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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

刘    亮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摘要：基于对一批英文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对 20 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在林学领域，从政府、社会到学者层面，从教

育、科学研究到救灾防灾，从林学人才、技术、思想、林业行政组织到造林、防止土壤侵蚀与河流洪水控制等方面开

展的交流与互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在林学领域的交流是双向的，美国以中国毁林为教训的

做法被中国学者作为警示国内政府和社会并呼吁重视林业、发展林学以救灾防灾的宣传工具，这是在近代中西方

交流过程中林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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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 Forestry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Lia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AS, Beijing, 100190, P.R.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of  a  batch  of  English  materials,  this  paper  combines
forestry  exchange  between  Sino-US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aspects  of  government,
society to scholars,  from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isaster relief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from
forestry talents,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forestr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o afforestation, preven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river  flood  control.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because  China ’s  modern  forestry  i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re  asymmetric.  China  is  more  to  lear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used  Chinese  lesson  as  a  guide  to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urn it  appealed to the emphasis  on fore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ce to provide disaster relief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propaganda tools for China. This is a feature of
forestry science that differ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ino-West ex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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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 年，在中国山东省传教近 40 年的美国北

长老会教士倪维斯（John L. Nevius, 1829−1893 年）

曾说，“在向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时，没有比对存在显

著相似性的中美两国进行对比更好的办法了。中国

在东半球的位置就正如美国在西半球的位置。不论

长度还是轮廓，前者在太平洋的海岸线正如后者在

大西洋的海岸线。同样的纬度位置，拥有同样的气

候类型和物产。一条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大的河流，

将帝国一分为二，常被称作‘江北’和‘江南’”[1]
。

无独有偶，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后又成为中国首

任全权使节，奉命代表大清出使各国的美国政治

家、外交家蒲安臣（A. Burlingame, 1820−1870 年）

同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晚在波士顿参加美方为欢

迎他率领的大清使团而举办的宴会时，发表演讲：

“当你说中国的自然状况和美国相似时，那是真的。

中国位于太平洋沿岸，而美国位于大西洋沿岸。如

你们所讲，有同样的地区，有同样的等温线，有同样

的河流系统和山，或者一个相似的山系。扬子江有

和密西西比河一样的水量，蒙古高原的位置对应北

美西北大草原……很确定的是我们有很多要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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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学习，而他们也有很多从我们这里学习。我们

从他们那里学习敬老，学习节制，学习礼貌，学习学

术的习惯，学习如何养鱼，学习很多有关农业的，学

习很多热、冷、光照、背阴对植物的影响，学习很多

如何灌溉，如何给土地施肥的知识。如果一些有观

察力的人，一些科学人物，可以去中国，如果他能将

他发现的事实记录下来，那么真的将是一项有益的

工作。中国人可能不能给他为什么他们做这件事或

为什么做那件事的理由，但是他会发现，经过长期

的经历，他们最终确定正确的方法。我不了解对科

学任务来说，这样一块广袤、未收获的土地意味着

什么。我委托最伟大的博物学家，阿格西教授（Jean
Louis Rodolphe Agassiz, 1807−1873 年），在来年对

这个国家做一次考察。但是我会接受你们的建议。

我说过我们从他们那里有很多要学习。”[2]

正是基于 19 世纪中期以来对中美地理环境相

似性及中国农耕文明悠久历史的上述认识，20 世纪

上半叶中美两国在农林等领域开展了密切的交流和

互动。有关农业方面的合作，学界已有相当成熟的

研究
[3-7]

；而在林学方面的交流，尚有很多内容值得

做进一步的探讨。笔者认为，交流并不应只限于学

习对方的优点和仿效成功经验，也包括吸取对方的

教训和避免失误，这一点在近代中美林学交流中尤

为突出。美国以中国毁林为教训的做法反过来又被

中国学者宣传，鼓动社会各界参与造林，而这一动

向再次受到美国关注，从而形成林学知识流动的环

形路径。这是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内容。另外，与

已有研究注重梳理史实以及实践方面的交流不同，

本文在详述相关交流活动的同时，兼顾其背景的分

析，并将林学思想方面的互动置于与林学实践同等

重要的地位。

一、美国农业部从中国引进树种

与西欧各国很早就相继实施森林保护和造林政

策不同，美国直到 19 世纪末期才逐渐意识到森林的

重要性
[8]
，将保护森林和造林提上议事日程；同时美

国农业迅速发展，急需各种作物品种。但是由于美

洲大陆是最后一块被发现的大陆，其农业历史太

短，无论造林还是种植农作物都需要从旧大陆古老

文明地区引进各种植物，并吸收和借鉴大量经验才

能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美国农业部自 1862 年成

立后，逐渐将从全世界各个地区引进适合本土生长

的植物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尤其从 1897 年 3 月

6 日苏格兰人威尔逊（JamesWilson, 1836−1920 年）

成为农业部秘书，一直到 1913 年 3 月 5 日离任的

这 16 年中，农业部不断扩展、改革其下属机构和职

能范围。其中负责引进作物和种子的部门从最初仅

仅作为农业部植物股（Division of Botany）下辖的一

个不起眼的科（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dustry），
逐渐成为农业部作物工业局（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下属的外国作物和种子采集处（Office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这样一个专门的机构

