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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南大

学校简介
　　南京大学坐落于钟灵毓秀、虎踞龙蟠的金陵古都，是一所历

史悠久、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其前身是创建于 1902 年的三江师

范学堂。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南京大学始终坚持育人为本，

在各个历史阶段培养和造就了众多中华英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建功立业、成就卓著。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在教育教学改革

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

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今，南京大学的办学事业已经掀开新的百年篇章。全体南

大人将始终保持奋发昂扬的精气神和朴茂平实的工作作风，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一个南大”的指示精神，着力内涵发展，

彰显南大特色，为把南京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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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形胜，虎踞龙盘；金陵古都，钟灵毓秀。南

雍屹立，教泽天下；桃李芬芳，日新月异。2022 年 5 

月 20 日，南京大学将迎来 120 周年华诞，诚盼社会贤

达、海内外校友、各界同仁欢聚一堂、携手新程，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谱写南京大学的新篇章。

　　薪火相续，源远流长。南京大学的历史可溯源至

创立于 1902 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

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

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中央大

学、南 京 大 学 等 历 史 时 期；至

1952 年，创立于 1888 年的金陵大

学并入，二源汇流，波澜壮阔，在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砥砺

奋进、铸造辉煌，始终走在中国大

学的第一方阵，为中华民族培育了

一批又一批栋梁人才。

　　民族复兴，使命担当。近代以

来，家国多舛，南京大学虽校名屡

易、校址迁移，然学脉绵延、弦歌

不绝，始终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

共命运，谋国家之富强、求科学之

进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征程中，南京大学倡导解放思想，勇攀科学高峰，

跃入顶尖大学行列。进入新时代，南京大学努力推进 "

双一流 " 建设，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在

培育英才、创新知识、传承文化、服务国家等方面，

引领新风尚、树立新标杆，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优异的

成绩单，向 " 第一个南大 " 的宏伟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

伐。

　　十纪风雨，再创辉煌。一百二十年间，南大人励

学不怠、敦行不息；诚、朴、雄、伟的精神气质，凝

聚着南大人的忠诚和担当，淬炼着南大人的智慧和力

量；伟大而优秀的传统历经百廿风

雨，焕发生机活力，绽放新的光芒。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

殷切期望中，在海内外各界朋友和

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的办

学事业不断发展壮大。值此历史时

刻，我们将以 " 诚耀百廿，雄创一流

" 为校庆主题，本着价值引领、奋进

超越、特色彰显、开放节俭的理念，

阐扬南大精神，同贺南大华诞，让

百廿校庆铭刻记忆、凝聚共识、振

奋人心、展现风华。

　　华章待启，盛举共襄。南京大

学将广开视听，恳请社会贤达、海

内外校友、各界同仁对百廿校庆建

言献策、贡献智慧。诚邀大家在校庆期间相聚南大，

见证良辰、畅叙情谊、同临佳境、共展宏图！

鼓楼校区 百廿校庆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坐落在南京市鼓楼区，毗邻

南京城中核心区域。鼓楼校区分为北园、南园和西

区，北园为教学科研区，南园为学生宿舍及生活区，

西区为科研实验及部分院系所在，校区总面积约

600 亩。

　　鼓楼校区为金陵大学旧址所在地，北园的金陵

苑一带的特色建筑群内有包括北大楼、大礼堂、小

礼堂、东大楼、西大楼等在内的多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南园区域内有拉贝故居和孙中山故居等

著名建筑。

　　鼓楼校区目前常驻南京大学多个院系和单位，

在学校的教学科研、国际合作、社会服务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常驻院系
　法学院

　商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院 

　软件学院 

　医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艺术学院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南大名建筑

