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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钟荣光( 1866 ～ 1942 年) ，我国近代著名教会大学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知名的爱
国者和杰出教育家。他创办农科大学、扩建农学院，使得岭南大学农业教育在办学规
模、师资力量、院系设置、农场建设等方面都有了显著发展。文章通过介绍钟荣光的农
业教育思想与实践，探讨他对华南农业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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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中国就是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关系到国

计民生。长期以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

济占统治地位，农业科技水平较低。鸦片战争后，

随着国门被打开，西方科学技术对整个传统农业形

成巨大冲击。如何将西方先进技术“洋为己用”，

完成中国农业近代化，成为当时不少有识之士不断

探索的问题。学术界尚未有专门深入研究钟荣光

与近代华南农业教育的成果①。本文拟以钟荣光

为个案，围绕其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和扩建岭南大学

农学院，探索钟荣光这位杰出的爱国教育家对华南

农业教育的贡献。
岭南大学创办于 1888 年，是一所美国教会学

校。创办时校名为格致书院 ( 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 ，1912 年 9 月，其中文名称改为“岭南学校”
(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1926 年 11 月，国民政

府亦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规定大学必须由中国

人办理，外人不得在中国设立大学。此后管理岭大

的纽约董事局决定在华成立董事局。1927 年 7 月

1 日正名为岭南大学( Lingnan University) ，推举钟

荣光博士为首任华人校长和校董会主席。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乃是中国新旧大转变时期，钟荣光可

谓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

雄”之一。他于 1899 年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习，

1908 年担任岭南学堂华人教务长，历任广东省教

育司司长、岭南大学校长、岭南大学名誉校长等，为

岭南大学鞠躬尽瘁近四十载。他重视农业教育，为

华南教育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华南乃至中

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推动作用。

一、开办岭南农科大学

晚清以来，战争频仍，百姓“终岁勤劳，食仅粗

米，衣不蔽体，有子弟而无教育”。钟荣光深刻认

识到，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发展农业教育。他

常说:“我国以农立国，但农业不振，农民生活穷

困，怎能强国?”②1921 年，钟荣光筹备将 1908 年创

立的岭南大学农学系扩充为农科大学，希望由此

“甲造就高等农业人才; 乙养成中小学农业教员;

丙传播农识于各乡村，增加其旧农产及输进试验所

得之 新 农 产; 丁 与 世 界 各 国 交 换 农 科 学 问 及 农

产”③，从而促进农业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人才，改

进农民生活，推动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
他乘出国筹款的机会，深入考察外国农业科技建

设，并积极宣传和筹办农科大学。
钟荣光创办农科大学的倡议很快就得到社会

各界人士和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赞同和支持。当

时，广东省的新兴农业计划也正好致力于推广能够

提高农业效益的技术成果，需要农业方面的科研人

才。陈炯明在当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特拨开办费

30 万元，另由省库每年拨助经常费 10 万元。海内

外华人也积极捐款，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农科大学大

楼“十友堂”。岭南农科大学于 1921 年成立，于美

国纽约董事局之外，另由华人组成董事会筹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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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管理校务。岭南农大设校长兼场长 1 人，推定

钟荣光为首任校长。校长只有授予毕业证书的权

力，而无权授予学位。依宪章条例规定，本科毕业

生学位仍由岭南大学监督授予。
岭南农大本科 4 年制，农业专修科为 1 年，蚕

桑专修科为半年。讲授学科分为农林教育门、农林

工程门、农艺化学门、垦殖门、畜牧门、森林门、兽医

门、乳业、昆虫学、蚕桑学、园艺门、家政门、水产门

等，开设的学科完全属于农学者有 16 科，其中田艺

科为 6、农产制造科为 l、畜牧科为 5、园艺科为 4。
其他必修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国文、英文、宗教

等，则与文理科大学合办。计划增开的课程有高级

农产制造学、植物分类学、地质学、农业教育学、纤
维用作物学、乳脂牛油制造专论、乳业微菌学、植物

繁殖法、肉畜学、园艺见习、乳业考据、心理学等。
1922 年农科大学陆续聘请张焯望、傅保光、邵尧

年、考活等 12 位教授来校任教。同年，创办《岭南

农事半年刊》、《农事月刊》和《岭南农刊》( 英文)

