧很紧。

信念坚定、忠诚担当的民盟盟员

1951 年 11 月，谷霁光光荣地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是谷

霁光人生又一重要转变。此后四十多年，谷霁光既用心于教

书育人，又专心于学术研究，同时还积极投身盟务工作，对江

西民盟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9 年 7 月 6 日至 12 日，民盟江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

开，出席会议的 71 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谷霁光为主

任委员。此后，谷霁光分别在 1963 年 2 月、1980 年 6 月、1984

年 6 月召开的民盟江西省第五次、六次、七次代表大会上连续

当选主任委员。谷霁光担任民盟江西省委会领导人前后累计

时间长达 25 年，除“文革”期间，民盟各项组织活动出现过停滞

外，江西民盟的各项工作总体上在不断地发展进步。

1980 年，《江西盟讯》复刊，谷霁光非常高兴，欣然为该刊

物撰写了一篇复刊词——祝《江西盟讯》复刊。他在复刊词中

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流露出一个盟员对自己组织的热爱和

忠诚。他在文章中说：“历史条件形成了盟作为党领导下的一

个民主党派组织，也逐渐规定了他的性质与任务，这都不是以

人们的主观想象或主观愿望所能办到的，而是客观历史条件

的必然发展。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

道路，得一跟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时期，祖国在召唤，党在号召，民

盟又怎能中途退出，早卸仔肩！”“即使是十年动乱时期，盟员

无论在城市或在乡村，学习和工作，也仍然是一步一个脚印

的，盟员一心向往党，一心向往社会主义，对盟也会时萦于怀，

此情此景，记忆犹新。一旦党中央拨乱反正，盟组织的恢复、

发展也很快，经历过崎岖坎坷，更加珍重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今日盟员，温故知新，豪情满怀，都想要竭尽绵薄，为社会主义

大厦添砖加瓦，此情此景，又何等动人心弦！”

谷霁光利用《江西盟讯》复刊的契机，教育全省盟员，要学

习、研究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党在各个时期的方针

政策及其理论原则，要贯彻到各项工作和业务中，都有着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动的艰巨过程，都有着实践、认识、再实践、

再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要把学习、研究和宣传融合在一起，

对党的方针政策学得深、学得透，执行起来也就生气勃勃，卓

有成效。

针对盟员学习认识上的差异，谷霁光利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观点，敏锐地指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容许共鸣之中有争

鸣，争鸣之中求共鸣。共鸣是政治上根本一致的表现，争鸣乃

是认识上暂时差异的反映。”他提出，要提倡各自思考、各抒己

见，同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党的原则精神办事，按

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办事。由此可见，谷霁光念兹在兹的仍

是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民盟的作为担当。正是基于

此，他告诫盟员，要加强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他在文章中说：

“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经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宝贵，

个人的体会也很深，今天讲‘四化’，为‘四化’服务，得更加重

视这条经验，在新的形势下，还应该提出新的要求。”“在我们

老一辈当中，应该说更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自我

教育、自我改造。”

以知识和学养服务国家、奉献社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

命和担当，也是谷霁光一以贯之的情怀和风格。20 世纪 90 年

代，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兴起，古村古镇这种承载着历史内涵

的载体前景堪忧。1991 年，85 岁高龄的谷霁光对学生、时任中

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銮书谈了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的

保护问题。谷霁光说：“多年的战乱，将许多有价值的村子毁

坏了，这个村子能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文物古迹那么多，是一

个活的历史博物馆，值得我们珍视。同时，流坑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中国封建社会那么长，这种一村一姓延续千年不变的

村落，就是它坚固的根基。我们应该解剖它的封建土地制度、

小农制度、宗法制度、科举制度、宋明理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流坑村是一个典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首先解剖商

品，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细胞，从细胞入手，最终才把问题搞清

楚。我们研究封建主义，必须从解剖村子开始，村子是它的细

胞，过去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应该补救。今天，我们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将流坑这类村子搞

上去，同样是需要花大力气认真研究的课题。”在谷霁光的鼓

励下，周銮书深入流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千

古一村——流坑历史和文化的考察》，为流坑的古村落文化保

护及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谷霁光人文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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