[9]
。

1898 年费尔柴德（D. G. Fairchild, 1869−1954 年）成

为新成立的农业部种子作物引进科（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负责人

[10]
。由于他本人亦是

富有激情的植物采集者，因此在他主管工作期间，

作物引进工作成绩斐然。

面对引进各国作物和树种的艰巨任务，无论造

林还是作物种植，都需要适合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品

种，显然海洋性气候条件下以牧业为主的西欧对美

国的借鉴意义不大。而拥有丰富植物种质资源，尤

其各种栽培果树、造林树种、风景树不计其数，气候

上又与美国极其接近的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农

业部作物工业局完成该项任务的重要目标国之一。

引进科通过大量雇佣美国和欧洲的植物采集者，并

和农业部其他部门、阿诺德树木园、纽约植物园、美

国地质调查局、美国地理学会、芝加哥植物引种花

园及欧洲植物采集机构等合作，借助在华工作的大

量美国外交官、新教传教士、在有教会背景的大学

等机构工作的人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搜集

种子，并建立起一套从寻找、采集、制作标本、打包

到运送的成熟完善的体系。在外国作物和种子采集

处定期发行的刊物上，对采集的每一种子都有编

号，对采集人及其所属机构、采集地点、负责运输

者、种子或标本形态、收到日期等相关信息都有描

述，对其中一些的中文名称发音也有标注。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从 1898 到 1910 年，先后

参与该项工作的就有长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中

亚、中国新疆地区采集植物种子的美国南达科塔农

学院教授 N. E. Hansen，他于 1898 年寄回他在伊犁

地区采到的葡萄、苹果、梨、沙枣、枣的种子；

1899 年，在湖北农学院工作的 G. D.  Brill 教授从

武昌寄回梨的种子； 1900 年，G.  D.  Brill 和 J.  W.
Gilmore 从武昌寄回包括泡桐在内的大量植物种子；

银杏在 19 世纪 20 年代左右由中国或者日本传入美

国；在华南的 Messrs. Lathrop 与引进科负责人费尔

柴德于 1902 年从香港寄回栎树、李子，从广州寄回

桃、桑树、杨树、红梅、柿子、番石榴、牛奶树、叶榕、

酸橙等；香港植物林业部主管 S. T. Dunn1904 年寄

回栎树；蒲鲁士（W. N. Brewster，1862−1916 年）从

福建寄回荔枝、龙眼；1904 年来自云南的杨桃通过

驻汉口领事魏礼格（L.S.  Wilcox）和威尔逊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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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 年 C. L. Marlatt 通过 B. T. Galloway 转呈乌桕；

1905 年魏礼格寄回油桐；1905 年上海中国圣教书会

（Chinese Tract Society）的范约翰（J. M. W. Farnham）

寄回梨、桃；1905 年福州圣教医馆（Medical Missionary
Hospital）的 John M. Swan 寄回荔枝；1906 年在湖南

的 S. A. McCalla 通过 H. A. Morgan 寄回湘潭的酸

橙；1905 年白秀生（Hugh W. White）寄回牯岭的杨

桃；在汉口的 F. J. Brown 寄回宜昌的杨桃；在上海

的魏师德（W. A. Estes）寄回上海的柚子；1907 年驻

汉口领事马墩（William Martin）通过费尔柴德寄回

油桐；1908 年范约翰寄回山东的山楂、上海的桃子、

广东的甜橙；海南的 L. E. M. Kelly 夫人通过香港寄

回海南的荔枝、无花果；1909 年 G. W. Groff 寄回广

东的桃子；在泰安府的 Henry S. Cousins 通过驻青州

副领事 Ernest Vollmer 寄回黄连木；美国驻厦门领事

安立得（Julean H. Arnold, 1875−1946 年）寄回来自

厦门的柚子；金乐德（Alexander Kennedy）应梅耶要

求寄回杨梅；在杭州的裘德生（J. H. Judson）寄回在

浙江采得的红枣；阿诺德树木园主管萨金特（C. S.
Sargent，1841−1927 年）购买的来自湖北西部的樱

桃于 1909 年 11 月寄回；翁丕显（T. D. Holmes）交付

油桐；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 W. Rockhill）在离开

北京前往圣彼得堡前建议驻福州领事葛尔锡（S. L.
Gracey），最终由副领事 Nightingale 采得茶种；在印

度西姆拉的 E.  Cotes 呈送从新疆获得的杏、桃；

1910 年，范约翰呈交温柏树种；奉天（今沈阳）农工

商部农学家 Edward C. Parker 寄回采集的中国东北

本地产梨、樱桃、山楂子、杏、桃种子；驻天津领事

Hamilton Butler 寄回天津山桃，后 F. Bade 又通过他

寄回来自天津的木槿和来自明十三陵的槲树；医师

柯德义（Samuel Cochran，1871−1952 年）寄回在安

徽怀远获得的石榴、柿子；A. O. Loosely 通过俄克拉

荷马农场经营调查处的科学顾问 B. Youngblood 寄

回浙江天台的枇杷和柿子、猕猴桃、杨梅种子；A. J.
Perkins 寄回桔样的果实种子；Tsao 上尉通过容闳

（Yung Kwai）递送天津的山桃种子；George Campbell
寄回柑橘切片；香港植物学与林业部主管 W. J. Tutcher
购买了香港栎树种子；驻杭州副领事鲍祜博（Hubert
G. Baugh）采得木油桐；夏时雨（H. J. Openshaw）寄回