等刊物，以便于学术交流。
农科大学的建立意味着岭大办学目的的世俗

化和中国化，更意味着广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

才需求的关注。

二、扩建农学院

1927 年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后，由华人成立

新的校董会，是为学校最高机关。钟荣光众望所

归，被推选为首任华人校长。新的校董会接收农科

大学董事会的产业与工作，将农科大学归入岭南大

学办理，改为农学院。为了使农学院进一步造福百

姓，钟荣光从经费筹备、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改革等

几个方面着手，将岭南大学农学院建成可与燕京大

学、东南大学鼎峙的三大私立农院之一。
1．“掘地三尺”广筹经费

经费是学校之命脉，办学之根本。在钟荣光看

来，将岭大收归华人自办不仅仅是“收回教育权”
那么简单，关键要能“承担教育的责任”，负担起办

学的经费。岭大收回自办之后，原纽约董事局改为

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 简称“美基会”) ，主要

资助在校任职的西方教职员。除此之外的一切费

用，都由新成立的校董会负责。为负担起华人自办

的庞大开支，钟荣光仿效外国办学模式，竭力争取

海内外各方捐款。
岭南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

校之一。如前文所述，钟荣光办理岭南农科大学

时，得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支持，特由省库拨款

三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每年十万元的补助经常费。
这算得上是岭南大学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第一笔

经费。1927 年岭大收回自办后，经费全靠国人自

己筹措，政 府 拨 款 更 成 为 经 费 的 主 要 来 源。自

1927 年起，广东省政府每年补助岭大十万元，平均

每月八千多元。
资助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国内团体主要有中华

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简称中华基金会) 和中英庚

款管理董事会。中华基金会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中

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

文化事业的官办机构，领导成员由十五人组成，其

中中方十人，美方五人。中方成员都是当时国内政

治、科学、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如颜惠庆、张伯

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蔡元培等。通过钟荣

光联系，自 1927 年起，中华基金会补助岭大植物病

理研究和农事推广等各种事业，为期三年，每年补

助一万五千元。后经钟荣光致信诚请，并亲自和该

会董事孙哲生、胡适、蔡元培联系，得该会继续补助

三年。后中基会又陆续补助岭大昆虫研究、柑橘类

研究、蚕病研究及蚕业推广。除了岭大自身学术方

面成果突出外，钟荣光和中华基金会各董事良好的

私人关系，也为岭大农学研究顺利获得该会长年补

助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管理

英国退还庚款特设的机关，1931 年 4 月成立。为

争取这笔经费，钟荣光分别于 1931 年、1934 年、
1936 年致函蒋介石，并进京游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在 1936 年，岭南大学获得该会补助建筑费

与设备费 6 万元，用于农学等方面的研究。
除此之外，钟荣光还争取到了岭大校友、工商

业人士、海外华侨、海外基金会、外国教会、外国友

好人士等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农学院的建设提供

了经费保障。
2． 网罗优秀人才

如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

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钟荣光深

知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的依靠力量，是提高

教育质量和学校知名度的决定性因素。他担任校

长期间，注重科研，通过制定《专门研究章程》和划

拨出版经费等，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 提高工资

待遇，解决住房、医疗、探亲路费等问题，为教师解

决后顾之忧; 吸收本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早在

1924 年访美时，钟荣光就曾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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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岭南同学足迹遍于全球，在原则上最低限

度应有一部分人才返回母校服务。”在钟荣光担任

校长期间，不仅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留选，还大力

号召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岭大校友回国任教。以

1932 年为例，农学院有华籍教员 16 人，其中岭南

校友至少 11 人，包括冯锐、古桂芬、杜树才、朱济

沧、黄泽普、何雄涛、黄永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为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

