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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怨 月 员 日袁 革命老区井冈山的四所高校同时开
学袁开创了井冈山革命老区办高等教育的新篇章袁同时迎来
了吉安历史上第一批共 650 名大学生遥 1959 年 苑 月 员 日袁井
冈山大学正式组建挂牌遥 1963 年暑期袁井冈山大学因国家经
济困难而停办遥 井冈山大学在办学的过程中袁凝聚了包括原
吉安地委书记尧井冈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朱继先在内的许多人
士的心血和汗水遥当时袁井冈山大学虽然只办了 缘 年袁但是在
吉安的教育史上却写下了辉煌的一笔袁更为吉安人民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遥

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袁
恢复建设井冈山大学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袁480 万井冈山
儿女的野井大冶梦想即将实现袁吉安人民也更加怀念当年为井
冈山大学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前辈遥

朱继先同志祖籍江西莲花袁1915 年出生袁1930 年投身工
农革命运动袁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里袁他转战各地袁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遥他在革
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尧英勇奋战袁先后担任过三五九旅团政
委尧军分区司令员尧骑兵师政委等职遥新中国建立后转入地方
工作袁先后任中共吉安地委第一书记袁中共江西省委委员尧江
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遥 1966 年病逝袁年仅 51 岁遥

朱继先同志一生的事迹中袁倡议创办井冈山大学并亲自
担任第一任校长袁是其中的一大亮点遥 正是由于他的这一壮
举袁才开始了吉安老区有高等教育的历史遥 井冈山大学在五
年的办学历程中袁立足吉安尧服务江西尧面向全国袁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一批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遥吉安人民将
永远记住这位井冈山大学组建第一人和井冈山大学第一任
校长遥

井冈山大学退休副教授贺浩明曾深情地回忆院野我的父
亲贺昌炽是莲花县党组织的创始人袁 也是朱继先的老领导尧
老战友遥新中国成立后袁多次得到朱继先的关心和照顾遥1950
年袁我由中组部以革命干部子弟名义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第
一届研究生班学习袁1952 年毕业留校任教袁1954 年晋升为讲
师遥 比我大九周岁的朱继先于 1956 年 怨 月 15 日至 27 日到
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遥 大会期间袁他同
我的亲戚张玉峰渊时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冤轻车简从袁来我家
看望我的母亲遥 当我陪同他们参观了设在校部的系尧室尧组尧
级教学单位袁 并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建校情况后袁朱
继先脱口而出院耶我们吉安也要办大学遥爷如此自信和执着袁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遥 由此可见袁要在吉安地区办大学的创
见和思路袁其实早已装在朱继先同志的脑海里遥 说来也不奇
怪袁因为当时吉安人才短缺袁经济落后袁人民生活还不富裕遥冶

从 1958 年初开始袁 吉安就紧锣密鼓地为筹建井冈山大
学多方进行工作袁并且进展迅速遥 这也与朱继先雷厉风行的
工作作风紧密相关遥 1958 年 远 月 20 日袁中共吉安地委制定
了叶关于创办吉安工学院尧吉安农学院尧吉安医学院尧吉安师
范学院四所高等学校的初步方案曳遥此后的两个月袁在吉安地
委尧专署的直接领导下袁四校的师资调配尧系科设置论证尧选
拔生员尧解决校舍等工作同时进行遥 怨 月 员 日袁四校的首批共
650 名学生和教职工齐聚吉安市井冈山剧院袁联合举行了开
学典礼袁接着正式开学遥

在四校初具规模袁思想政治工作尧教学工作尧科学研究尧
生产劳动尧 文艺体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的情况下袁
1959 年 远 月 30 日袁经吉安地区专署申请袁江西省人民委员
会发出了 叶关于井冈山大学命名及有关干部任命的通知曳的
文件遥 叶通知曳将吉安工学院尧吉安农学院尧吉安医学院尧吉安
师范学院四所学校合并袁成立综合性的井冈山大学袁同时任
命地委第一书记朱继先兼任校长遥 此前袁朱继先兼任了吉安
师范学院院务委员会主任渊校长冤遥

1959 年 苑 月 员 日袁中国共产党成立 38 周年之际袁在吉
安市东门村新校址礼堂内举行了井冈山大学命名大会袁地区
主要领导和全校数百名师生员工聚集一堂袁为吉安地区教育
史上的伟大创举而尽情欢呼遥

