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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第3期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定位西北办学思想与抱负的形成①

姚　远

摘　要：由南郑区、昆明区、四川区三大战时高等教育基地的形成和从“点线大学”向

“面的大学”的转折切入，梳理了抗战时期国立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立足西北，融汇世界

办学思想的形成。认为西北联大“尤负西北文化重责”“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的思

想，西大“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文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的思想，西

师 “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的思想，西工“奠立西北工程教育之基础”的思

想，西农负起“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的思想，西医“以

培植医学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的思想，渐成一种战略责任与使

命，在教化一方、为西北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实践中发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西北

文化也影响了其办学宗旨与发展方向，形成双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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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特色是一切事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特色会时过境迁，不复存

在，但区域特色却很难失去，几乎像是与生俱来

的胎记，相伴终生。虽说大学并非自然—地理环

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所直接赋予，但这种环境毕

竟提供了它生存的氛围、物质材料、文化营养，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发展的趋向、规模和

色彩。尽管科学日益国际化，已根本不存在“美

国数学”和“中国数学”之分，但当科学和教育

日益转化为一种文化，就会带有地域特色。无论

一所大学地域性发源特点的现代价值如何，但当

我们追溯其源流而上时，却总发现它是当地区域

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追寻平津四校一院经由西安临大—西北联

大千里大迁徙的足迹，寻根问祖，溯流而上，聚焦

在其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时刻，我们发现，它已华丽转身，“成为西北自身

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教育机关”，同时也化为西

北文化的一部分②。但是，它承载了我们太多的记

忆，承载了中华民族文脉的传承和否极泰来的历史

轨迹，特别是承载了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先贤们筚

路蓝缕、披荆斩棘，拓荒西北高等教育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高远追求，是我们今天复兴中华文明的重

要借鉴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国立西北联大：“尤负西北文化

重责”

按1938年划定的战时西北联大社会教育区，

覆盖豫、绥、陕、甘、宁、青、新等七省区的辽阔

范围，几占大半个中国。抗战期间形成南郑区、昆

明区、四川区三大高等教育基地，又有“三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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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即陕南古路坝、重庆华西坝、重庆沙坪坝之

说③，“俨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堡垒”④。这既

表明，战时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新格局的形成，

也表明战时高校办学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区域定位。

就国立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西北的分布来说，

姜琦认为⑤：这标志着“由‘点’‘线’（大河流

域或铁路沿线）的大学转变为（西北）‘面’的大

学”，将“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等

教育机关” ⑥，从而实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由东

部向西北部的一次战略性展布。

西北联大各后继院校联合成立的西北学会及其

创办的《西北学报》发刊词，就此定位作了颇具气

势的表述⑦：

“号称世界六大文明古国之埃及、巴比伦、

印度、墨西哥、秘鲁，早为时代波浪所捲没，现今

唯有中国，遗绍千古。次起之希腊、罗马，虽煊

耀一时，为欧美近代文化之开宗，但遭蛮族之摧

毁后，已成为历史上之名词矣。中华民族确有其伟

大，似长江发源极西，汇合众流，穿岭渡峡，浩浩

荡荡，长流不息，注泻东海，而保持五千年之悠久

历史，占据一千一百七十余万方公里之土地，并拥

有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口，此为黄帝子孙历经奋斗之

成绩，亦为世界上仅存之硕果，是中华民国负有延

续人类文化之使命与拨乱世、拯万民、见青天之重

责，现虽正为自身挣扎、抵御强暴、奋发图存而努

力，然并未忽略人类维持正义，为世界图谋和平之

使命，负重致远，振古如斯。”

这是放眼世界文明，来看中华文明在整个人类

文明中的独特性和所肩负的重大责任。然后，其笔

锋转向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大西北。

“中华民族发祥于西北，而延扩于全境，中华

文化，发轫于西北而移向于东南，是西北在时间上

曾占重要地位，西北地形，有高屋建瓴之势，历代

政变与革命，多由于控制西北而成功，西北面积，

就陕甘宁青新五省言，广袤三百二十余万方公里，

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若包括晋北、绥蒙于内，则

有五百余万方公里，几占全国面积二分之一。自魏

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势力内侵，政治经济中心南

移，东南开辟成为富庶之区，随之，文化中心亦向

南移，所谓西北，渐失其重要性，尤其自欧美势力

侵入，关津大开，沿海各省，交通发达，因而工业

勃兴，经济繁荣，西方文化竟风靡中土。西北各

省，以地处内陆，交通艰阻，浸至生产落后，文化

衰微，所谓大西北，愈荒凉不堪。”

“但西北幅员辽阔，蓄藏丰富，凡高瞻远瞩之

士，率皆知其于国防上、经济上之重要，故自清末

以至抗战前，开发西北之呼声，建设西北之计划，

不一而足，然洵以事实困难，未得实现。迨至抗战

军兴，半壁河山，沦为敌有，政治经济中心复向西

移，西南西北，不特为支持抗战之根据地，且为争

取胜利、复兴国族之原动力。”