鼓励学术交流，“送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使岭大

的师资构成焕然一新。1935 年，经钟荣光联系，岭

南大学开始和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第一位交换

教授为菲律宾大学农学士、美国约翰哈全斯大学

( 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哲学博士闵逸民( Dr． Ｒ．
B． Espino) 。闵逸民教授是植物生理学专家，对热

带植物生理及营养之研究富有经验。他既是东亚

农学界泰斗，又是菲大台柱，他的到来对岭南大学

的植物病理研究有很大帮助。钟荣光的知人善任

为农学院汇集了大量的农科专才，他们不仅在教学

科研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部分教授如廖崇真、张
焯堃、冯锐、古桂芬、刘荣基等更先后兼任广东省农

林局局长或副局长，为广东省农林业的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
对于岭南大学的师资建设，著名的德莱大学校

长白朗在 1933 年曾说:“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行政

领导之下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我认为它是

非常成功的学校，对它的领导人充满信心。在我看

来，它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都非常能干”④，对钟

荣光和他建设的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 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充足的经费和优良的教师团队为岭南大学农

学院服务社会、造福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钟

荣光领导下，农学院采取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

的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务求达到振

兴农业和农业教育、培养高等农业人才、惠及农民

的目的。
农学院的管理机构上分设教务、研究、推广、经

营 4 部及农艺、园艺、畜牧、蚕丝、植物病理 5 个学

系，本科学制 4 年，实行学分制。教务部负责教学

工作，研究部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改进，而

经营部和推广部则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技术

与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推广与应用。其中蚕丝系

在 1927 ～ 1932 年间升格为学院，专门进行蚕桑的

品种改良与推广。1928 年开设的植物病理系，主

要从事华南植物病理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

物病理研究的机构。⑤在钟荣光实用教育思想的引

导下，农学院的课程不断完善，到 1932 年，增设了

中国主要农作物、广东主要作物、农业工程、乳品制

造、乳业经营、热带畜牧事业调查、蔬果储藏制造

法、养蚕制种学等实用课程，学科体系趋于完备。
截至 1937 年，农学院共设有畜牧学、农艺学、园艺

学和植物病理学四科 54 门专业课程。
农学院各个系部结合广东的自然条件和实地

需求，进行农学研究与技术革新。农艺系从檀香

山、菲律宾、爪哇等国引进上百种优良甘蔗品种进

行试验，最后选育出耐旱蔗种“南大红”、“南大青”
等予以推广。1936 年，广东省甘蔗总产量跃 261
万吨，创抗战前最高纪录⑥。园艺系注重柑橘类果

树与荔枝龙眼的研究，种植檀香山木瓜、暹罗蕉、中
外柑橘、荔枝、龙眼、梅、李、桃、胡桃、山榄及其他亚

热带果树 300 多种。1935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

学院农科硕士李沛文受聘岭大，他以潮汕柑橘试验

场为基地，带领学生展开柑橘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试

验。木瓜本为广东新会等地特产，但在 20 世纪初

品种已退化，农学院高鲁甫教授率先在岭大引种夏

威夷木瓜，经多年试验，于 1920 年转育成最受欢迎

的“岭南木瓜”，味道香甜，颇受市场欢迎。农学院

还刊印了小册子《木瓜》，广为宣传，令远近乡民争

相栽植。20 世纪 30 年代，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又从

秘鲁引进木瓜良种，进一步提高“岭南木瓜”的品

质和研究水平。今天广东水果种类繁多，农学院师

生功不可没。畜牧系在乳业制造、微菌学方面有相

当完善的设备，设有制造场专制奶油、雪糕、乳酪、
糖果等，在广州供不应求。此举不仅使教师、学生

进行各种试验，也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植

物病理学系着重调查中国南部具有重大经济价值

的植物病害的状况，如柑橘类、稻作等，查明病菌生

活史，提出防治方法。如前文所述，该系 1927 ～
1932 年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研究