大学建立了袁高素质师资的引进尧建设资金的筹措等在
当时成了一个难题遥就在 1958 年底袁朱继先又借因公前往北
京出差的机会袁抽空到贺浩明家看望他的母亲袁并试图调贺
浩明到井冈山大学工作遥他轻车熟路袁推门进室袁大声告诉贺
浩明院野我们的大学办成了袁你赶快回去吧浴冶接着朱继先又语
重心长尧情意切切袁讲了大堆道理和回乡支援教育事业的深
远意义袁一心要动员贺浩明回去遥一时间袁贺浩明的家里形成
了一种野回去吧浴 冶的氛围遥 当时袁贺浩明心里十分明白袁中国
人民大学人才济济袁自己回乡参与野井大冶建设更能发挥作
用遥 可是真要离开首都尧离开名牌学府又十分犹豫遥 谁料到袁
朱继先把他母亲先行带走了遥贺浩明便于 1961 年 11 月正式
调离中国人民大学袁加入到野井大冶的建设队伍中袁同时也开
始了建设家乡的人生历程遥

井冈山大学成立之初袁办学条件非常艰苦遥离休干部尧时
任井冈山大学党委副书记的何平说院野在耶井大爷举办的那些
年里袁时间见证了那段艰难而又热情的岁月遥当年袁井冈山大
学的办学基础很差袁唯一的优势就是耶井冈山爷三个字遥 师生

们也正是在井冈山精神的鼓舞下袁 一步步建设自己的校园遥
积极筹备资金购买必需的教学设施及仪器袁加紧与外界联系
调进师资袁甚至自己还建起了一个农场遥 这就是朱继先同志
所坚持的井冈山大学的耶井冈山精神爷浴 冶何平回忆起当年的
奋斗史感慨万千遥 他说袁当年自己带人到外省寻求高校的支
持袁一次行程就到过南京尧苏州尧上海尧杭州等城市遥时任复旦
大学校长的苏步青先生对井冈山大学的要求几乎是满口答
应袁并全部落到实处遥还有一次去上海购买仪器袁商店刚好有
一批已被别的学校定购尧准备发运的设备袁当听说野井大冶要
买时袁经理问了一句院野井冈山正在办大学吗钥冶在得到肯定的
回答后袁他马上决定先把设备运送到吉安去遥

在建设自己家园的过程中袁全校师生都同心协力袁不分
领导尧不分成分尧不分昼夜袁每位井大人都有在农场劳动的经
历遥何平说袁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袁但由于全校师生的共同努
力袁学校取得了不少成绩遥这都是因为有井冈山精神的支撑遥
贺浩明说院野我正是在井冈山这块热土的召唤下袁在朱继先的
关爱和带动下袁怀着建设家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袁毅然从北
京调回吉安袁积极参与耶井大爷早期的创办和发展袁共同经受
耶井大爷中期的调整和停办袁而且在退休后又为耶井大爷的恢复
建设而不遗余力遥可以说袁有关井冈山大学的任何大小事务袁
都牵动着我的心曰恢复建设井冈山大学袁也充实了我的生活袁
规范了我的行为袁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遥为此袁我对
后半生的经历不仅无怨无悔袁还感到无上荣光遥 冶

尽管井冈山大学的条件有限袁但是朱继先却为井冈山大
学的优秀人才提供尽可能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遥贺浩明回忆
说院野到井冈山大学后袁我妻子被安排在附小任教袁离家属区
很近曰学校考虑我有七十岁的老母亲袁还有四个小孩一个保
姆袁便给我安排了两处住处袁使自己工作不受干扰遥 当时袁安
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袁 令我和同事都感到愉快袁
全身有使不完的劲遥 冶

1962 年袁江西省召开了全省高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遥 根
据会议决议袁 井冈山大学改名为吉安师范专科学校袁 办到
1963 年暑期为止遥 听到这个消息袁无
论是为井冈山大学的建设付出了艰辛
劳动的广大师生袁 还是朱继先以及当
时的地区领导来说袁 确实是心情无比
沉重遥

贺浩明回忆说院野在那些沉重的日
子里袁朱继先要我安下心来袁不要后悔
自己的选择遥他说袁耶井大爷迟早是要重
建的遥井冈山斗争时期袁在这块红土地
上曾经牺牲过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袁
先烈们当年就是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
的新中国而英勇牺牲的遥我不相信袁在
这块红土地上袁 可以没有一所纪念革
命先烈尧 体现井冈山革命斗争精神的
井冈山大学浴 冶