基于此，遂有“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

声。著名教育史家姜琦就此指出⑧：

“所谓‘开发西北’或‘建设西北’，其目

的不仅在于要使西北文化之进度能于向来所谓‘东

南文化’并驾齐驱，并且要使西北文化迎头赶上去

而成为全中国文化之重心。原来所谓‘东南’及

‘西南’乃至‘东北’之文化，溯本追源，尽发源

于西北。不过，因为它自海禁开通以来，在地理上

占有交通之便宜，故有长足的发展之可能而已。如

果我们本着‘数典不忘祖’这个原则，那么，我们

应当复归于西北文化，把它重新建设起来，然后才

有所谓‘中国的本位文化’之发现，否则，任其所

谓‘东南’‘西南’‘东北’吸尽欧美舶来之新文

化，好像无根之树木，容易被风吹倒一般。”

但是，战前的我国高等教育布局，大多集中于

东南、华北一带，以平、津、沪、穗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发祥地。其在地理上的演进顺序为：

“自珠江流域起，沿着东南海滨跳到上海，

再由上海沿着长江流域或沪宁铁路一直到达武汉或

到达津、平，最后渡过长江上流到四川的成都或越

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沈阳而进行的……（省立及

私立大学不计）都是沿着江河流域或铁路线（陇海

路、黄河流域亦相同）而分布的。因此，这许多大

学，无以明之，名之曰‘线的大学’，极端地说，

可以名之曰‘点的大学’，它并没有顾到一面，更

未曾顾到全面之设置。这……是不是合乎三民主义

的最高原则，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享受高等文化之福

利呢？”

其答案是否定的。按照几何学原理，万象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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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点，然后由点而线，再由线而面，然后由面

而体。因此，战前我国大学的分布，无疑是一个

畸形的布局。然而，所有布局于点上的、还是线

上的大学，没有一所愿意自愿地迁离原地，但迫

于敌人打到门口，抗战遂成为重新布局的一个契

机，由“点线”布局向“面”的布局的战略转折⑨，

遂成可能。

“民国二十八年（1939）夏，教育部鉴于过

去的教育政策的错误，使高等教育酿成那种畸形发

展的状态，乃毅然下令改组西北联合大学，按其性

质，分类设立，并且一律改称为西北某大学某学

院，使它们各化成为西北自身所有、永久存在的高

等教育机关，这样一来，我觉得所谓西北大学及西

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

院，乃至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等，才算是我国的

最初成立之‘面’的大学或学院。……所以，现在

的西北各大学之任务比之原有的东南、西南及东北

各点或各线上的大学之任务，其重大之程度，不啻

倍蓰一般。具体地说，现在西北大学或各学院，尤

其西北大学，不啻是原来集中于各点及各线之上一

切大学之基石，这一块基石，又像一颗钢钻，它所

发出的诸光线，是先有体而面，再由面而普照于一

切线或一切点之上，然后使任何一线或任何一点吸

收去作为它自身的光线之导源而有所发扬光大一

般⑩。”

这无疑是抗战时期对西北区域兴学战略最深刻

和最科学的一个诠释。

那么，地处西北的高等学校应该怎么迎接这一

机遇和适应这一国家战略呢？

其实，在由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北联

合大学和改为各冠以“国立西北”名号的五所院校

时，民国最高层已经就此有所考虑。1937年10月20
日教育部给西安临大电文，已有“建立西北高教良

好基础”的说法。赵慈庚教授曾回忆，教育部也

曾打电话给留坝县县长转告迁徙途中的西安临大，

“停止前进，不许迁往四川，留在陕南”。西北

联大常委徐诵明、陈剑翛二常委，为学校最后的落

脚地等事项专飞汉口请示，教育部转述民国最高

层的意见答复：“西北联合大学，系经最高会议通

过，尤负西北文化重责，钧以为非在万不得已时，

总以不离开西北为佳。”这也就是说，改为西北

联大也好，还是改为国立西北五校也好，这是国家

层面的一个战略思考。

因此，这五所院校在大的区域 “西北”定位确

立以后，又在西安、兰州、天水、平凉、岷县、咸

阳、宝鸡，临潼，甚或迪化，都有过小范围的地域

分布思考。比如：国立西北医学院初拟迁平凉，复

将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并入，设立兰州分院；西

北大学，就有过“战后第一步迁回西安……设分校

于兰州……并在新疆迪化设分校，与美国西北大学

并存于世界”的计划；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在兰州

的创建和战后拟北平师大、北平大学两校永留西北

的计划等，都是这种战略的进一步细化。

二、国立西北联大：“要负起开发西

北教育的使命”

教育部特派员兼西北联大常委陈剑翛就在西北

部署高等教育的意义时，指出：“本校现更名为国

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就是要负起开发西北

教育的使命。”