北大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 1919 年，建成之初称“行

政院”，位于金陵大学校园中轴线的尽端，是原金陵大学的标志

性建筑，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灵魂所在。北大楼由美国人赛

弗 伦 斯 先 生（Mr. Severance ）及 其 子 捐 资 而 建，故 也 称

Severance Hall，由美国建筑师司迈尔（A. G. Small）设计，陶

馥记营造厂施工，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3473 平方米，

砖木结构。刚刚落成的北大楼是当时南京城内最高的建筑之一。

大楼墙体采用明城砖砌筑，歇山顶，烟灰色筒板瓦，正脊饰鸱吻。

大楼中部正南方凸出五层方形塔楼，形成纵横对比强烈的立面效

果。北大楼整体设计以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为主要元素，也受到美

式教会大学建筑的深刻影响，细节比例精当。

大礼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礼拜堂（今大礼堂）位于西大

楼南面，始建于 1918 年，由塞奇基金会（Sage Legacy）捐资所建，

因此又称 Sage Chapel。此楼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联合建筑师事

务所于 1917 年完成设计，陈明记营造厂承建。礼拜堂的设计部

分汲取我国古代庙宇造型，严谨庄重，其平面为西式巴西利卡式

教堂平面，单层大空间，砖木结构，主体屋顶为歇山顶，其余部

分有六个小硬山顶。外墙均为明城砖砌筑，并创造性地用砖石建

材代替我国古代建筑中木制的建筑构件、雕刻等。

东大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名科学馆，原为金陵大学理

学 院（Science Building），由 美 国 克 利 夫 兰 市 的 斯 维 希 先 生

（Ambrose Swasey）捐赠，又称斯维希堂（Swasey Hall）。东大

楼与西大楼几乎对称，为清水砖墙身、明城砖墙基座，西式开窗，

屋顶采用筒板瓦、歇山顶，唯屋顶中部数间凸出悬山顶，造型奇特，

正脊两端各有一对鸱吻。1959 年因火灾损毁大半，后由南京工

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参照原貌重新设计，建筑结构、立面

细部、层数等均有所调整。

文物古建筑：27 处

鼓楼校区地图

鼓楼校区全景 VR 系统

畅游校园，现在开始！



西大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金陵大学农学院（West 

Science Building)，为纪念金陵大学农林系的创建者裴义理教授

（Joseph Bailie, 1860-1935），又 称 裴 义 理 堂（Bailie Memorial 

Hall）。西大楼位于北大楼西南侧，由美国芝加哥帕金斯事务所于

1924 年设计，1925 年建成，与东大楼相对、造型相似。西大楼

的设计手法洗练、比例精当、端庄大气。其建筑用材质朴、色彩

沉着，白色条石用在勒脚、门窗过梁部位，与青砖墙面形成对比。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教学楼建于 1964 年，位于北园中心位置，总

建筑面积 6600 平方米。教学楼使用至今，已逾 50 年，积淀了一

代又一代南大人的青春记忆。2015 年，郑钢校友向母校捐资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 500 万元用于教学楼的修缮、维护、提

档升级。为了感谢郑钢校友慷慨回馈母校之举，经学校研究决定

将教学楼冠名为“郑钢楼”，并镌刻碑记，昭彰弘扬。

小礼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 1934 年，原为金陵大学

特威南礼拜堂（Twinem Memorial Chapel）。小礼堂由土木建筑

工程师齐兆昌先生（Charles T. Gee）设计，南面、东面各有拱形门，

门前两侧分设抱鼓石，踏道间有丹陛石。大门门券、窗框边石均

刻西式图案。屋檐处以青砖叠涩做法代替斗栱，底层木地板架空，

外墙面上有我国传统的“铜钱”样式通风口，细部构造精致。

斗鸡闸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何应钦公馆旧址，始

建于 1934 年，由著名建筑师沈鹤甫设计，辛峰记营造厂承建。

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为金陵大学图

书馆。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先生设计（基泰工程司），陈明记营

造厂承建，1936 年落成。校史博物馆于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

开馆，使用面积 1400 平方米，展区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原中

央大学校长、百岁老人顾毓琇为校史博物馆题写了馆名。校史博

物馆分“百年校史”、“今日南大”、“百年英才”、“多媒体演示”及“礼

品厅”等多个展区。

拉贝旧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 1934 年，位于鼓楼区

广州路东口小粉桥 1 号。该宅院原为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家声

所有，占地约 1905 平方米，为西式砖木结构的楼房，一楼为会

客厅，二楼为书房和卧室，带阁楼。1930 年，拉贝先生调任西

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小粉桥 1 号成为他的办公处兼住宅，此后

一直到 1938 年 3 月，拉贝先生都在此居住。1947 年，谢家声赴

美前将其出租给美国基督教宣传会，现为拉贝纪念馆。

赛珍珠楼是江苏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 1912 年，原为教

员 Mr.Moss 宿舍，位于北园西墙根下，占地面积约 12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356 平方米。该楼坐西面东，砖木结构，地面二层，

地下一层，四坡顶，青瓦，楼顶建有老虎窗，入口设有雨蓬，以

四根古典风格的圆形立柱支撑，是一幢具有典型西洋风格的小洋

楼。

1937 年 12 月毁于战火。1945 年秋，何应钦回南京后在原址重建。

整个建筑采用西班牙式风格，构思精巧，外部是鲜亮的米黄色，

顶部则覆盖着中国传统的瓦蓝色琉璃瓦，外观简洁大方，琉璃屋

顶与塔楼高低错落有致。公馆四周广植雪松花木，中间绿草茵茵。

门前现存的合抱雪松，据传也为何氏当年所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