在雅州（今雅安）的楠木；武昌农学院院长 Whong 通

过文华学院小理查兹（Howard Richards, Jr.）寄回武

昌的栲树、番樟、柚子种子
[11-15]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

到 1949 年。

可以看出，为了充实美国的作物和树种，农业部

动用了一切能借重的人力资源。当然，在树种采集

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芝加哥植物引进园的梅

耶、阿诺德树木园的威尔逊（E. H. Wilson, 1876−
1930 年）、洛克（Joseph Rock）、金陵大学教习裴义理

和芮思娄等
[16-28]

。其中，梅耶受美国农业部作物工

业局的派遣，5 次来华收集作物种子和标本，先后收

集到种子或者种苗的果树有板栗、柿子、葡萄、杏、

山桃、盆栽柠檬、桃、枣、梨、山楂、野梨、黄李、矮李、

枇杷、猕猴桃等，收集到种苗的观赏树木有黄刺玫、

黄连木、白皮松、圆柏、旱柳、杨树、花楸、榆树、栎、

云杉、竹、龙爪柳、小叶白杨、榉、桧、橡、沙漠杨、榅

桲、白花泡桐、白杨、银杏等
[29-32]

。为了纪念他的功

绩，美国专门设立了梅耶纪念奖章，颁发给那些为

农业部采集植物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33-34]

。在树种

采集方面最有特点的要属当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裴

义理（Joseph Bailie, 1860−1935 年）。他在江苏开展

造林工作时，曾请美国农业部通过美国驻南京领事

发给他红白松种子
[35-36]

，这是将美国树种引入到中

国。同时，他建议穷人可以收集树种给他，然后获得

报酬。这些种子既可以在他的造林工程中使用，也

可以在市场上出售，用这种方法代替从外国购买树

种。他这样做出于 6 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付给收集

树种者的钱可以救济穷人；二是这样可以产生一个

新的产业；三是可以登记收集树种的穷人，这样他们

会意识到自己保护树木的必要，而不是像过去那样

破坏树木，从而将树木的敌人变为朋友和合作工人；

四是本土树种更易成活；五是进口外国树种价格昂

贵；六是需要造林的区域广大，而树种不足，需要保

护能够利用的所有种子。他的举措也得到了周边省

份的效仿
[37-38]

。在上述人员从中国采集的树种中，

枣树、竹子、黄连木分别是果树、风景树和造林树种

的代表，前两种的文化价值特别吸引美国学者
[39-40]

。

而黄连木于 1909 年在南加州莱特尔克里克（Lytle
Creek）苗圃站种植，并计划大面积种植用于造林

[41]
。

1935 年，美国结束为期两年的大平原地区抗旱牧草

和植物研究，农业部开始了来自亚洲的相关品种的

试验工作。同年 9 月 21 日，由 Nicholas. Roerich 教

授率领的华北植物考察队结束他们的工作。自

1934 年春，农业部就委派 3 组植物采集人员在亚洲

收集可能保护大平原免遭干旱和侵蚀的植物品种，

其中两组人员在中国境内开展工作。H. G. MacMillan、
J. C. Stephens 在中国东北地区采集到 98 种；Roerich
考察队在大兴安岭、内蒙古地区采集到 20 种。这些

种子在美国西部各苗圃和温室进行种植
[42]

。

二、林学教育交流

通过基督教、慈善工作和教育对中国施加影响，

是近代以来美国在和中国交往时所采取的不同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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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诸强的策略，这在农林领域表现得同样突出。其

中既包括早期美国通过在华建立的众多教会学校培

养中国学生，也包括中国官派学生前往美国林学院

以及当时作为美国殖民地并且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

立的菲律宾林学院接受农林教育。南京金陵大学和

武昌文华大学（前身为文华书院 Boone College）就
是前者的代表，而耶鲁林学院等则是最具吸引力的

美国林学院。

（一）金陵大学林科的创建过程及其林学活动

金陵大学是基督教新教各差会联合在华创办的

高等教育机构。1910 年由南京宏育书院（1906 年由

美国基督会创办的南京基督书院与美国长老会创办

的南京益智书院合并组成）和南京汇文书院（美国美

以美会 1888 年创设）合并组成
[43]

。

1910 年，时任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举办了中国

历史上首次官方名义的国际性博览会−南洋劝业

会。参观人群中有时任美属菲律宾森林局局长的美

国人埃亨（Major George A. Ahern）[44]
，他甚至先于美

国资源保护的先驱吉福德 ·平肖（Gifford  Pinchot,
1865−1946 年）在西方宣传资源保护主义。他那时

在中国游历，目睹山林荒芜，认为因缺乏森林而导

致的恶劣影响，再没有比中国更严重的国家了，进

而竭力在中国提倡林业。他认为当时英日等国纷纷

占得在中国的利益，如果美国能通过林业拓展自己

在华影响，就不会居于列强之后，况且这对中国也

是有益的。如果中国能够广泛造林，不但人民的生

计问题会得到解决，而且工商业也会得到发展，最

终外国商业也能获益。他认为造林运动必须由中国

人自己开展。基于这个想法，他邀请了美国驻华大

使嘉乐恒（W. J. Calhonn, 1848−1916 年）以及中国

学者数人在北京开会，并得到与会者的赞成。此后

他返回菲律宾，萌生了送中国学生到菲律宾学习林

业的想法。中国青年受到美国教育，就可以增强美

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他又致函美国驻上海领事维礼

德（Amos P. Wilder, 1862−1936 年），要求与美国在

中国所办学校取得联系，送一些学生到菲律宾洛斯

巴诺斯林学院学习，继而又得到了位于上海的赈灾

委员会和位于马尼拉的中国商会的支持，共同资助

赴菲留学中国学生的费用
[45]

