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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皇城根 22 号院旧址复原考辨 

（1949.11-1954.8） 

（简本）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不要因为我们走得太久而忘记了从哪里出发 

 

本文所研究的旧址复原，并不是指在原址上重建一个仿真校舍，也不是在原址上建造一

座旧址类博物馆，而是基于旧址上业已不复存在的校舍，运用多种科学方法来复原制作立体

平面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作 3D动画和仿真微缩模型，以再现当时旧址旧貌。 

   一、复原“源头校址”的缘由 

在校史研究中，有一类是通过校史资料和校史记忆来复原学校旧址全貌的系统性探究。

由于时过境迁，地还是那个地，但是旧址已是“物非人非”，人们甚至已找不到当年的历史

遗迹或实物痕迹，比如中央财经大学。2019年 10 月 19日，是中央财经大学建校 70周年庆

典的日子。在 2018年筹备校庆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之前，笔者萌发了欲探

寻、复原中央财经大学“源头校址”——西皇城根 22号的想法。由于相关史料（比如图片

等）缺失和当事人（九十岁左右）渐老的缘故，笔者不清楚这活能复原到什么程度，心里确

实没底。这项迟到的“抢救性工程”工程困难较大，需要系统、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既有的校

史资料，查询相关的文献资料，翻阅经历者的回忆录、访谈录，以及到现场进行实地调研

等。特别是实地调研，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关于阶段性研究成果，笔者打算把

它首先以立体平面图的方式展现出来，相对完整、准确地复原当年的校址。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设计制作 3D动画，甚至是仿真微缩模型等，让（未来）中财人和关注中财的人更好地

了解这段不同寻常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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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研究已形成了六万余字的研究报告（含近百张图片），并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

新史料。阶段性研究成果刊登在了《北京档案》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二、复原“源头校址”的困境 

中央财经大学始建于 1949年 11月 6日，与共和国同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

创办的第一所新型高等财经院校，当时叫华北税务学校，三个月后的 1950 年 2月更名为中

央税务学校，校址在北京西单附近的西皇城根 22号。由于当时相机属于“奢侈品”，有相

机的师生非常少，学校留存的照片也就较少。再者，学校于 1969年 9月被迫停办撤销后，

学校进入了动荡、颠沛流离的状态，“学校不动产（土地、房屋）全移交北京市一轻局办的

烟厂了……报刊、资料全部送造纸厂销毁了。各处、系、教研室的资料、图书也全部毁于一

旦，真是人财两空1”。学校在仓促搬迁中，图书资料、教学设施、学校档案等损失惨重，

以至于档案馆里仅存校友捐赠的近十张黑白照的翻版，照片是人物合影，背景则是学校建筑

的微小局部。 

如今，我们已不清楚照片里学校建筑的名称、形状、方位和用途等。有时，人们提及西

皇城根 22号院，很多中财人茫然不知，不知道它是学校的“源头校址”，也不知道它位于

哪里，更不知道当年校舍是什么模样。也许，这与中财人不曾见过相关完整的建筑、校园全

景照和校舍方位图等有关。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中央财经大学大事记 1949-2009》《中央财

经大学校报》《往事曾谙》《春华秋实 校友风采》等史料，以及著名的文史大家、红学家

和民俗学家邓云乡2撰写的“邓云乡集”系列丛书等，笔者反复研读其中的内容，试图从中

发现或发掘关于“源头校址”的有价值的信息。哪怕是只言片语、蛛丝马迹，也让笔者心动

不已。它们为碎片拼接、史料整合、逻辑推断、系统分析提供了可靠依据。由于许多细节已

经模糊，校史记忆也未必准确，这就需要史料的搜索、访谈的补救、记忆的甄别、集体的认

同、史料的考证等。基于此，复原西皇城根 22号院旧址有着多重意义，诸如补救和丰富了

                         
1中央财经大学校史编写组.《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10

月版，P253。 
2邓云乡，原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1936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租住

在西皇城根 22号院。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1949年后在燃料工业部

工作，1956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 1993年退休，是著名的文史大家、红学家

和民俗学家，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一生著述颇丰，出版

“邓云乡集”系列文化丛书。1936年 3月至 1949年 8月，随父母在北京西皇城根 22号陈家大院生活了

十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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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地方史和教育史，以及旧址上现存社区的历史等，既起到了校史校情教育的作用，又

可以凝聚特定的人群，锁定珍贵的回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泛起点点浪花。 

    三、“源头校址”的复原方法 

旧址复原的研究，恪守“尊重史料、注重访谈、挖掘细节、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实际