那么，当时西北高等教育之状态到底如何呢？

沈灌群先生对截止于1941年的西北教育状况

作了详尽的调查，并与全国当时的状况作了比较

（见表1），是最切近当时状况的一个研究结果。

其调查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高等学校有：设在

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有文学院之中文、外文

（英、俄）、历史3系，理学院之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等5系，法商学院之法律、

政治、经济、商学4系；设在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工

学院，有土木、机械、电机、化工、矿冶、纺织、

水利、航空、工业管理、研究所（矿治学部）、工

程学术推广部等9系1所1部；设在陕西武功的国立

西北农学院，有农艺、植物病虫害、农业经济、森

林、畜牧兽医、农业水利、农业化学等7系，农业经

济专修科及研究所农田水利学部；设在陕西南郑的

国立西北医学院，不分系，但开展了内科、外科、

小儿科、皮肤花柳科等医疗业务；分设在陕西城固

与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有国文、英语、

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公训、博



83 

 姚  远：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定位西北办学思想与抱负的形成

表1　文理法商农各科的比较

    学生级别

学科类别

大学生 专科生 专修科生 总计

西北

六省
全国 西北六省 全国

西北

六省
全国

西北

六省
全国

文
学生数/人 234 4 795 — 1 164 — 192 234 6 151

百分比/% 4.9 100 — — — — 3.80 100

理 
学生数/人 241 5 698 — 197 — 188 241 6 083

百分比/% 4.0 100 — — — — 3.96 100

法
学生数/人 635 11 607 — — — — 635 11 607

百分比/% 5.4 100 — — — — 5.47 100

商
学生数/人 131 5 146 128 846 — 585 259 6 577

百分比/% 2.0 100 15.13 100 — — 3.94 100

农
学生数/人 525 3 612 254 605 98 328 877 4 545

百分比/% 11.5 100 41.98 100 2.989 100 19.30 100

工
学生数/人 897 10 913 — 1 492 — 189 897 12 544

百分比/% 7.1 100 — — — — 7.15 100

医药
学生数/人 201 3 989 255 552 41 67 497 4 608

百分比/% 4.3 100 46.19 100 65.19 100 10.79 100

师范
学生数/人 596 2 778 — 150 36 449 632 3 377

百分比/% 17.6 100 — — 8.02 100 18.71 100

教育
学生数/人 5 1 898 — 248 — 194 5 2 340

百分比/% 0.02 100 — — — — 0.21 100

总计
学生数/人 3 465 50 436 631 5254 175 2 142 4 271 57 832

百分比/% 6.8 100 12.01 100 8.17 100 7.39 100

注：沈灌群先生原表中的西北六省指陕甘宁青新晋。对各科比例有所修改，并纠正了个别笔误。

物、初级部、劳作专修科、师范研究所等10系1部1
科1所；设在陕西宜川的山西省立山西大学，有文

学院之历史、外文2系，法学院之法律、政治经济2
系，工学院之土木、机电2系和医学专修科；设在兰

州的省立甘肃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2系，医学专

修科，银行会计专修科2科；设在甘肃兰州的国立西

北技艺专科学校，有农业经济、森林、畜牧兽医、

农学、农田水利等5科；设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

齐）的新疆省立新疆学院，有法律、政治、经济3系
和语文专修科。另外，还有设在西安的陕西省立医

学专科学校、陕西省立商业专科学校（工商管理、

会计统计、行政管理3科）、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

校、私立西北药剂专科学校，以及筹备中的国立敦

煌艺术学院、国立西北医学专科学校等15所高校。

1937年即任教于西安临大、西北联大、西北大

学的黄文弼教授也对新疆的教育做过调查，考察了

伊犁、迪化、吐鲁番等地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教

育机构，提出提高新疆人民知识和“普及教育，语

言必须沟通”，减少“各民族仇杀”“对教育文

化作实力之援助，及沟通各民族之感情”“恳切

希望政府能予以设备上之援助”等建议。并且，

以教育部第二（1941年）、四（1944年）、五届

（1945年）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

《拟请教育部实施边疆教育督导制案》等150余件

提案的审议，全程参与了国民政府统制管理边疆教

育的工作，并对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提出过重要建

议，促成战时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两个边政学系的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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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1941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当时的国立

西北大学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是西北地区系科、专

业、研究所设置最为齐全的两所高校；在籍学生数

则以西北大学的千人以上为最多，依次为国立西北

工学院的847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596人，国立

西北农学院的525人，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则仅有

六七十人。在全国的范围来看，1941年全国专科以

上学生有57 832人，就学于西北六省者4 271人，占

全国总数的7.83%；“假定此四千余学生均属西北

六省省籍，则在西北每785.8方公里内，始得专科以

上学校学生1人，以与全国平均每219.5方公里中即

有专科以上学校学生1人之情形相较，尚差三倍；如

与河北江浙诸省比较，所差更大” ；从4 271名西

北籍学生所学专业分布人数和在全国相应科别中所

占的比例来看，依次为工科897人（7.15%），农科

877人（19.30%），法科635人（5.47%）,师范科632
人（18.71%），医科497人（10.79%），文科234人
（3.8%），理科241人（3.96%）。其中，农、医、

师范生占全国的比例较高，而这正是在西北就近办

学，创建西农、西工、西师所显现出的效应。这就

是战时西北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可以用地广人

稀、教育落后、各类人才奇缺予以概括。

从战前的历史来看，西北地区在晚清和民国

时：陕西有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

西大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

西课吏馆—陕西法政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的陕西农业学堂、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的陕西客籍学堂，在1912年将五学堂合组