农事、推广各种事业。1928 年，农学院得洛氏基金

资助增设实验室，先后由留法学者韩旅尘、徐治博

士主持。1933 年前后，该系进行了水稻菌核病、甘
蔗黑穗病和柑橘黄龙病 3 大病害的研究，取得了一

定成果。
蚕丝系早在 1917 年就开始招收学生，是广东

省第一所培训蚕桑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18 年

应邀加入广东省丝业研究所，后来得美国丝业联合

会( The United States ` Silk Association，又译为“丝

商公 会”、“丝 绸 协 会”等) 捐 建 蚕 丝 学 院 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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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岭南农大成立后，原有的蚕桑科归并办理，

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蚕桑科办理蚕种有成绩，于

1923 年夏，特拨款港币 5 000 元供作研究费，对南

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调查，摸清情况与问题。廖省

长根据研究所得《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一书做出

发展蚕丝业的决策。同年 11 月，广东省政府为改

良发展蚕丝业，与岭南农大签订 10 年合约，委托农

大设立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归省实业厅( 后改称

建设厅) 管辖，委任蚕桑科主任考活为局长。局址

设在岭南农大内，由省政府拨给经常费每年 15 万

元。其目的在于一面试验研究，一面指导蚕农，以

图改良广东蚕丝生产，挽中国之利权，拯农民之困

苦。1927 年，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蚕丝系一度扩

建为蚕丝学院，全院教职员带领学生，利用国内外

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积极开展各项试验研

究，改良、推广蚕种蚕丝，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研

究成果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岭大在华南乃

至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
蚕丝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从养蚕到制丝，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习生丝制造

的每个步骤，并派学生到大良、容奇、桂洲等处参观

丝厂，增长见识。著名的大华丝厂，为岭大毕业生

所办，因受蚕丝改良局指导，采用蚕丝系的新法制

丝，所以所产蚕丝质量远胜其他蚕厂。蚕丝系在改

良蚕种的同时，注重推广工作。1925 年在顺德县

伦教、龙山、勒流，中山县小榄，粤北乐昌县城设有

蚕业推广站。此后，又相继建立了 5 个推广站和 5
个制种场，派员常驻，推销改良无毒蚕种，指导蚕农

应用新法; 协助蚕农改建蚕室; 调查蚕农经济状况

及推广新法制丝，取得了成绩。
要进行专业的农业研究与技术革新，就离不开

实地操作。早在创办农科大学期间，钟荣光就计划

包括在海南等地办四个农场，既可以进行农业研

究，推广农业科学，也可以筹集办学资金，还可以就

地在农场附近设立学校，普及农业教育。岭大校内

原有一小型农事试验场，供学生实习之用，为便于

农业教育与实践，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获批，

购得康乐村附近山地一千多亩作为农场。除种植

桑树饲养桑蚕外，分区用作蔬菜、树苗、果树、稻作、
乳业及畜牧试验。经钟荣光努力，农学院在潮安县

领得土地 2 万多亩，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柑

橘品种的改良和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工作。经钟荣

光多次函请中山县长，又在中山县那州领得荒地六

万亩，设立“中山农事试验分场”，为开办示范性现

代化农场提供了条件。分场在古桂芬的主持下大

力开发，初期借用克得必拉索引机公司等美国数家

名厂的新式大型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及施肥

机、排水机等，以当代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水

利与交通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畜牧、造林、旱地农作

物等综合实验研究。至 1931 年，已种有路稻、芭

蕉、菠萝、木荳、红荳、玉蜀黍、番薯及其他荳科作

物，并派农科生到该分场实习。这三个大规模农场

意义深远，可谓“开发广东广大荒山丘陵之张本”，

对华南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三、钟荣光对华南农业近代化的贡献

在钟荣光的领导与管理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为

华南社会乃至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近代化做出了

巨大贡献。不但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推广了

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理论联

系实际的教学设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及

造就农业事业指导者和研究者的培养目标，也为我

们今天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留下有益启示。
1． 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早在 1921 年，岭南大学农学部就有了首届毕

