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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
鼎，字寿铭，后又取字漱溟，是元朝
皇族后裔。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思想
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一
代宗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
美誉。梁漱溟一生和邹平有很深的
渊源，他的妻子病逝在这里，邹平城
黄山南麓的苍松翠柏之中有他的墓
地，这里碑刻林立，风景如画，已经
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地。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
出身名门，祖籍广西桂林，曾祖考
取进士后，做了直隶正定的知县，
梁家便移居北京。他的祖父做过知
州。他的父亲梁济是光绪年间的举
人，做过几年京官。其祖母、母亲都
出生仕宦、书香门第，均能诗文。他
6岁启蒙读书，上了四所小学。受
父亲开明思想的影响，他接受的
是新式教育。他所入的京西小学
堂是京师第一个洋学堂，既学中文
又学英文。

1906年，梁漱溟小学毕业，入
“顺天中学堂”学习。“顺天中学堂”
是北京地区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
梁漱溟在顺天中学堂的时间较长，
直到1911年他中学毕业。中学时
代对梁漱溟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
意义。中学学习期间，他崇信康有
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1911
年中学毕业前，他又倾心革命，参加
了同盟会。1913年，他热衷于社会
主义，著有《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
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随后，他开
始潜心于佛学研究，1914年，他在
《正谊》杂志发表《谈佛》。1916年，
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
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17
年，他欲出家未果，被蔡元培聘请到
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又陆续开
设了唯识哲学、儒家哲学等课程。
他讲课深入浅出，见解精到，很受学
生欢迎，与胡适、马舒伦并称，随即

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和《唯识述
义》。1918年，他的父亲自尽，对他
影响很大，他开始转回对儒家学说
的研究。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
运动”，他关注的重点转向东方哲
学，特别是孔孟思想，开始写作《东
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到处讲演，至
1921年正式出版发行。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年之内
就连续再版了5次，梁漱溟本人也
因此成了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保守
主义者和新儒学的开启者。该书是
梁漱溟的成名之作，也是其新儒学
思想形成的标志。1923年，他在北
京大学开设“孔家思想史”课程。
1924 年，他辞去北京大学教授职
务，到山东菏泽办高中。梁漱溟主
张着眼于生活的教育，这是他开始
深入社会基层，把儒家学说与现代
学校制度相结合的初步尝试，重在
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教育设想，
办学不到半年就被迫中止。返回
后，他在北京各高校讲授《人心与人
生》。

1928年，梁漱溟到南京晓庄师
范参观访问，随即担任广东省立第
一中学校长，依靠旧交李济深，提出
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乡村自治理论和
设想，并进行人员培训。1929年，
依靠军阀韩复榘，他在河南辉县创
办村治学院，担任教务长。1931
年，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邀请，
梁漱溟到山东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
究院，划定邹平为实验区，先担任研
究部主任，再担任院长。

在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同时，
梁漱溟还完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
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
《答乡村建设批判》等著作的写作。
1938年初，他曾只身前往延安与中
共领导人毛泽东会谈。1939年，他
与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统

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该会改组
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担
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代表民盟赴香
港创办《光明报》，作为民盟的宣传
喉舌。1946 年，他担任民盟秘书
长，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
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国共两
党和谈破裂，他回到北碚写作《中国
文化要义》并于1949年出版发行。
1949年起，他担任第一、第二、第
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
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
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检讨的老一
辈学者之一，因此遭到一系列的批
判。1953年9月，他在政协常委扩
大会议上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批
评。“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被抄
家、批斗。1972年，全国掀起“批林
批孔运动”，他却公开表态，强调自
己不批孔，又遭到批判。但他没有
停止对“人活着为了什么”和“中国
向何处去”的思考，写了不少的文章
和著作，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
研究成果的是《人心与人生》和《东
方学术概观》两书。1979年，梁漱
溟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后
来再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并担任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
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90
多岁高龄时，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
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
想。