出发，扎实做好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的功课，尊重史料和口述历史，实事求是，切忌一知半

解、捕风捉影、画蛇添足，更不能想当然地捏造和歪曲事实。基于这样的原则，本研究才能

真切地还原当年校舍的原貌、布局，才能客观真实地将旧址复原场景展示给广大师生和校

友。因此，采取什么样研究方法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五种研究

方法： 

第一种是文献研究法。主要是通过相关文献的全面搜索、系列丛书的摘要研读、校史资

料的分析整合、回忆文章的集体认同、照片内容的建筑考证等路径来反复分析和探究，其中

既有归类整理、记忆整合、逻辑判断，也有系统性挖掘、相关性探究。这犹如史学界对上古

历史的研究，是一种源头的考问，就像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出身具有特殊的情愫一样。 

第二种是现场调研法。主要是笔者多次到 22号院现场考察，对不同的老住户进行深入

访谈和交流，进一步了解校舍的布局和建筑的风格、走向、颜色、门洞、窗户等，注意抓细

节和情节。通过现场访谈的历史记忆、不同回忆的信息甄别、实地调研的细节求证、微信间

的随时交流等，笔者逐渐熟悉了这个曾经非常陌生的“源头校址”。在实地调研中，笔者特

别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走访、多请教在当年校址上的经历者及其后人，利用文字笔

录、摄影、摄像和录音等多种方式进行采访，尽量详尽全面探究和追问，不放过任何细微的

有价值的线索；二是提高信息鉴别的能力，做到多点比较、去伪存真，确保回忆信息的有效

性和准确性，这需要全面、详尽占有材料，反复研究和对证文献资料，决不能主观臆断，草

率下论断和作结论。 

第三种是故事叙事和细节描写结合法。故事是思想和精神融合的最佳载体，如果把“故

事”放大到国家层面，故事本身所承载的是国家、民族的精神和能量；如果把“故事”缩至

大学层面，故事则涉及大学文化的整个系统，所承载的是大学精神、大学价值和大学力量。

在网络社会，“好故事”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有着广泛的空间，深入挖掘校史故事是

研究大学精神文化的有效传播方式，它能够全面提升校史的文化价值和传播效果。为此，笔

者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发掘文化内涵，确定这段办学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校史事件、校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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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行关联性、系统性研究，发现一些具有真实性、鲜活性、时代性的校史故事，持续为大

学文化补充新鲜的校园元素和时代元素，这些故事虽然零碎，但依然散发魅力。同时，在旧

址复原场景中，细节是最基本的要素，是准确复原的关键。如果细节处理好了，既充实又丰

满，场景复原才具有真实感、客观性，才能符合老中财人、老住户的历史记忆和怀旧情怀，

才能展示特定时代的校史魅力。 

第四种是图像分析法。由于 1949-1954年期间的建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变化不大，

笔者邀请多位记忆清晰的老住户绘制 22号院旧址的校舍草图，从中分析共性，找出不同。

然后再进一步求证不同之处，直到形成共识。同时，从百度上查看西黄城根南街 45号院的

方位图，并根据北京市测绘院航测遥感中心制作的“1959年北京市卫星影像地图”寻找当

时西黄城根南街 45号院的踪迹，从中依稀可见 45 号院当年建筑的布局。影像地图虽然有点

模糊，但为校舍布局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佐证。 

第五种是设计绘图法。基于上述分析，笔者组织专业人员绘制素描图，制作立体平面图

和 3D动画，此后将进一步制作仿真微缩模型，以摆放于校史馆、图书馆或博物馆中。这种

场景复原的方式是一种便捷、直观的表现形态，在实物资料、图片资料、文献资料等比较缺

乏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情境再现的方式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能够反映出一定的时代气

息和校史情怀，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四、“源头校址”的考辨 

1949年 7-11月，华北税务总局筹办华北税务学校时，用 11,500万元人民币旧币（相

当于 7000袋面粉）购买了由清朝末期邮传部尚书陈璧所建的陈家大院作为校舍。大院位于

西城区天子脚下，占地 30 余亩，房舍 200余间。11 月 6日，华北税务学校在这里成立。3

个月后的 1950年 2月 11日，学校更名为中央税务学校。1951年上半年,中央财政学院在西

郊四道口筹备期间，西皇城根 22号作为二院，培训和教学工作都在这里完成。1953年 9

月，西郊四道口校部（又叫西直门外四道口校部，即现在的学院南路校区）正式启用。直到

1954 年 8月，学校从西皇城根 22号彻底搬迁到四道口校部。此后，西皇城根 22号院成为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家属院。1965年，门牌号变成了现在的西黄城根南街 45号。 