。1912 至 1914 年共有

6 名学生成行。为了将他的计划在中国实施，他又

获悉当时取得密歇根大学林学硕士学位并在北京任

北洋政府农商部山林司佥事的韩安，曾经是美国在

南京所办教会学校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的毕业

生。应埃亨邀请，韩安于 1914 年春访问了菲律宾，

并用 3 个月时间学习了美国的林业方法。他以菲律

宾林业法规作为蓝本，起草了新的法规呈给袁世凯

总统。此后金陵大学致函埃亨询问在菲学林的中国

学生情况，埃亨在回复中建议在南京建立一所林业

学校，他愿意筹集经费。而从菲律宾学林毕业的中

国学生回国后可以充任这所新建林业学校的教员
[46]

。

当时裴义理在金陵大学任教。早在 1910 年淮

河流域发生洪灾而灾民以金陵大学作为避难所时，

裴氏就曾发起以工代赈项目，让灾民在南京紫金

山造林，由一些中国富人资助并成立中国义农会

（Chinese Colonization Association）分会，成功开展垦

殖计划，得到政府的认可，多名政界名流联合签名

表示支持（见图 1），并由政府在紫金山再划拨 1 万

英亩土地给协会。这些工作的开展急需一批农林人

才。而此时埃亨关于在南京建立林业学校的倡议得

到金陵大学校董会的肯定，马尼拉、上海、南京 3 方

不断沟通，最终学院于 1915 年 3 月 15 日成立。韩

安为学校争取到了北洋政府拨款 3 000 美元，埃亨

又游说赈灾委员会资助 3 名学生以及第一位自菲律

宾学林毕业回国者宋定茂（Soong Ding-moo）到该校

工作，安徽、山东两省长资助 5 名学生，菲律宾林业

局又派专家来帮助组织教学。最开始有 17 名学生，

其中 6 人曾经在青岛德国人创办的林业学校里学习

过。每个学生接受 700 大洋资助 4 年学习。当学生

 

 

图 1   裴义理创建的拓殖协会得到中国政界联名支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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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18 个月英文授课后，开始接受技术指导。北洋

政府仿照美国先例设立了植树节（1873 年，美国内

布拉斯加州率先设立植树节，此后各州均仿效设

立
[47]

）。后佘佛西（W. F. Sherfesee）接替埃亨任菲律

宾林业局局长，并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担任中国

农商部顾问，与在密歇根大学取得林学硕士学位的

韩安一起负责指导中国造林工作
[48-51]

。1919 年他向

美国林学会请求寄送种子用于京汉铁路沿线造林
[52]

。

可以看出，两任菲律宾林业局局长先后对中国的林

学教育和林业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还有另一

位植物采集者普当（W. Purdom, 1880−1921 年）也

在农商部工作。此人受雇于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

木园，于 1909−1912 年先后在中国北方五台山、延

安、榆林等地收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4−1916 年

他陪同英国植物采集者法雷尔（Reginald  Farrar,
1880−1920 年）在甘肃省岷县和藏区考察。此后回

到北平，1916 年任周自齐执掌的北洋政府农商部顾

问，也参与京汉铁路沿线造林工作。他的妹妹 Nellie
Purdom 在江西庐山牯岭美国学校任教

[53-57]
。不难看

出，当时不仅林业部门的负责人由留美回国学生担

任，连顾问等职位也由美国人或者有美国背景的学

者充任。

如果说菲律宾林业局局长埃亨是第一个在中国

倡导造林的人，那么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金陵大

学教师裴义理则是第一个将造林运动引入中国的美

国人
[58]

。1911 年淮河流域水灾后大批灾民涌进南京

城，凄惨的景象令裴义理萌发出既能赈济灾民，又

能让他们恢复农耕以自给的想法（见图 2）。他花

3 年时间在外国友人那里筹集款项，然后成立中国

垦殖协会分会，实行以工代赈，召集灾民在紫金山

进行垦荒，然后贷款给他们进行农业生产（见图 3）。
后进一步将自己的计划扩展至在紫金山造林防灾，

将清明节改为植树节，邀请民国政府农商部部长张

謇莅临南京，在紫金山栽下植树节的第一棵树并参

加了金陵大学林科成立仪式。这次活动盛况空前，

参加者还有美国驻南京领事威廉姆斯、江苏省省

长、南京市长、中国义农会南京分会主席金志恒

（Chin Chi Heng）、金陵大学校长包文（A. J. Bowen）
及韩安等（见图 4）。

尽管如此，裴义理并不满足于紫金山造林作为

范例得到推广，他想通过培养年轻的林学人才将造

林的思想传至各地。筹办林科的工作得到了菲律宾

林业局长埃亨的帮助，最终建立林科，并在学生中

大力推行田间实践。裴义理证明他自己不仅是一位

优秀的数学家、科学化农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还

是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工作，

 

 

图 2   淮河洪水灾民住在茅草屋中[37]
 

 

 

图 3   农民学习种树。由金陵大学引入的植树节，在全国传播开来[37]
 

 

 

图 4   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紫金山造林[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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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将北京的国立林学校解散，将 24 名学生送