梁漱溟在城市出生成长，却长
期研究乡村工作；他一生致力于研
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
名的儒家学者，却念念不忘佛家生
活。他一生不断追求解决的两个问
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
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和
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照搬的国外经
验，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他想出的救
中国的办法是乡村建设道路。他的

乡村建设理论是建立在他对中国国
情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中国国
情就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他
认为，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手段
来改造中国社会，创造一种新的社
会制度。

梁漱溟提出改造社会的三大策
略：第一，必须从农村入手；第二，必
须以教育为手段；第三，必须走合作
化道路。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就是
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怀着理想，1931年初，梁漱溟
率领着他的研究人马来到山东邹
平。1931年6月，“山东乡村建设研
究院”在邹平正式成立，梁漱溟担任
研究部主任。

前两年，梁漱溟主要做了调查
研究、宣传发动等基础工作。第一，
举办乡村教师讲习班。第二，举办
农产品展览会。第三，进行农业科
技的推广和应用。第四，创办乡农
学校。第五，培养和延聘人才。经
过两年的紧张筹备，梁漱溟在邹平
聚集了大批人才，老百姓也接受了
他的乡村建设理论。1932年12月
国民党中央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通
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
案等。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确
立邹平和菏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
两个实验县隶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
院。为推进改革实验，1933年 10
月，梁漱溟担任院长并一度担任邹
平实验县县长。在邹平，研究院实
际上行使了行政管理职能。梁漱溟
大刀阔斧地进行他的改革实验。主
要进行了县政改革、经济改革、基层
组织改革，但最终宣告失败！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在北
京病逝，享年95岁，遗嘱葬于邹平。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史
研究院(滨州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原文采自《滨州百名历史人
物》,略有修改。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
侯玉杰

各位股东：
根据工作需要，经滨州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三届八次会议
通过，定于2022年12月25日召开滨州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临时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代表）按时
参加。

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22年12月25日 15:30。
（二）会议地点
黄河六路363号滨州农商银行3楼

会议室。

二、会议主要内容

1.审议关于《通过唱票人、计票人、监
票人》的议案；

2.审议关于《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
3.审议关于《提名崔波同志为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名魏学文、薛俊前、卞

石雷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5.审议关于《提名职工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三、参会人员

（一）截止 2022年12月15日（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与表决，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行股东。

（二）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三）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

（一）登记时间
2022年12月5 日至12月15日，每

天9:00-12:00；14：00-17:00。
（二）登记地点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六路363号滨州

农商银行营业部 戴璐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中心路 568

号 冯哲
（三）登记方式
登记方式：出席会议者（含授权委

托）在登记时间内至登记地点现场或传
真、邮寄等方式进行登记，并将《授权委
托书》送达以上登记地点。

（四）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及复印件、股权证复印件；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除上述材料外，还应提供
授权委托书原件及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

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股权证复印
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除上述材料
外，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

上述登记手续复印件需出席会议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签字或加盖单位
公章。

五、其他

（一）2022年12月25日，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提前30分钟到达
会议地点，办理签到手续。

（二）已办理会议登记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参
会。未办理会议登记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应携带办理登记手续所需
各项资料办理相关参会手续。

（三）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543-2220525
电子邮件：bznsdsh@126.com
地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六路 363

号（邮编：256600）
（四）如有需要，本行代为安排住宿，

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10日内，

不进行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六）注意事项
疫情防控要求，参会股东（代表）请

佩戴口罩，持7日内核酸检测证明参会。

特此公告

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5日

关于召开滨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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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后,当地政府将这
里改建为水库，以缓解用水
紧缺状况，取名“蒲城水
库”。由于水面浩大，人们称
其为“湖”，后改称为“蒲湖”。