1949年到 1954年，是学校的初创期。当时学校是三个校址、三处办学、五嬗校名。其

中，在西皇城根 22号院办学近五年（1949.11-1954.8），这里成为了中央财经大学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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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校址”，先后承担了华北税务学校、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中央

财政干部学校的培训和教学任务，可圈可点，影响深远。 

 

中央税务学校东校门（1949.11-1952.6） 

 

 1952年，税政班学员在中央财政学院（1951.9-1952.8）校门前合影 



6 
 

 

中央财经学院（1952.8-1953.8）校门，院内依稀可见礼堂上的五角星 

 

西皇城根 22号院校门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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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皇城根 22号院，又叫苏园，园里种植了许多花树，不同的四合院被赋予了丁香院、

海棠院、紫藤院等美名雅号。民俗学家邓云乡在华北税务学校购买 22号院之前，曾在这里

生活了十三四年，专门写过“苏园花事”以记之。 

22号院校门前的北侧，有一棵“歪脖子”老槐树，直径达半米，成为当时有名的地

标。校门上挂过中央税务学校、中央财政学院、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央财政干部学校的牌子，

但没挂过华北税务学校的牌子。在 1949年的工作总结中，华北税务学校准备制定修建校舍

的设计预算，动工修建预计容纳千人以上的宿舍，以及大课堂的改建。这里的改，指

的是改造南四合院的南房,即大教室；建，指的是建造大礼堂。建于 1951 年的大礼堂能

够容纳 800余人，由于当时资金不足，大礼堂内的座位并不统一，前面是折椅，后面是长

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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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华北税务学校工作总结 

 

中央税务学校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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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中央财政学院税政班同学合影（大礼堂前，左为花坛） 

 

1952年 8月 1 日，中央财政学院税政十四班毕业合影（大礼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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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复原图 

 

在校门内的南侧，是一座建于 1951年的二层办公楼，叫南楼。在它的西侧有棵松树，

至今还健在。南楼的南边是大食堂。当时，学校还未建好食堂，学员自带碗筷在南四合院的

地上用餐。1953年秋天开学时，这里已经用上了砖木结构的大食堂。据史料推测，食堂院

应建于 1952年。食堂院的西边是一个大操场，学员在这里上体育课，有单双杠，也学习

“晃板”（平衡）等内容。操场的北边是一座独立的普通四合院，叫茶炉院，副校长李永江

一家四口住在这里。操场的南边有一座仓库，叫南仓库。操场的西边是一座两进式的南北四

合院，砖木结构，具有半中半西的特点，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这里十分宽敞考究，最早

是清末邮传部尚书陈璧住的正院。1949-1950年，这里集住宿、上课、办公于一体，是学校

最主要的建筑，学校最初招收的四批学员是在这里度过的。北四合院是学员住宿和班主任办

公的地方，南四合院是学员住宿、上大课、听报告的地方。在多次现场调研中，我们考证了

现存的唯一一处历史遗迹——南四合院的南房（部分），它是当年尚书六公子陈伯早排练

“文明戏”（话剧）的场所。南北四合院的南侧是南大院，西侧是西长院，北侧是由平房构

成的澡堂子和厕所（位于大礼堂的南边）。大礼堂的西边是锅炉房，这里有一个大烟囱，据

说是北京当时最高的烟囱，有十几米高。在锅炉房西边的院墙上，有一个随墙门，又叫后

门、小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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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 2月 10日，中央税务学校第一期税政三班毕业合影（南四合院正房前） 

 

南四合院正房（北房）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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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四合院复原图 

 

在校门内的北边，是大门院和东北院，东北院的院门很漂亮，有一个拱形的月亮门。东

北院的北边有一座仓库，叫北仓库，还有一个北小院。在北小院的西边，一路之隔，是 3排

自南向北的东西向平房，位于小北门——昌堂门的西边，叫做昌堂门头条、二条、三条，构

成了昌堂门院。它们当时是建筑工人盖礼堂和楼房时的工棚。昌堂门院的南边是一座建于

1951 年的二层学生员宿舍楼，叫人字楼。据学校大事记记载，1951年上半年,中央财政学院

筹备期间，在 22号院内建筑楼房 200间。华北税务学校在购买 22号院之前，这里只有平

房，没有楼房。在人字楼的南边有一个花园，位于人字楼和大礼堂之间，里面有座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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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建的中央税务学校宿舍楼（人字楼右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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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央财政学院税政班同学合影（人字楼中间部分）