至金陵大学林科学习。1917 年植树节，时任中华民

国总统黎元洪亲自到天坛参加植树，全国各地逐渐

兴起植树运动。此外，裴义理对政府的另一个影响

是林学试验站在各地相继建立
[37]

。

由于裴义理及金陵大学林科的杰出成绩，金大

林科当时被视为中国农林学教育的中心机构
[37, 59-61]

，

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林学人才，如陈嵘
[62]

（1888−1971
年）、鲁佩璋

[63]
（1890−1946 年）、高秉坊

[64]
（1890−

1970 年）、林刚
[62]

（1891−1979 年）、叶培忠
[62]

、李顺

卿
[62]

（1894−1972 年）、李德毅
[62]

（1896−1986 年）、李

继侗
[65]

、任承统（1898−1973 年）
[66]

、秦仁昌
[67]

（1898−
1986 年）、孙章鼎

[68]
（1899−1976 年）、康瀚

[62]
、齐敬

鑫
[62]

（1900−1973 年）、韩麟凤
[69]

、杨惠
[70]

、袁义生
[71]

（1904−1971 年）、黄瑞采
[72]

（1907−1998 年）、沈学

礼等。美国援助中国赈济 1920 年华北大饥荒，至

1922 年 11 月底，赈灾工作基本结束，美方筹集的

775 万美元尚余 90 多万美元，计划将其用于中国的

农学、林学教育，为期 10 年。而金陵大学和燕京大

学被选为这项工作的中心，其中 67.5 万美元给前

者，22.5 万美元给后者，用于饥荒成因的研究和调

查、防治和赈济，以及作为中国农学、林学教育的

基金
[73]

。1923 年 5 月 31 日，华盛顿最高法院（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Supreme  Court） 批 准 金 额 为

91.747 4 美元的赈灾基金余额，从特区国立银行主

席 Robert N. Harper 手中转至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

10 年农林学教育及饥荒防止计划就此开始
[74]

。1931
年，燕京大学相关工作划归金陵大学

[75]
。至 1933 年，

10 年计划期满时，基金全部归金陵大学使用
[76-77]

。

如果说金陵大学林科的创建是美国援助中国赈济

1913 年淮河流域水灾和饥荒的产物
[48]

，那么林科的

长足发展则直接受益于美国参与赈济 1920 年华北

大饥荒及其赈灾基金用于开展防止饥荒计划。其中

最出色的工作就是由当时作为一名林学工作者的美

国人罗德民（W. C. Lowdermilk, 1888−1974 年）来

到金陵大学林科后开展的。他带领林科任承统、李

德毅、蒋英、张文达等先后在陕西、山西、河南等地

开展植被与侵蚀关系调查研究，借助自己创造性设

计的测量雨量和径流中侵蚀量的装置，使用径流小

区实验方法，“第一次测量当降雨落在有覆被或者

缺乏植被的土壤上时，雨水发生了什么”[78-89]
。可以

说，罗德民最终成为美国土壤保持研究的巨擘，正

是在中国开启这一贯穿他一生的职业生涯的。

（二）武昌文华大学

文华大学（Boone University）是基督教新教差会

美国圣公会、公理会、伦敦会联合在武昌设立的教

会大学。前身为 1871 年 10 月 2 日由美国圣公会创

办的文华书院
[43, 90]

。文华学院在参与赈灾和宣传林

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该校教授小理查兹

（Howard Richards, Jr.），他在 1908 年任华中饥荒赈

济委员会（Central Chin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主
席，负责在徐州分发美国援助的赈灾物资。同年

8 月初小理查兹前往纽约为文华大学寻求教师和资

金支持
[91]

。8 月 23 日在位于长岛萨加莫尔山的西奥

多·罗斯福总统家中与总统交谈在中国的情况
[92]

。

1909 年 3 月，该校计划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这些

会议将在港口和主要城市以演讲的形式展示在中国

开展造林的意义。美国媒体据此预测中国将出现为

森林利益而积极开展的运动。小理查兹还专门为此

收集了材料，其中一些照片显示了中国毁林的结

果，这些照片正是西奥多·罗斯福在 1908 年 12 月

8 日向国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里所用的材料，显示了

中国缺乏对森林的保护，许多地区因毁林成为荒

地。鉴于随之而来的侵蚀，农民被迫把山地梯田化

以便能保持足够的土壤种植作物，并在山谷修建矮

墙截留每年洪水沉积的淤泥
[93-95]

。至 1909 年，来自

中国 11 个省份超过 300 名学生在文华大学接受林

学教育，他们被寄予希望将当时开展的宣讲林业活

动推广至全国范围内
[96]

。

1912 年淮河流域再次发生洪水，同年 3 月纽约

设立饥荒基金日，在很多教堂开展募捐活动。3 月

10 日晚，罗格斯长老会教堂（Rutgers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弗勒克（William Hiram Foulkes, 1877−
1961 年）对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一系列

演讲。当时两名中国学生描述了他们在之前数年亲

自了解的关于中国作物歉收和洪水惨重状况的第一

手资料。其中一位学生是文华大学的代表陈宗良

（A. T. L. Tsen），他提到给灾民的救济金是以劳务酬

金的形式。接收者被要求修建堤坝，清除河流淤积

地，并做其他事情以防止洪水和饥荒的再发生
[97]