为省立西北大学，1915年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

校，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改为西安中

山学院，旋改为西安中山大学，1931年中辍；甘

肃晚清有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创建的甘肃大学堂

（又名甘肃文高等学堂），民元改办中学而停，

1909年创建甘肃法政学堂，1913年改为甘肃公立法

政专门学校，1928年扩建为兰州中山大学，1931年
改为甘肃学院，1944年改为国立，1946年在其基础

上成立国立兰州大学；新疆有创建于1924年的新疆

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改为新疆学院；宁夏、

青海在1949年以前无高校。抗战爆发以后，陕源西

北大学中辍，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到1941年时总共

仅有六七十名在籍学生，可见均奄奄一息。抗战时

期，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逐渐展布，直至

扎根西北，彻底改变了西北地区落后的高等教育状

况。仅西北联大及其后继五校，自1937—1949年立

足西北办学以来，即形成705名教授、副教授2169余
名教职员队伍和取得培养9015名学生的显著办学

成就。

三、国立西北大学：“恢复历史的光

荣，创建新兴的文化”“使之成为名副

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

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赖琏把西北大

学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负建设西北新文化的责任

首次上升到了“使命”的层位。他指出：“国立西

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

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唯缅怀先民之功绩，起

无限之敬仰。……故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兴的

文化，实为西北大学所应负之使命。”他在西大

任内的抱负就是要“使西北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西

北最高学府”。“西北大学处于巴山秦岭之间，

复为张博望侯的故里。此时此地的我们，……不但

对于先民的功绩，表示无限的敬仰，而且对于祖国

的前途，更具无穷的希望。我们应该以恢复旧的光

荣，建设新的文化为己任，为最高理想，所以西北

大学的神圣使命，应该使它成为西北文化的基石，

和名符其实的学术机构；今后办理西大，一定开诚

心，布公道，负责任，守纪律，殚精竭虑，尽心尽

力，增进西大光荣地位”“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

打成一片，把西大变成一个大家庭，一个坚强的学

术堡垒，大家培植它，爱护它，使它发扬光大。” 
“我们不但为同事，且当国家危难之秋，亦为同生

死共患难者，正应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我们

具有共同目的与理想，复负有共同责任与职务……

共谋西北大学之发扬光大。” 
国立西北大学代校长陈石珍也就此指出：从

历史上来看，“我国有史时代，从黄帝算起到现在

不下四五千年，西北一向占着重要的地位，因为我

们古代的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上流。流域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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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在我国历史上

都占着重要的一页”“陕西人才更盛，西京自古即

为帝王之都，周秦汉唐均用为根据地以统一中原。

汉中盆地，沃野千里，四塞险固，在历史上为用兵

必争之地。至如新疆、蒙古，为西北藩篱，历代均

曾加以经营”。从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来看，其中

已有“移民西北、建设西北铁路系统，包括蒙古、

新疆与甘肃一部分的区域、建设高原铁路系统，包

括青海、新疆之一部分与甘肃、发展水利灌溉蒙

古、新疆及西北一带”等。从地理上来看，“西北

地势高峻，人口稀疏，蕴藏矿物，至为丰富，例如

铁矿在西北各省均有蕴藏，煤、油在甘肃、新疆、

陕西各省都已发现油源，新疆的和田玉矿也很有

名。其他如药材、皮货等，也是西北各省的重要出

产。假如交通便利，物资必可多量开发，增加我国

的富源”“我们要知道西北的地方很大，陕甘宁青

新五省的面积，比德国本土要大7倍，比日寇本土

要大9倍，比意国本土要大11倍，比英国本土要大13
倍。德、日、意、英都是比较强的国家，可是他们

本国的国土比我们西北各省要小得多了”，因此，

西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抗战时期西大的另一位校长刘季洪也指出： 
“我们的特殊使命”“就是提高西北文化的水准，

领导西北学术的研究。我们每系都要尽到这个责

任，要侧重西北问题的研究。比如历史系除研究一

般史学外，要注意西北边疆史中俄外交史的研究，

地质地理系除一般地理地质科目外，也要特别研究

西北的地质地理，这样才能负起我们特殊的使命。

其次我们要研究华北各省的复员问题。我们的同学

大多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察、绥等省，

这些省份现在大多沦陷敌手，我们的行政机构教育

机关均已解散，将来失地收复，我们如何恢复机

构，补充人才，在目前应当来未雨绸缪。我们家乡

的问题，应当由我们同学密切注意，认真研究，这

也是我们达成战时特殊使命的一端”“本校设在我

国的西北，因为这一带完整大学的稀少，所以在这广

大的地区，甚至在华北的各省，它都占有相当重要

的地位；地位重要，使命也就来得特别重大”“吾

校为西北唯一之大学，故对西北文化之建设，西北

问题之研究，实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之后，他

常常提到这种使命，在1944年又指出“惟吾校既决

定设立西安，则今后毕业同学之散布西北各地者，

自当与日俱增，而建设西北，改造西北，自亦吾毕

业同学责无旁贷之使命”；要求同学们“通力合

作，互勖互勉，以发扬过去之光荣，完成未来之使

命”。他还将“为西北建立高等教育基础”作为

自己任内的目标。在其任上，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

及民歌；历史系搜集陕、甘、宁、青、新疆等省史

料，成立考古室； 1945年，教育部更将所属西北

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西大，遂将原

有之考古室扩大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教育系与陕

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作改进

国、英、数三科教材、教法之研究；生物系作秦岭

植物调查；地理系作汉中盆地地理调查；经济系作

西北经济调查，并编制物价指数及工人生活指数，

使立足西北办学的理念逐渐转化为实践。

四、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负起西北

中等学校师资训练之重大使命，期有以

付国家之重托”