1963 年暑期袁 吉安师专撤销袁井
冈山大学最后宣告停办遥 善后工作处
理得秩序井然袁稳定和谐遥特别是对人
员的安置袁 学校当时的领导更是负责
到底遥 所有的同志都怀着恋恋不舍的

心情陆续离开井冈山大学遥
野井大冶宣告停办后不久袁朱继先同志也调离了吉安袁任中

共江西省委委员尧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遥可是不久后他就一
病不起遥贺浩明说院野有幸的是袁我能在朱继先生命最后的日子
里见到他袁聆听他的最后教诲遥 当时袁朱继先住在江西省医学
院附属医院袁我去看望时袁他正在病床上输氧遥见我到来袁他显
得很兴奋袁 忙把输氧管从鼻腔中拔出袁 并招呼我坐在他的床
沿袁准备和我长谈遥因为他患的是肺病袁不停地咳袁讲起话来更
是咳个不停袁声音也很小遥 他亲切地对我说院耶浩明袁千万要听
党的话遥井大迟早要复办的袁全靠大家努力遥爷当时他实在太虚
弱了袁话也难以为继遥 在护理人员再三劝阻下袁他只好继续输
氧袁无奈地伸出手来表示歉意袁我也只好告辞出来遥 冶

1966 年袁朱继先同志去世了遥 而他留下的遗言袁是对后
来人的期望和鞭策袁也成了贺浩明后半生的努力方向遥

1977 年以后袁 吉安的历届党政领导为地方高教事业的
兴起与发展不遗余力遥 1977 年 10 月袁以原井冈山大学的师
资为基础袁吉安师专和井冈山医专先后恢复办学遥 2000 年 猿
月袁 吉安师专和吉安教育学院合并组建井冈山师范学院遥
2002 年下半年袁 吉安市委成立了井冈山大学筹建工作委员
会袁确定了恢复建设井冈山大学的工作步骤遥 2003 年 苑 月袁
教育部批准井冈山师范学院尧井冈山医专尧井冈山职业技术
学院三校合并袁组建井冈山学院袁同时筹建井冈山大学遥

近年来袁中央领导袁教育部袁江西省委尧省人民政府袁吉
安市委尧市人民政府袁以及社会各界对恢复建设井冈山大
学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心和重视袁使学校的建设得到了
快速的发展袁尤其是校园基本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袁480 万井冈山儿女恢复建设井冈山大学的夙
愿已经变为现实遥 2007 年 10 月 28 日袁井冈山大学终于又
复校挂牌遥

随着全新的井冈山大学的渐渐走近袁当年为创办井冈山
大学而呕心沥血的领头人尧井冈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朱继先
同志若地下有知袁也应该感到欣慰了遥

创办井冈山大学的领头人
要要要 追忆原吉安地委书记尧井冈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朱继先

彭福华 贺浩明

野一个人一生能为社会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袁
就算没有白来这世上走一遭遥 冶这是老校长范毅常说
的一句话遥但这平常的一句话袁却让我们动容遥范毅袁
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人袁凭着这样一颗平常的心袁为
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尧 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
富浴

生于 1927 年的范毅老校长今年已是 92 岁的
高龄遥 70 多年前袁在他风华正茂尧青春年少的时
候袁刚刚走出校门的范毅就随解放大军从东北老
家黑龙江省双城县一路南下袁来到了吉安遥 从此
与吉安的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1953 年任吉安师范学校校长曰
1957 年任吉安高级中学校长曰
1958 年任井冈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曰
1972 年任井冈山地区教育学校校长曰
1978 年任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党委书

记尧院长曰
1982 年任吉安师专党委书记曰
1983 起任吉安师专主要负责人直至离休遥
对于他人来说袁这也许只是一串简单的数字

和职务曰但对于范毅来说袁却是说不尽的艰难和艰
辛遥 因为袁那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一穷二白的
时期袁那是在野文革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百废待兴
的时期遥

1978 年初袁刚刚成立的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
分院迎来了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学生遥 没有独立的
校园袁只能与吉安师范共用一个土地面积只有六
十亩尧建筑面积不到一万平方米的狭小校园遥

十年野文革冶袁大学停办袁人才断流遥 此时的范
老袁深知改革开放尧发展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有多么
迫切遥经向当时地委行署领导请示并获得同意后袁
范老毅然决定院分院另外选址袁创办一个新校园浴