。

著名留美博士余日章（David. Z. T. Yui, 1882−1936
年）曾就读于该校，又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后来任文华大学军事演习课程教师
[98]

，又曾任

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的私人助理。他在民国时期

中美政府间包括林业行政在内的交流中担任了重要

的角色，任中国基督教青年联合会秘书
[99-100]

，专门

成立演讲部，多次组织凌道扬（1887−1993 年）等林

学家演讲中国林业发展情况
[101]

。1913 年他在美国

游历学习考察可以被中国采用的现代造林方法。在

华盛顿时，他花时间调查了美国林业局工作，目的

是考察美国林业局的组织和方法对当时中国新成立

的农林部是否有参考价值。在说到这部分工作时，

  第 1 期 刘　亮：20 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 57



余说，“美国森林保护从吸取中国忽视林学引起灾

难的教训中获益良多。这对你们是巨大的警示。现

在我们希望从美国已经发现和使用的林业方法中

获益”[102]
。

此外，由广州格致书院发展而来的岭南大学
[55]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也开展了一些林学工作
[103-104]

。

（三）留美学林群体

美国大学的林学院是从 19 世纪末才开始发展

起来的，但发展迅速。1882 年美国林学会成立。纽

约林学院在 1898 年仅有 5 名学生，1902 年关闭。耶

鲁林学院 1900 年成立，在美国率先设立林学研究生

院，对其他大学院系是一个示范。巴尔的摩林学院

成立于 1897 年，是美国最古老的林学院，也是后来

任美国首任林业局局长的平肖 1891 年引进科学化

林业管理方法的地方。1903 年，密歇根大学开始招

收两年制林学研究生。哈佛、缅因、明尼苏达、内布

拉斯加大学、爱荷华州立农业机械学院此时也建立

了林学系
[105]

。中国学林留学生正是分布于上述这

些学校。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政府决定将

清政府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官派赴美留学生，留美人

数遂骤增。根据 1915 年的统计，学农林人数虽然无

法与文科或者纯粹科学相比，但依然多于化学、医

学、商学、法律、建筑等学科，在 1913 年达到 53 人，

1914 年回落至 40 人
[106]

。这批学林中国青年群体从

1912 年开始陆续回国，迅速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林

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日后成为中国林业界最优

秀的人才，和其他领域的留美学生群体一样，在政

府相关部门、大学等机构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07-109]

。

韩安（1883−1961 年），密歇根大学林学硕士，

中国第一个林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后任北京林业局

局长，与裴义理、奢佛西等美国林学家请北洋政府

设立植树节，并负责京汉铁路沿线造林工作
[110]

。

凌道扬，先在美国麻省农学院（现麻省大学安姆

斯特校区）取得学士学位，后在耶鲁大学取得林学硕

士学位。曾在金陵大学林科任教，后前往山东省负

责那里的造林工作，并推广之前裴义理在赈济淮河

水灾灾民时采用的一系列措施用于赈灾
[111-112]

。与

此同时，裴义理则在东北地区继续自己已经积累多

年经验的这一模式。美国林学界对凌道扬归国后在

中国的工作密切关注，介绍他采取的赈灾措施及在

浙江进行演讲的内容，并称他为“中国首席林业宣

传家”“觉醒中的中国的先驱人物”[113-114]
。

金邦正（Chin Pang-cheng 或 P. C. King），1901−
1902 年在南洋理工学校学习，1905−1908 年在南开

中学、1908−1909 年在税务学堂学习。后考取庚款

留学资格，1909 年 11 月赴美，先在麻省东安普顿威

利斯顿神学院为大学做准备，1910 年就读于康奈尔

大学林学专业，1914 年获得林学硕士学位，1914
年 5 月被选为康奈尔大学科学研究协会（Sigma Xi）
会员。1914 年 10 月回国，经金陵大学算科教授裴义

理推荐给时任安徽省民政长的韩国钧（Han Kuo-
chun，1857−1942 年），并被任命负责全省造林工作

以及管理位于安庆的省农校。不久在农学院开办林

学系，并组织了安徽林业局，进而设置苗圃并在全

省开展大范围造林工作。1917 年 6 月张勋复辟期

间，金离开安徽。1917 年夏被教育部长范源濂任命

为国立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在此工作 3 年。1920 年

8 月，被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
[115]

。

其他如毕业于耶鲁林学院的张福良（1889−
1984 年）

[116]
、姚传法（1893−1986 年）、李顺卿、万晋

（1896−1973年）、李继侗、王子定（1910−1987 年）、沈

鹏飞（1893−1983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陈嵘（1888−
1971 年）、陈焕镛（1890−1971 年），毕业于加州大

学的李德毅，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的程复新，毕业

于康奈尔大学的邓叔群（1902−1970 年）等
[72, 117]

，

都成为当时国内农林领域的杰出工作者。美国一直

关注这些留美学生回到中国后工作的情况和社会影

响力。事实也如其所愿，当时不论是在林学教育还

是行政领域，都是由一批从美国林学院或者美国在

中国和菲律宾开办的学校（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南

京金陵大学、美国圣公会建立的武昌文华学院）毕业

的学生主管的，此后中国林业的发展主要还是掌握

在这些人手里，而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美国林

学的影响。美国欲通过教育扩大其在中国乃至东亚

的影响力的意图就通过这些林学家得以实现
[118]