李蒸院长在为《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所

撰的发刊词中指出：“本院为西北地区师范教育

最高学府，其使命实不仅限于课堂教学，及狭义的

师资培植，必须致力民族文化之发扬，国民道德之

树立”，换言之，本院实有参加整个“西北文化建

设工作之任务”“本院承师大的光荣历史，产生于

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负起西北中等学校师资训练

之重大使命，期有以付国家之重托，并能维持师大

精神于不坠”“重视师资专业训练之精神，实于国

家民族前途有至大之关系，本院负西北区各省中等

学校师资训练之重责，正值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

自当遵照国家教育宗旨，认清本身使命，努力迈

进”“本院对于国家民族之复兴、社会文化之促

进，及西北人民与在学青年之陶冶训练，均负有领

导责任”。

李蒸还将这一“使命”具体为：（1）“遵照教

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促进中等学校教育之发展，

并协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当局扩充中等学校数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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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内容”；（2）“遵照青年训练政策，实施青年

训练及研究青年问题”；（3）“发扬中华民族固

有文化与道德，并充实其生活力”；（4）“倡导

尊重师道之义，建立良好学风”；（5）“陶冶国

民人格，奠定复兴民族之基础”；（6）“倡导改

良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化水准”；（7）“领导

教育思想，发挥教育主张”；（8）“扩充教育事

业，实现教育功能”；（9）“坚定抗战意志，树

立建国精神”；（10）“提倡科学教育，促成国家

现代化”。 就广义的“西北文化建设”，他认为：

“西北地区是基本建设中之基本，过去西北的教育

太不发达，研究工作更未提倡，这是因为西北交通

不便，生活比较困苦，不但外界人才不肯多来，而

本地人才亦多外流”“西北各省曾不断遭受天灾人

祸，致使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更无人从事天然富源

的开发，所以形成一种偏枯的现象”“抗战以来，

东南、华北各地人民逐渐迁移内地，来西北者日渐

增多，自西南国际路线封锁之后，西北开发与建设

之声浪益高，此诚千载一时之良机”。

他又将“西北文化建设”分为教育、学术、文

学艺术创作、新闻出版等4个方面，分别提出建议。

在西北教育方面，“中小学师资的专业训练，应为

西北文化建设之根本”“教育上量的扩充亦为促进

文化建设之要项”；在西北学术研究方面，“西

北各省为研究工作之丰富地区”“高等教育机关自

应负一部分研究责任”；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

“西北各省流行的民间文学与通俗歌曲甚富有民族

精神”，应“就此基础进行创作”；在新闻出版方

面，是为“促进文化建设之重要部门”“西北各省

应大量增设出版机关”，整个文化建设“方能有所

成就”。

就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西北文化建设”，

李蒸认为“西北为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亦为中国文

化发源之地”；其地“有历史的与社会的良好基

础”“西北人民至今保有中国古风，所谓礼义廉耻

之民族道德，可以随处有所表现，兼以人民之诚笃

勤劳，体格健壮，如施以适当之领导，必能勇往

迈进。本院所负使命甚大……惟愿各界人士协力进

行，以期早日奠定民族复兴之基础”。他还将“西

北文化建设”的内容概括为“增进知识，创制文物

制度，征服自然，以求生活需要之满足，与生活方

式之改善”，并分解为：（1）“恢复民族固有道

德”；（2）“提高社会生活水准”；（3）“推进

各省公民教育”；（4）“供给人民精神食粮”等。

西北师范学院迁设兰州，使甘肃破天荒地第一

次有了国立学院，并将西北联大精神向西推进2 000
公里，到了与新疆、青海交汇的敦煌等地域，并且

在传承北平师大，光大我国最早的高等师范教育、

训练西北师资、首创高等教育训导制、发展导师

制、创办最早的师范研究所、存续最早的女子师范

教育、发展现代体育、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提

高师范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国立西北工学院：“奠立西北工

程教育之基础”