那是 1980 年的初春遥 范老脚穿雨鞋尧身披雨
衣袁骑上那辆伴随自己多年的永久牌自行车袁带上
几个后勤管理人员袁就开始了新校园的选址勘察遥
北至天玉袁南到横江袁东至青原山袁西到樟山长塘袁
范老和他团队的足迹踏遍了吉安市周边的山山水

水遥最后袁大家的目光聚焦在了与市区仅一江之隔袁
满坡荒草尧 满山荆棘的邓家村与雷家村之间的一
片黄土岗上遥

校址选好了袁接下来就是征地遥凭着在吉安教
育界的崇高威望和人格魅力袁 学校向行署争取到
了 8 万元建设经费遥 8 万元袁这是在今天任何一个
普通家庭也能够拿得出来的数字袁 但范老和他的
团队却要用它去建设一所大学遥

征地谈判是艰难的遥从乡到村再到老表个人袁
范老从大到教育与国家发展的高度尧 小到孩子们
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袁来给大家摆事实讲道理袁终于
以每亩 5 元的低价征得土地 500 余亩遥签协议时袁
老表们由衷地说院没见过这么真诚的领导袁他也是
为了大家呀袁真的不好意思再多要了遥

校园建设是艰苦的遥 7 万多元要建设近 2 万平
方米的教学和生活用房袁还要修路尧绿化尧通水通电
噎噎任你怎么精打细算也不够啊浴 于是袁义务劳动
就成了当时校园建设的一道亮丽风景要要要从领导
到家属尧从老师到学生袁从开挖地基到搬运建材尧从
披荆斩棘到植树造林袁凭着最原始的工具尧最廉价
的劳动力噎噎一年半后袁一座结构合理尧设施齐全尧
山水相依尧亭台相映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呈现在了世
人的面前遥

这就是今天美丽井大校园的雏形袁 一个 8 万
元建成的人才摇篮浴

1986 年袁范毅从吉安师专党委书记的任上离
休遥离休后的他怀着对学校的深厚感情袁依旧十分
关心学校的发展袁 以实际行动实践着一名老党员
对党的忠诚袁真正做到了野共产党员永不退休冶遥他
一直注重与继任领导的沟通袁 结合自己多年从事
高等教育领导与管理的经验袁 站在学校发展的角
度用前瞻性的眼光和把握全局的思维为学校的建
设建言献策曰 他密切关注井冈山大学的建设与发
展袁及时向校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袁同时为解决学
校碰到的困难与问题出谋划策遥

离退休第一党支部是一个团结而有战斗力的
集体遥 任支部书记的范毅注意发挥个人的主导作

用尧凝聚作用和带头作用袁当好野主心骨冶和野领头
雁冶袁同时注意调动成员的积极性袁在班子内协调
好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袁形成集体领导的合力袁充
分发挥了整体效能遥平时袁范毅同志对老同志关心
体贴袁常打电话问寒问暖袁支委班子成员还实行了
分片联系长期生病的老党员尧退休干部的制度遥有
的老同志长期患病袁不能出门袁支部安排支委成员
定期上门帮其办理报销药费尧送书送资料尧慰问看
望等事宜袁坚持把党组织的关怀尧老同事的问候送
到老同志们的家里和心坎上遥 听说哪个同志身体
不适袁 他便与支部成员一道去病人家里或去医院
探望慰问遥 对党内同志如此袁对党外同志也如此遥

范毅同志非常重视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遥 多
年来袁 他一直把抓好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摆在支
部工作的首位袁 采取定期学习与临时组织学习相
结合尧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袁鼓励大
家进行系统的学习遥 但是袁要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袁
而且要取得较好的效果袁是有点野难度冶的袁因为离
退休人员的平均年龄偏大袁 七老八十的人身体上
大大小小总有点毛病袁行动不是那么方便遥 然而袁
范毅同志在困难面前不服输遥 青年时期经受过苦
难环境考验的他袁被磨炼出了顽强的韧劲袁并把这
种韧劲发挥到了工作中院他当支部书记时袁总是事
必躬亲袁 及时把上级党组织及学校党委的文件传
达给支部每一个党员曰 及时把上级党组织发的学
习材料送到每一个党员家中袁 甚至送到住院党员
的病房中遥

范毅同志几十年如一日袁时刻把做好老干部的
服务工作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袁尽心竭力地
为老干部排忧解难袁 满怀深情地为老干部办实事尧
做好事遥 离休多年来袁他腿勤尧嘴勤尧耳勤袁及时反映
和争取学校领导对离退休工作的支持袁积极反映离
退休人员的情况和呼声袁努力解决一些离退休人员
的实际问题袁如生活福利尧活动设施尧场地维修尧活动
经费尧校内安全尧就医就学等遥几十年来袁他热心为老
干部服务袁办了许多好事尧实事袁受到老干部的好评
和赞许遥