。

因此在当时，韩安、凌道扬、宋定茂（Soong Ding-
moo）这 3 位留美归国林学家及余日章博士在国内

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情况成为美国国内反复宣传其

对中国林业巨大影响力的典范。

三、美国对中国森林状况的认识

基于近代以来欧美各国博物学家、旅行家在中

国的考察及其对沿途自然状况，尤其是植被、河流

的记述，美国从政府到学者均形成了中国无林、少

林、毁林的刻板印象。此后随着清末民初中国在美

国影响下开展造林的努力，美国又转而关注这一新

动向。而中国在林业行政、组织及造林等方面则不

断向美国学习。

（一）对中国毁林的刻板印象并以中国为鉴

1908 年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做

任内最后一次工作报告。他在农业部派往中国收集

作物种子的梅耶以及 1903−1904 年在华北进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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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地质学家威利斯关于中国北方毁林造成的种种

后果的照片和考察报告的基础上，总结了中国北方

地区毁林造成气候趋于干旱化、土壤侵蚀加剧、蒙

古沙漠向南扩张、河流灾害频发等恶果，敦促国会

采取进一步措施保护美国的森林
[119]

。此后，美国社

会各界对中国毁林的刻板印象不断加深，其中不乏

一些偏激的认识。如“中国被视为文明国家中唯一

固执破坏森林的一个，并称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

像中国一样，把森林清除到土壤，不仅树木，连草根

都被清除。滥伐森林随之而来的就是水的缺乏和土

壤的破坏”[120]
。

1919 年芝加哥大学植物学教授 John M. Coulter
（1851−1928 年）在介绍自己关于森林能够增加湿

度和保持降雨作用的最新研究成果时说，“中国的

毁灭性洪水主要是由于森林的破坏，而造林和保护

措施是该国巨大需求之一”[121]
。美国森林学会当时

以吸取中国砍伐森林的教训为口号，呼吁国家制定

更严格的森林政策
[122]

。而在 1921、1927 年科罗拉

多河、密西西比河相继发生严重洪水灾害时，一些

美国学者不断以中国长江、黄河流域因为森林植被

的严重破坏而引起灾害作为例子，建议应该从中国

学到一些东西，并提到美国帮助中国赈济 1920 年华

北大饥荒灾民，意在警告美国放任森林破坏可能出

现的恶果
[123-125]

。

1931 年长江大洪水再次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126-127]

。美国“土壤

保持之父”班尼特直言，“（扬子江和黄河的）分水岭

曾经被森林和草地覆盖。剥夺了这些自然界的稳定

机构，无数的斜坡地区没有得到免受雨水冲刷邪恶

之害的保护而被耕种……我们已经习惯于指向中国

方向，作为警示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允许土地浪费的

例子
[128]

。”

民国时期曾经两次来华开展土壤侵蚀研究的美

籍土壤保持学家罗德民，对美国吸取中国毁林教训

保护本国森林的历史有过准确的评价，“美国水土

保持工作，与中国土壤冲刷以及防洪各方面之经

验，关系至为密切。美国进行护林，基于中国森林砍

伐事例为借镜，若干土壤冲刷严重情形之认识，更

系得自于中国之研究，尤以得自中国之农夫，受益

匪浅，而梯田方式，非仅一国，而实为全世界水土保

持之一大贡献”[129]
。

（二）对清末以来开展造林运动的认识

1909 年，德国在青岛造林获得成功的事迹通过

美国驻青岛领事葛威佈（Wilbur T. Gracey）在美国国

内迅速传播开来
[130-133]

。此后，美国对因多次帮助中

国赈济饥荒而由它主导的造林措施在中国的实施，

及留美回国的中国林学家开展的林业建设活动都进

行了密切的关注。当时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农业

和造林方面会从美国学到有价值的方法。英国人在

香港、德国人在胶州已经向中国人展示了把贫瘠山

区变成茂盛森林的可能性。而中国当时已经意识到

造林的重要意义。造林不但在经济上为中国人提供

木材以及大量燃料，而且森林可以调节气温、雨量，

保持水分，阻止土壤被从山区冲刷。而时任江苏省

主席拨给美国建立的金陵大学数千亩山地用于种植

果树和造林，被美国人津津乐道
[134]

。1913 年，中国

学习美国造林方法也被美国林学界引以为傲
[135-137]

。

佘佛西、裴义理先后向美国林学界介绍了 1910 年以

来因赈济淮河水灾而兴起的造林工作
[59, 138-140]

。而

美国参与 1920 年华北大饥荒赈灾工作及长期防灾

计划后，对其中造林工作的宣传始终非常重视
[141]

。

1920 年任金陵大学林科主任的芮思娄（ John  H.
Reisner），认为当时中国林业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

与其他国家由政府主导不同，中国的林业从底层向

上发展，从县向省发展，中央政府几乎没有做任何

事情。而美国对中国林业发展的帮助，其最值得注

意的特点就是，美国并未直接投资在林业工程上，

而是通过教育渠道。他对这一渠道取得成就的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美国应该感到骄傲，中国目前的林

业发展阶段中，所有大的林业计划都是由在美国林

学院或者美国在华建立的大学培养的林学家主导

的。耶鲁、哈佛、密歇根、雪城、康奈尔等大学以及菲

律宾的林学院的毕业生，金陵大学的林学教师，包

括美国林学家和美国培养的中国林学家，都处在主

管的职位上，一些甚至供职于最高位置”。他重点论

述了韩安、凌道扬以及中国首位毕业于美属菲律宾

林学院的宋定茂（Soong Ding-moo）以及金陵大学农

林科毕业的 Peng Ko-chung 在林业领域做出的重大

贡献
[142-144]