业生郭琳爽，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农学学士学

位。虽然从人数上不算多，但大都学有所成。毕业

后，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回

到学校，培养农业人才，也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

等。如 1922 年毕业生古桂芬在岭南大学获得农学

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

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1924 年获得农科

硕士学位之后，古桂芬回到其先父义侠的古氏农庄

( 又称发隆公司农场) ，与其兄长共同经营农庄业

务。1927 年，钟荣光特召古桂芬回校工作。古桂

芬在岭大农学院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农学院讲

师、农艺系主任、农艺系副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

省建设厅农林局副局长等。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

识和农业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培养了

不少农业人才。可以说，古桂芬是岭南大学农学院

教育成果的杰出代表。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

求，除了四年制本科教育，农学院还办有农科高中、
农民学校、农业服务社等，培养多层次的农业专门

技术人才。1929 年，为配合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岭南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

“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农学院教师负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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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灌溉与排水、买卖合作社、
农民实用簿记法、农村展览会、土壤及其管理、肥料

及其用法、农业范围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2． 推动了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农村社会改

良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改革，都结

合华南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培育了大量的

优良品种，如谷种“改良东莞白”，产量高的可比一

般品种增产 20% ～30% ． 为便于稻作推广，岭大一

方面增加原有稻作试验场的面积，另一方面与广东

建设厅农林局合作，将良种分发给农民试种，收成

很好，被农林局作为推广品种。
钟荣光注重农学院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振兴农

业，改善农民生活，而这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实际

情况的了解。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

起了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

使命的驱动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以农业调查为己

任，注重推广工作，力求使农民受益，曾先后进行:

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的情况，以便

推广工作的开展; 广东农业机林业调查，举行数次，

曾以租佃及借贷等制度为中心问题; 与上海中山文

化教育馆合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调查; 冯

锐教授曾率领师生到河南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

下 30 多页的调查报告。农学院院长高鲁甫教授、
徐治博士会同建设厅改良试验区主任廖崇真赴罗

岗洞施行果树接枝新法及稻作改良运动，手续简

单，时间缩短，村民极为赞同。
3． 践行了服务精神

1927 年，钟荣光在学校交代礼演词中讲道，岭

南大学的办学目的是“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就

中国领导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

使学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

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这里钟荣光说的基督精

神，主要指服务精神。他曾说: “任何人皆知本校

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
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

务民众之工具。”⑦

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岭大的学生和团体

都很看重社会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

组织了乡村服务协进会，联合校内各个团体，为附

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服务。该协进会连续数年在

旧凤凰村努力工作，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丰富

日常生活，成绩颇为可观。以 1929 至 1930 年的工

作为例:

第一，教育。在旧凤凰村，设立凤岭日夜学校，

籍以帮助村中失学者得有机会求学，来就学者仍接

踵而至。该校课程注重应用科目，并曾举行两次千

字课毕业，已毕业者约二十人。设立阅书报室于村

内，以便乡人及学生阅读。
第二，经济改善。干事林世廉……曾帮助该村

建筑一伟大池塘，在春夏天贮蓄泉水，以备秋冬天

水涸时，免受水荒之虞。并指导该村多种植果木，

而本大学农科学院廉价出售，或酌量赠送各种树

秧。数年后，树木长大，该村之收入，必大为增加

也。
第三，卫生。村民多不注重卫生，拟举行卫生

演讲，灌输卫生常识。并曾施种洋痘，蒙嘉惠霖陈

元觉医生帮助甚多。
第四，娱乐。曾帮助凤岭学校及该村村人安置

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央公园播音台之音乐及演讲。
又帮助该村建筑球场及指导举行各种游戏。⑧

在钟荣光的精心培养下，岭南大学逐渐形成了

汇合基督教的服务( Service) 和友爱( Brotherhood)

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 Freedom) 精神和平等( E-
quality) 精神、革命的爱国( Patriotism) 精神及健身

强国的体育精神( Sportsmanship) 四种优良传统的

“岭南精神”。这种精神深受岭大同学和校友的认

同。1939 年 1 月 4 日，岭大校友简又文在岭南大

学周会称: “几年前，我替上海岭南分校撰了一首

歌，名曰《岭南牛》。歌云:

他们叫岭南人做岭南牛———粗黑、大隻、不靓;我听了，

微微笑，不否认。

让人们似狮虎般凶猛，似猪好命，妖孽似狐精。服务人
群却以牛胜———服务人群以牛胜。

做工，耕田，全身贡献，功劳谁与竞? 修天爵，作祭品，

允享大光荣。

这正是岭南赤子的精神!