李书田院长对于西北黄河河源段开发、黄河治

理、水路运输、水电开发、农田水利建设等，有很

多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指出：“建设西北，最后必

期达现代工业化，现代工业化包括工业之机械化，

与农业之工业化，及农业之机械化”“黄河为我国

第二大河，世界第七大河，干长近4 700公里”“所

有数千年之治黄措施，谓为防灾尚可，目为治黄，

则属不宜，盖治黄应含有积极的发展其经济价值之

意义”“未来之黄河流域，必为阡陌相连，树木繁

茂，轮船通驰，工厂林立之区，而大小新都市亦将

建立于广大之地区中，于是农工商业渐趋发展，终

必达于繁盛之境”“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道系

统及其航运之改进，可给予西北以运价最廉之交通

运输动脉”“潼关以上，黄河干支流水电动力之开

发，乃西北工业化之柱石，富国裕民之基础，镇摄

边陲国防工业之所系”“黄河中上游流域，无论为

民生，为国防，均亟应大规模引水灌田”。

那么，西北高等教育就是要依托这些重要自然

资源，予以研究开发，同时也发展本身。他指出，

由于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成立及教学、学术和服务地

方的工程技术活动，俾对工程学科多做高深研讨，

并辅助西北生产事业之推进，“得以奠立西北工

程教育之基础”。他即便在西康技艺专科学校任

上，亦兼以思考西北、西南区域高等教育，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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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还，教育部已于最近一年半以来，奠定西

北、西南及西康之高等教育基础。在西北方面，除

已并组分设，先后成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农

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

北师范学院外，复于兰州创设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

校……均所以适应西北各种建设之需要。”刁永

健也指出：“政府鉴于西北幅员辽阔，宝藏丰富，

为求开发西北，充实抗战建国力量起见，非先设立

一工程学术机关来领导和推动不可。”他也指出，

西北工学院曾有将宝鸡作为永久校址的设想，宝鸡

为“西北的工业区域，为现时陇海铁路的终点，交

通很便利，商业的繁荣和工业的发达，都有着惊人

的速度，在西北的境域中，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设

立一个工科大学确极适宜”。

1942年7月，国立西北工学院纺织系郭鸿文教

授、李仙舟教授在考察西北之甘肃、青海、宁夏、

陕西四省结束，历时两个月，9月返回学院，均撰

写了详尽的考察报告。郭鸿文教授的《考察西北各

省羊毛出产实际状况报告》指出：“我国西北各

省，有天然良好之大牧场”“兹以抗战关系，西北

各省成为我国长期抗战之根据地，因有丰富羊毛原

料，可以供给后方纺织生产”，但存在不少问题，

若“不加改进，显然必致日趋退化，前途不堪设

想”“需派员到各省产羊区从事指导劝告，用科学

畜牧”。李仙舟教授于1942年2月休假，旋赴天

水、兰州、平凉、玉门、西宁、西安、宝鸡、陕南

等地考察皮革工业、石油矿、油漆业等，历时两

月，行程1 300公里，所撰《考察西北各省皮革材料

及油脂工业报告》为国家改进西北皮革、油脂工业

和学校面向西北办学提供了重要依据。《高等教育

季刊》的《编后附记》特别评论指出：“西北工学

院教授郭鸿文、李仙舟两先生的考察报告，最有助

于西北各省轻工业的建设，揭载于此，当不仅高等

教育界同人引为有价值的参考已也。”

国立西北工学院张兆荣教授指出：“西大、

西工、西农是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建设人才的培养

所、西北学术文化重心所寄。”

李书田回忆：合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因

抗战需要，即着手从事工程学术之推广，对于改进

西安飞机场，增辟陕西公路，多所协助。复派员生

调查汉水流域砂金蕴藏”。迁陕南改为国立西北联

大，复改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后，“设立有图书馆、

测量仪器室、矿冶陈列馆、化学实验室、电讯实习

室，及与陕西省建设厅合办一实习机厂，以备学生

实习之用”。在“工科研究所、矿冶研究部之外

另正式成立工程学术推广部，从事测绘南郑城区，

测量设计改进五门堰水利，及调查风、徽两县矿

产”。李书田在离开教育界转赴水利界任职后，

曾于1943年12月重返城固南郑、褒城、沔县等地，

视察水利，并回忆：“于二十七年（1938）在城固

充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常务校务委员及筹备国立西

北工学院时，曾派水利工程教授刘德润博士率领学

生，测绘五门堰区域地形，期有以改进而扩充之，

惜二十八年（1939）春离此赴康，另创他校，遂未

及发动兴工。”他还为陕南水利做出突出贡献的刘

钟瑞作《颂辑五汉南水功赋》，赞颂李仪祉、刘钟

瑞等为西北水利做出的贡献。

六、国立西北农学院：负起“领导西

北农业建设之责任”“成为全国最完善

之农业学府”

国立西安临大筹备委员、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

辛树帜教授早在1932年就在“朝野竞倡开发西北”

的声浪中，请缨西北。他认为：“西北诸省为我国

古代文化发祥之地，亦今后新国运发扬之所，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国防价值于今尤重。复兴文物，

开发资源，实目前数年最重要的工作”“今后国家

问题，完全在西北与东北，尤以西北范围较大，空

虚尤甚。吾人不早为准备，他年须必贻误国家于无

穷也”，学校更要“担负起发展西北经济事业之重

大任务”。

国立西北农学院院长唐得源教授指出：本院

“为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院，可与其他国家之农业

大学媲美而无愧”“不但为树人之百年大计，且为

经国利民之建设事业”“以本院所处之地位及所具

之条件，实应负领导西北农业建设之责任，确应成

为全国最完善之农业学府。吾人应有此信心，吾人

应由此抱负，互励互勉，达成任务”“我国以农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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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本院适居后稷故乡，为农业肇始开基之地，宜