1984年，地方政府决定
以蒲湖为依托，将其北面的
大片区域建为休闲游览区，
1986年10月初建成开放，取
名“蒲园”。蒲园北侧东西向
的大清河古道遗迹经开挖，
成了人们荡艇泛舟的水上
乐园，这是古济水保留下来
的唯一一段相对完整的河
道，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和重要的考证价值。2009
年，滨州市对蒲园景区进行
了升级改造，将蒲园改造成
了集休闲、游乐、观光、健身、餐

饮、文化为一体，以江南古典园
林风格为特色的开发式、综合
性城市公园。

2011年 3月，上级正式
批复蒲湖风景区改造规划，
改造规划总面积299万平方
米，其中陆地面积166万平方
米，水面面积133万平方米。
2012年，蒲湖风景区公布为
省级水利风景区。风景区由
蒲湖和蒲园两部分组成，总
面积3225亩，其中蒲湖水面
2615.58亩，绿地229.68亩。
蒲湖是水利风景区最大的水
面，水面开阔、烟波浩渺、碧
波粼粼、景色壮美，时常有
野鸭出没，是滨州市建成最
早的蓄水库。湖中有三岛，
唐赛儿纪念祠坐落其中，是

滨 州 最 为 知 名 的 景 点 之
一。蒲湖东南侧的黄河楼，
设计13层，高79.1米，面积
9489平方米，建筑风格体现
了黄河流域文化特色。仰观
黄河楼，高耸入云、雄浑稳
健、瑰丽壮观，已成为滨州乃
至黄河三角洲的标志性建
筑。

滔滔黄河滚滚来，蒲湖
像一部巨大的史卷，承载着
岁月的风云、世道的变革，记
录着百多年来古黄河和黄河
下游河道的变迁，见证着滨
州的过去，展现着滨州的现
在，寄托着滨州的未来。

1986年10月，蒲园正式建成开放。

这里成为旅游打卡胜地

新华社突尼斯 12 月 3 日电
（记者 许苏培 黄灵）拉巴特消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
3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闭幕。
本届常会上，共有47个项目被列
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7个项目中，列入急需保护
的非遗名录有4个，包括土耳其传
统阿赫拉特石雕、越南占族制陶技
艺等；有39个项目列入人类非遗
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柬埔寨传统
武术、法国法式长棍面包、阿尔及
利亚流行民歌等；另有4个项目被
列入非遗优秀实践名册。

教科文组织在其官网表示，在
今年被列入的非遗名录项目中，有
三分之一与保护大自然和生物多
样性有关，显示出国际社会在任何
情况下都将保护环境作为优先事
项的决心。

本届常会于11月 28日在拉
巴特开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是《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机
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既维系着相关社区、群
体、个人的认同感和持续感，也是
确保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
力的重要资源。

今年有47个项目被列入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胡
旭阳 通讯员 封姗姗 报道）近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山东省
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我市
于慎德烈士墓、河滩东山烈士纪念
碑、牡丹台（鲁北地区辛亥革命纪
念地）等25处革命文物入选山东
省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王信池烈士材料、抗战期间索进云
缴获并被奖励的日军军用毛毯、
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华东军区淮海战役纪念章等230
件/套革命文物入选山东省第二批

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滨州市不
可移动革命文物入选数量在全省
居首位。

据了解，山东省第二批革命文
物名录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43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市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105处、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19处）、可移动革命文物16200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96件/套、二
级文物78件/套、三级文物1373
件/套、一般文物10452件/套、未
定级文物4201件/套）。

山东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

滨州25处革命文物入选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另有230件/套革命文物入选可移动
革命文物名录

滨州市河滩东山烈士纪念碑。

联系电话：3186726 18563092198(微信同步)遗失声明

山东滨州东力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滨城区分公司财务专用章
因损坏需更换，编号：3723003000982，特此声明。

经 董 ( 理 ) 事 会 决 议 ,
同 意 注 销 山 东 阳 信 幸 福
中 学 (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137162240000011)。现已成
立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于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山东阳信幸福中学
2022年12月5日

清算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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