为人群谋幸福，何惜乎身负重轭供牺牲:

好岭南，大岭南。为中国，育英才，举世仰声明!

红灰之子，齐努力，建功立业，毋忝而所生! ⑨

歌词体现了以身践行服务精神的岭南学子的

风貌。
4． 注重国内外交流

一流的教育，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钟荣光深谙

此道，所以他在建设农学院时，不仅积极引进外国

人才，自身也注重考查外国农业技术。
1925 年，钟荣光到秘鲁筹款，由岭大毕业生、

在当地经营古氏农庄的古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

了利马郊区农业和古氏农庄，参观了古印加帝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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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下的传统农业地带与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他

依据自己对广东农业的了解，得出“秘鲁农业条件

和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的结论。并对古桂芬

说，“既然古生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

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

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汇集起来，抒其优者

创办农场，经过这样探索寻求的实践，将会有助于

日后回祖国从事农业建设。”钟荣光别出心裁地提

出的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

设的方法，展现了他对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视野。
各类学术刊物也是农学院进行国际交流的重

要方式。1921 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时，为方便

发表农学研究著作，于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

刊》( Lingnan Agricultural Ｒeview) ，每年出版二期。
《岭南农事半年刊》初成立时，稿件有限，多为岭大

农学院和文理学校的教员所作。从第三卷起，稿件

渐有来自中国各部，第四卷以后，稿件大增，除纯粹

关于农学著作外，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增多。1928
年，该刊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 Lingnan Science
Journal) 。随着岭南大学日益发展壮大，《岭南科学

杂志》名气也越来越大，外来投稿者日益增多。自

创刊至 1935 年的第二期，论著已发表者共有 484
篇，为 17 国、239 位作家所著。《岭南科学杂志》
“属国内历史最长久的英文版刊物之一”，发行面

对世界所有国家，有售卖也有交换。除国内著名大

学、博物馆、研究所等刊物，有 41 个国家索取全套，

75 个国家 450 个机构寄来 1 000 多种科学杂志用

来交换。这些杂志为推动生物研究、农业研究、医
科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

此外，岭南农科大学和岭大农学院先后出版了

《农事月刊》、《农社年刊》、《岭南农学季刊》、《岭

南农刊》等刊物，都为提高和推广农业技术、增长

农民知识做出了贡献。

四、结 语

一直以来，钟荣光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

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救国事业，首要教育”⑩。
他曾比喻建国如建屋，基础坚固后才能完成上面的

结构，教育乃是基础。他说: “鄙人深信自今以后，

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

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所以他自 1899 年

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席到 1938 年宣布退休的

39 年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正实践了他自挽

联中所说“惟一事工 尽瘁岭南而死”。也正是在钟

荣光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农学院关注中国社会对人

才的需求，培养有牺牲精神、动手能力的多层次人

才，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村社会改良，对华南社

会乃至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 释:

①吴梓明《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
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 收录在论文集《基督宗教与中
国大学教育》) 、罗兴连《抗战前岭南大学农学院与华南
社会》( 中山大学硕士论文) 等对笔者启发颇多．

②卢竹荣．《当我和钟校长荣光舅公在一起的时候续》，《岭
南通讯》118 期，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编，1992 年 4 月 15

日，第 16 页．

③《十年前后之岭大》，岭南大学出版委员会，植树节刊行
第三十一号，民国十年三月五日，第 6 页．

④李瑞明．《岭南大学》，岭南 ( 大学 ) 筹募发展委员会，
1997，第 132 页．

⑤黄菊艳．《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5．

⑥谭浩然．《春风不言语 南国自芳菲———记抗战前岭南大
学农科对广东农业近代化的历史贡献》，岭南大学上海
校友会出版，2010 年 8 月，第 47 页．

⑦高冠天．《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计划》，民国十六
年十月，岭南大学，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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