研究农业学术，尤须具农夫之身手，以发扬农业学

术，增加农业生产，开发西北富源，复兴农村经济

为职志”“习勤习劳，爱人爱物，以拓荒为己任，

为农民作导师，在校努力研究，毕业忠诚服务……

一切以团体为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庶几我

西北农学院校誉日隆，前途光大，建国大业于焉肩

起”。

王志鹄教授亦指出：“本院成立于二十七年

（1938）之秋，时为抗战开始后之一年，以平津沦

陷敌手而迁至西安，复入沔县之北平大学农学院与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奉部令合并成立国立西北农学

院”“规模之大，人才之众，国内任何农学院无能

出其右者”。对西农来说“西北农业建设，尤责无

旁贷”，当“共为开发西北农业而努力”。

黄毓甲教授也指出：“本院已成为全国农学院

最大的一个”“不特在国内首屈一指，即与国外著

名的农科大学相较，亦属差堪比拟”“本院为研究

农业最高学府之一，有负改进西北农业技术和农村

社会的重大使命”。

国立西北农学院周桢教授在学术休假期间，

考察西北造林防砂，撰成《考察西北造林防砂》

一文。

陈宗和就西北农学院的的具体任务指出，

“农学院对西北就负着重大的责任：西北各种作

物品种的改良，实验及肥料的改良是农艺化学系

的责任；新疆、兰州、天水等各地广大园艺的改

良及加工，是园艺系的责任；发展畜牧，改良品

种，是畜牧兽医系的责任；病虫害系负了扑灭农

业病虫的专责；西北农田水利的建设是水利系唯

一责任；农村经济的建设及复兴，是经济系的任

务”。除建设任务之外，还“要将西北自然现象

加以精细的研究，造成中国科学的独立基础……

造成国家富强的因素”。

国立西北农学院为战时全国唯一独立之农学

院，依托后稷“教民稼穑”之地，推动西北农林

畜牧事业。在其前身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与西北

联大农学院、河南大学农学院畜牧系合并之后，

提振了西北农林高等教育的水平，使师资力量大

为增强、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和社会

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从而奠定我国农林高等教

育、首创土壤热力学、首创中国生物统计、发展

植物分类学、发展植物病理学、发展土壤学、发

展畜牧兽医学，在1940年即培育出“陕农7号”小

麦品种，1942年又培育出“碧玛利一号”优良小

麦品种，1948年进入试验区，1949年在全国大面

积推广，成为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为解决

新中国的粮荒做出重要贡献。

七、国立西北医学院：“以培植医学

专才，发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

康为职志”

徐佐夏院长指出：“本院以培植医学专才，发

展西北卫生事业，促进民族健康为职志。”其办

学宗旨，也有“发展西北医疗卫生事业”的明确表

述。据此，医学院作了充实基础与临床各科设备、

设置高级护士助产学校、组织汉药研究、开展地方

病调查、成立乡村卫生事务所等，服务于地方。

医学院开展“抗战建国论文竞赛”，并在《国

立西北医学院院刊》特刊形式发表，见有陈善孚的

《西北与抗战建国之关系》等。

国立西北医学院早在西安临大时期，即派出

抗日宣传队和医疗队赴陕南服务于地方。1940年，

又承担地方病治疗；专设妇婴卫生讲习所；春假期

间将学生编为数队，以公共卫生学副教授黄万杰为

总队长，分领12分队赴南郑县的新民、灵泉二乡的

各村落，作卫生宣传，施种牛痘、散发500余份施

诊券、作死亡调查统计和陕南地方病调查，以为改

良地方卫生之准备。其宣传内容有天花之预防、

沙眼之预防、指导求医常识、改进膳食、预防疥疮

等。鉴于抗战时期前方与后方的卫生同样重要，

1941年，在调查陕南地方病的基础上，成立地方病

研究所，研究原因、治疗和消除办法，由该院热带

病学教授周海日和黄万杰两教授负责，同时由徐佐

夏院长和毛鸿志教授负责筹办中药研究所；1941
年，由王同观教授负责开设护士训练班，为地方培

养医护人员。

同时，该院亦承担西北地区医学教育指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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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1941年即派三民主义兼日文教授孙珍田往西北

技艺专科学校讲学；组织解剖学教授王顾宁、解剖

学专任讲师吴墨林二人则应邀往广西桂林的两所省

立医院讲学。同时，该院曾拟向西北纵深进一步扩

展，1941年4月至6月，拟迁校甘肃，徐佐夏院长在

天水、兰州、平凉等地勘察院址，曾一度并入西北

医学专科学校，成立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等。

国立西北医学院传承了我国最早的西医高等

教育，扎根西北办学，开辟了西北医学高等教育的

新纪元，是为战时大后方五大国立医学院之一，在

诸如病理学、西医皮肤性病学、药理学高等教育、

现代法医学、儿科学、报告首例“频繁阵发性心停

跳性癫痫”、发现“李氏钉螺”、开辟“针感生理

学”新领域、首倡防癌立法、开拓外科事业、首倡

遗体捐献、地方病防治、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等均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八、结语