一个人与一座校园的故事
要要要 记吉安师专原校长尧书记范毅

人文学院廖伦忠

我叫贺祖煌袁今年 95 岁了遥 欣逢井冈山大学创建 60 周年袁回忆起
35 岁时参与井冈山大学的创建袁依然心情激动遥 许多往事只能借助自
己七年多前留下的一些文字记录袁择其片断作个深情的回望袁以表耄耋
之年尚有幸躬逢盛典的喜悦之情遥

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尧成长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袁国弱尧国难袁自己更因
是年少失怙尧寡母带崽的贫寒农家袁为读书成才付出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努
力袁可谓尝尽人间艰辛遥 我读私立禾川初中时袁有 5 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一
直为全班第一名袁因获奖励免缴学费遥 1941 年初中毕业后报考国民政府
设立在吉安青原区的国立十三中袁该校当时主要为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
流亡青年学生而设袁非战区的 800 多名报考者中只招录 4 名公费生袁我是
考取了四名当中的一名野非战区学生冶袁因而基本享受公费的高中教育袁在
高二升高三时各学科总分为高中部第一名袁另获得相当于一个学期伙食
费的奖金遥 1944 年高中毕业袁以优异的成绩被省教育厅和学校分别保送
至重庆尧厦门等地的三所重要大学袁却因日寇入侵交通中断而未入学遥 抗
战胜利后的 1945 年又徒步上百公里去投考袁被录取在国立中正大学完成
本科学业遥大学毕业时袁解放军入城前后袁我已在南昌参加了许多工作袁面
临刚解放时党对我多种工作分配的选择遥但家乡永新一解放袁我回乡即被
地方党和政府强行挽留在永新中学任教遥 当时我所学的化学专业是一门
比较新兴的专业袁所任教的高中学生不少受我影响而报考大学这一专业袁
包括后来成为北京大学尧武汉大学著名化学教授的学生袁他们在给我的来
信上总自谦地称野受您影响而从事这一专业冶遥其中特别是 1952 年从永新
中学高考离乡尧后来成为我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尧被称为野嫦娥之父冶的
欧阳自远院士袁他每次回乡都要来我家拜访袁他名满天下时接受媒体采
访袁也多次提及我和其他几位高中教师对他一生的影响遥

1958 年 3 月袁永新县委派我带 4 名同志来到上海化工研究院学习
县级小氮肥厂建厂尧制造及生产工艺袁准备学成归来筹建县氮肥厂遥 后
由江西省轻工业厅决定袁 将同往上海学习的来自江西四个县的学员统
一收编袁 我当时与来自吉安市的姜文彬等同学准备学成回省筹建东乡
县大化肥厂遥 学习临近结束袁我和姜文彬接到吉安地区地委尧行署的急
电袁返吉筹办吉安工学院遥

1958 年 6 月 20 日袁吉安地委决定成立吉安工学院尧农学院尧医学
院和师范学院袁地委副书记马健任工学院院长,范毅和我等 8 人为工学
院院委领导机构成员袁同时我还兼任工学院化学工程科主任遥九月份开
学后一个月左右袁 即受命带领本科学生来到吉安县敖城乡浪栋村的深
山野林处安营扎寨三个月遥 干什么钥 烧木炭袁为大炼钢铁准备燃料遥 十
一月底才返回吉安袁在当时校址神岗山筑炉炼钢铁遥 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袁地委决定将 4 个学院合并成立井冈山大学袁我被任命为井冈山大
学科学馆馆长兼工学院副教务长遥 1960 年我为井冈山大学的 30 名讲
师之一袁批文以我名字打头冠名遥当时井冈山大学唯一一名副教授也是
化学专业的姜文彬老师遥

1960 年 6 月袁我受井冈山大学委派袁只身来到南京市大厂镇南京
化学工业公司实习两个月袁 为此后带领井大化工系学生来厂实业作准
备遥 8 月袁我率 40 余名井大化工系学生来到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永利宁
厂实习三个半月袁实习效果十分理想袁学生成绩优秀尧技术熟练袁厂方对
我们的实习十分满意袁经常对我们表扬或表彰遥我作为学校派出的唯一
的带队领导与老师袁渊下转第二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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