。

当然，美国关注并大力宣传中国造林运动及留

美归国林学家的工作成绩，其初衷还是在于突出美

国林学对中国林学的深刻影响，以及其在中国造林

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长期在华参与赈灾工作

的美国人安献令（G. F. Andrew）甚至认为美国在诸

如造林等赈济中国灾害的举措中发挥了主导性的

作用
[145]

。

四、中国林学家借鉴美国林业

对美国林业思想、行政及法律法规的借鉴和宣

传，主要是由留美林学家开展的，方式主要有译介

美国林学家的著述、撰写林学论文和书籍、发表演

讲等。如金邦正曾以《森林学大意》为题，撰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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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林学从起步，经过 40 年发展到当时取得的巨大

成就，并进而对林学与其他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

地质学、气象学、土壤学的关系进行了逐一论述
[146]

。

后又根据美国商务部林业调查报告写成《科学与

林业》
[147]

。

1915 年凌道扬撰写《森林学》，其中提到美国政

府派人到中国调查，对山西省的毁林状况进行了详

细记述，拍摄照片，在美国各地展览，痛陈弊害，以

警国人
[148]

。1916 年凌道扬在浙江演讲美国森林部

之组织、森林利益、中国木材陋习等内容，引起美国

林学界的极大关注，美国林学会期刊刊登专文进行

介绍，并配有凌道扬演讲的照片（见图 5）。文章认

为，“在这些学校的老师是已经在美国林学院受过

教育的年轻人，中国东部的造林和西部的木材业将

采用在美国已经证明可行的办法。中国的造林运

动，只有数年，尽管要克服巨大困难，却正在取得优

异的进步”[113-114, 149-150]
。

同年，凌道扬根据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所学林

学知识体系，并基于自己在全国各省调查所得，完

成了《森林学大意》，由民国初年参与赈济淮河灾民

的著名实业家张謇写序，先后 5 次再版，影响巨大
[151]

。

该书英文版也同时面世，由金陵大学农林科教习裴

义理撰写序言
[152]

。凌道扬在《远东评论》上发表的

论文《中国和林业》被美国林学会主要刊物《美国林

学》及《林学》介绍
[153-155]

。1918 年 5 月，耶鲁林学院

教授图梅（J. W. Toumey）在《林学》书评栏目对凌道

扬撰写的小册子《森林和直隶水灾》进行了评论
[156]

。

其英文版也在《林学》同年底发表
[157]

。著名林学家

查普曼（H. H. Chapman, 1874−1963 年）在《美国林

学》上撰文，介绍此文及凌道扬在京津洪水救灾中的

工作
[114]

。同年，凌道扬又完成《森林要览》，详述欧

美各国林业状况，并对美国林业局组织进行了专门

介绍
[158-159]

。显然，这是希望中国林业行政机构设置

能从中借鉴经验。1917 年，金陵大学农林科裴义理

发表在京报（Peking Gazette）上的文章《中国的农业

和林业》被《林学》转引刊载
[160]

。

1921 年 3 月，中华森林会创办林学刊物《森

林》，创刊号刊登了金邦正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

福 1908 年国会演讲中关于中国毁林及其后果的文

字，以及凌道扬《森林与旱灾之关系》一文。在该文

中，凌道扬再次提及美国前总统曾用中国北方五省

荒山之照片演讲，以警戒其国人，促使各界重视林

业。同年 9 月，该刊物第 3 期刊登凌道扬《中国今日

之水灾》，并在该文前加印一则《警告》，其中再次提

到美国总统关于中国毁林引起水旱灾的说法，又刊

印“水灾之由来”照片 2 幅，分别为直隶西北部荒山

和直隶无森林的状况，系美国总统 1908 年国会演讲

所用，由美国林学会提供
[161]

。可以看出，当时中美

两国林学界通过其学会及刊物进行着频繁的交流。

此外，过探先、沈鹏飞、凌道扬、吴清泉、朱懋顺等留

美农林学家还不断向国内介绍美国林业教育、行

政、法律等方面出现的新动向
[162-182]

。

近代以来，基于相似的地理环境、农业规模巨大

的特点，中美两国在植物品种、林业、土壤保持等领

域进行了频繁而多方位的互动。同时，由于在和中

国交往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完全不同于欧洲各国

的策略，特别看重传教与救灾、防灾、教育结合的方

式，借助派遣美国科学家、工程师来华工作以及留

美归国的中国学生群体影响中国社会，从而加深了

双方在林学领域交流的程度。

双方交流的不平衡性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通过

林学教育、实施防灾计划向中国传播林学人才、知

识、技术、思想及林业行政模式等，中国扮演着学生

的角色；而中国客观上为美国发展农业和林业提供

了大量的树种，并且这一过程是由美国政府主导

的，并非中国主动的输出。更重要的是，中国毁林引

起水旱灾与饥荒频繁、土壤侵蚀加剧的现象不但为

美国科学界和工程学界研究森林的环境效应提供了

绝佳的素材，而且成为美国政府和科学家呼吁保护

本国森林资源所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从这个意义上

讲，中国又成为反面教材。而中国本土林学家因此

受到的触动成为他们在国内宣传造林思想的驱动力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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