五所冠以“国立西北”名称的院校的诞生，使

其与生俱来，带有“西北”区域的“胎记”，负载

着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区域布局的一种战略责任与

使命。平津四校一院西迁1 200公里到西安合组临

大，复向南推进250公里到秦巴山地与成都平原接

壤处，再向西推进2 000公里到甘肃与新疆接壤处

的敦煌。再加之，西北联大李书田常委，从陕西汉

中—四川广安—西康康定—贵州贵阳—浙江泰顺—

陕西西安，坚持恢复北洋大学，并先后创办西康技

艺专科学校、贵州农工学院、泰顺北洋分院、西京

北洋分院的数千里辗转办学，已将北洋大学—西北

联大的办学理念从大西北延伸到了大西南。抗战引

发的这次大迁徙，不啻一次“文军长征”，最先由

东北大学引起，继有西北联大、西南联大等200余
所学校70万师生的大迁徙。其中，汪堃仁教授绕道

越南海防、昆明、重庆、成都至陕南的应聘里程达

5000公里。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的迁

徙流亡算起，到部分院校1946年11月回迁原地，迁

徙、流亡持续时间则长达8—15年。这在世界教育

史上也是空前的。

西北联大与其后继五校在西北的展布和教育拓

荒，不仅激活了奄奄一息的西北地方原有的高等教

育，延续、发展和新办了一批高校，而且以此为标

志，在国土面积占全国1/3、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

1/3、古代四大文化（中原文化、古希腊文化、美

索不达米亚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宗教（佛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印

欧语系和汉藏语系）交错的西北地区奠定了综合、

师范、文、理、工、农、医俱全的一个完整的现代

高等教育体系，成为中国战时的三大高等教育基地

之一。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传承者李书

田、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奠基者李蒸，当看到自己

的“孩子”辗转过继，甚至将不复存在时，曾产生

撕心裂肺般的阵痛，也曾投入相当精力于复校运

动，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平

津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

工学院、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先迁西安化为国立

西安临时大学，再迁陕南化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复化为设于陕甘之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

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

北医学院五校，包括国立北平大学、国立西北五校

永远地化为西北大地的一部分。这一华丽转身，不

啻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大西北脱胎换骨般的一次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其意义远比在东南沿海建大学的意

义深远得多。它实现了百年来数代有识之士的梦

想，从而奠定了21世纪西部大开发的一支重要的文

明根基。

西北联大与后继院校在西北的文物考古、科

学考察、方志编纂、经济社会调查、方言调查、社

会教育、矿产与自然资源开发，一起构成了高等教

育教化一方、为地方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一

个典范。同时，西北文化也影响了其办学宗旨与发

展方向，为其打上“西北”的区域烙印。西北联大

“公诚勤朴”校训的形成即与身处汉文化的发祥地

的汉中有关。黎锦熙就指出：“西北之华山汉水，

即‘华夏’之名所由来，古代文化实肇此土；学

府在此，提挈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藉教育

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Q。”旅居

台北的孙宝琛在阐释“公诚勤朴”中的“朴”时也

指出：“汉族民族性的形成与中原及西北的地理环

境当然具有密切的关系，大汉民族的朴质、坚忍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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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格大半由于艰难的耕作环境所铸成”“忠君爱

国”“严辨汉贼不两立”“攘除奸凶与兴复汉室”

的观念和基本国策大多源于汉代和三国时期的汉

中；“西安与汉中正是我大汉民族强盛时期的圣

地，学子们播迁其中，自然会体验到先民创业艰巨

的地理环境及开拓精神。教授及同学们由西安迁往

城固，攀登秦岭，不畏跋涉之苦，在城固初期，教

授及学生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苦！大家都坚毅地接受

了，而且都心神愉快地接受了，充分表现了中华民

族的传统精神”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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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Northwest-oriented Mission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nd Its Successors 

Yao Yuan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found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ases in Nanzheng, Kunming and Sichuan and the turn from founding 

universities scattered along the river or line to gathering them in a whole reg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formation of northwest-

oriented mission of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and its five successors which also mixed with other school missions around the 

world . Those institutions were thought to take specific tasks.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wa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northwestern culture and educ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or restoring the past glories, creating new culture and becoming an 

actual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Normal College for training teacher in middle-class 

schools, National Northwestern Technology of Institute for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for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growing to be the most complete agricultural college 

in the region, National Northwestern Medical College for cultivating medical talents, developing health undertakings and improving 

national health services. All of these thoughts generated a kind of strategic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playing a big part in the regional 

enlightenment, the practices of services covering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Meanwhile, northwestern culture also 

impacted the mission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ose universities.

Key words: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ted University; National Northwestern Normal College; Nationa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National Northwestern Technology of Institute; National Northwester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Northwestern Medical 

College;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Higher Educ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