 

左侧建筑为大礼堂，右上角建筑为人字楼最东侧（图片由 45号院居民黄燕青提供） 

 

1953 年 5月 4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的国家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开学典礼在

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举行（背景：左为礼堂 中为花园 右为人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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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楼复原图 

 

此外，学校由华北税务学校更名为中央税务学校后，除了占地 30 余亩的西皇城根 22

号院之外，在东四北大街东侧的八宝坑还有一处宅地，当时学校占地增至 47.468亩，房舍

增至 409.5间。 

经史料研究、老照片考证和实地调研等，在西皇城根 22号院的五年办学期间，校舍布

局和建筑功能定位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1949-1950 年，南北四合院集教学、住宿、办公于一体，上大课和听报告

主要在南四合院南房，南北四合院周围的部分普通四合院和平房主要承担住宿功能。校门南

部靠东校墙建有学员的大伙房。花园西南角建有澡堂和厕所。据校史记载，进入校门，对面

偏南是个独立的小院（即茶炉院），由副校长李永江一家四口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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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江副校长一家四口居住的独立小院复原图 

 

第二阶段是大礼堂、人字楼和南楼在 1951年建成后，上大课和听报告等主要在大礼

堂，上小课讨论主要在南北四合院。据邹大牧校友回忆，“1953年夏，本单位应试干部集

体在原中央税务学校南四合院北房东教室进行笔试。1953年秋，我们保险专业专修班的学

员被安排在原中央税务学校的校址内。保险班的北京学员安排在南四合院的北房西部，其他

的专修班（例如物资、储备等）被安排在西直门外农科院东侧”。办公主要在南楼。据学校

组织机构的演变可窥一斑：1951年 10月 8日，《中央税务学校暂行章程》公布学校设正、

副校长，正、副教育长，下设各科、室、馆等（秘书室、教务科、组织科、总务科、教研

室、图书馆），组成校部。部下设研究、税收、会计、统计、专卖等班次（必要时分为若干

系），各班有班主任和干事，并设文化补习学校。1952年 12月，中央财经学院的组织机构

变为：院长办公室，下设人事科、秘书科；教务处，下设教务科、注册科、图书馆、体育

室；总务处，下设总务科、会计科、生活福利科、校产管理科、工程科、卫生科、医务所；

各系及专修科为教学行政基层单位，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学院教研室分为直属教研室

和系属教研室，前者受教务长直接领导，后者受系主任领导；学院社团，受中国共产党财院

支部领导。1953年，中央财政干部学校是校部和职能部门二级结构。校部为最高行政机

关，设校长和副校长，主管全校行政教学工作。校部以下设办公室、教务处、专修部三个次

级单位。校部为最高行政机关，设校长和副校长，主管全校行政教学工作。此外，体育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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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操场，就餐在食堂院，住宿在人字楼，教工及其家属则分散住在各个普通四合院和八宝坑

胡同里。 

第三阶段是 1953年 4 月 21日成立我国第一所财政干部培训学校──中央财政干部学校

前后，上大课和听报告等依然在大礼堂，上小课在南北四合院，住宿主要在人字楼。当时学

校的学习期限为半年至一年，房舍是 1000人规模，首先办预算研究班，接着办会计训练

班、税务班、基本建设投资班、财政监察班等。5 月 4日，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举办

“银行执行国家预算出纳业务研究班”。7月 29日，研究班全体学员结业，本届研究班培

养财政系统、银行系统干部 386人。 

 

1953年 5月 2日，学校发布在大礼堂举行国家预算执行业务研究班开学典礼的布告 

     

1953年 9月，西郊四道口校部（又叫西直门外四道口校部，即现在的学院南路校区）

正式启用。直到 1954年 8 月，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从西皇城根 22号彻底搬迁到四道口校部。

此后，西皇城根 22号院成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家属院。1965年，门牌号变成了现在的

西黄城根南街 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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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后记 

自 2018年 7月至 2019 年 9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围绕本研究，我在工作之余主要做了以

下几件事情： 

一是读书。我多次阅读了《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中央财经大学大事记

1949-2009》、《往事曾谙》和《春华秋实 校友风采》等史料，反复研读相关内容，熟知有

效信息；认真拜读了著名的文史大家、红学家和民俗学家邓云乡撰写的 15 本“邓云乡集”

系列丛书，比如《文化古城旧事》《北京四合院》《燕京乡土记（上下）》《云乡琐记》

《云乡漫录》《云乡话书》《诗词自话》《云乡丛稿》《鲁迅与北京风土 》《草木虫鱼》

《云乡话食》《清代八股文》《红楼风俗录》和《红楼梦忆》等，这些书中关于旧址的描述

或只言片语为本研究增加了可靠的真实性、浓郁的文学性和强烈的故事性；认真查阅了《中

央财经大学校报》电子版，寻找早期校友的回忆性文章。整个过程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读书

和摘抄笔记煞是辛苦，但又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邓云乡集”部分系列丛书 

 

二是调研。我多次到西黄城根南街 45号院（原西皇城根 22号陈家大院）考察、采访、

搜集照片、整理口述历史等。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带着宣传部文化建设科或校史馆科的同

事，请他们置身于旧址现场亲身感受那个年代的历史积淀和校史情怀。虽然当年的校舍已不

复存在，但是感悟、缅怀、铭记，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校史校情教育。除了现场调研，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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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调研，对于许多新发现的问题和疑惑，我经常与 45号院的一些老住户通过微信进行联

系，便捷有效。 

三是撰稿。周末、假期、深夜，边读书、边研究、边写作，整个过程不亚于写了篇学位

论文。有时发现了新的史料依据，有了新的逻辑判断，我原来写的有关部分可能就白费了，

只好推倒重来。改改写写，写写停停，不断充实，不断论证，每件事、每个数据、每个细节

都到“说必有据”。就这样，复原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 2019年 9月底。 

四是绘图。在从事研究之前，我脑海里就有四张大门的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差不多，

至于“源头旧址”里的建筑有哪些，长啥样，如何布局，我一概不知。随着对其他七八张照

片中建筑的分析、相关采访和实地调研，我逐渐明晰了这些建筑的名称和功能，比如南北四

合院、大礼堂、人字楼、南楼、食堂院等。随着对相关史料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整个

“源头旧址”在我脑海里丰满起来。于是，我自己不断地绘草图、修改草图。后来，45号

院的黄燕青师傅给我传来了他的发小张燕刚绘制的草图，黄燕青师傅多次对校舍的方位、距

离、形制、颜色、门向等诸多细节进行描述，其他老住户也积极给予补充和佐证。我绘制的

草图越来越清晰起来，为后期绘画素描和制作立体平面图、3D动画等奠定了基础。再后

来，45号院的李燕山师傅在他们的微信群里看到了“西皇城根 22号院旧址复原立体平面

图”之后，给我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提供了他绘制的大院草图。由于当年校舍已不复存

在，加之校舍已拆掉近 40 年，所以在每个人绘制的草图中不尽相同，在细节上有些出入，

但是在校舍布局和建筑名称上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中央财经大学西皇城根 22号旧址

复原立体平面图”定稿。文化与传媒学院的学生参与了复原立体平面图的绘制。最后，报请

宣传部、新闻中心领导，经部务会议研究，利用学校文化建设经费 6万元，组织校外文化公

司的专业人员完成复原立体平面图的绘制和 3D动画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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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北京航拍影像图截图 

 

45号院老住户黄燕青提供的张燕刚的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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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号院老住户李燕山提供的手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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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次修改，甚至是反复修改，比较专业的“中央财经大学西皇城根 22号旧址复原

立体平面图”已设计完成，整体效果超出了预期。“中央财经大学西皇城根 22号旧址复原

3D 动画”视频的制作和宣传片的制作已近尾声，整体效果也超出了预期。 

在此，衷心感谢中央税务学校第一期二班学员王万有老师，他在生病之际还接受了采

访；感谢（曾）住在 45号院黄燕青、李燕山、张燕刚、方炎、庞旸、刘一钢等居民，以及

许多不知名的热心住户，他们提供了诸多珍贵的照片、重要的口述和纪念性文章等；感谢

《中央财经大学六十年史（上编）》《中央财经大学大事记 1949-2009》《邓云乡集》系列

丛书等史料编著者；由于 1953年 8月中央财经学院撤销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我们还到中

国人民大学档案馆追踪索骥寻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在整个研究中，由于史料不足，时间有限，才疏学浅，缺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细节未

必完全准确，观点也未必完全正确，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沟通交流。 

 

 

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新闻中心  武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