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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技期刊与西方林学的引进
−基于《格致汇编》《农学报》的考察

戴    磊
(南昌大学历史系)

摘要：西方林学在晚清时期的引进，经历了一个先疏后密、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而科技期刊则是这一时期

引进西方林学的重要载体。其中，《格致汇编》最早刊载了林学科普文章，而《农学报》则较为集中地引进了西方林

学。它们所引进的更多是一些林学知识和原理，对林学内涵和研究等方面则涉及甚少。这一时期对林学的引进以

机械的介绍和翻译为主，停留在纸面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这种状况直到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才得到了根本性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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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tech Periodical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Forestry Sci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ezhi Compilation

and Agricultural Journal
DAI Lei

(History College, Nanchang University, 330031,P.R.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forestry  sci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perienced  a  process
shifting  from  less  to  more,  from  shallow  to  deep,  and  from  the  surface  to  the  inside.  The  sci-tech
periodicals  we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forestry  scienc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Gezhi  Compilation was the first  periodical  publishing popular  science articles  on forestry,  while the
Agricultural Journal introduced more intensively western forestry science. The two journals focused more
on introducing forestry knowledge and principles, but les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search on forestry.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forestry science in this period was mainly in a literal manner of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which was just staying on paper and lost touch with China’s reality. This situation did not get
changed fundamentally until a large number of foreign students returned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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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

方林学得以引进。正如梁希在追述中国近代林学发

展史时所说的，“至于林学，则自欧化东渐始（传

入）”[1]
。而科技期刊则是近代引进西方林学的重要

渠道。在考察晚清林学引进历史时，人们也无法绕

过《格致汇编》《万国公报》《时务报》《农学报》等期

刊。这些科技期刊中，以《格致汇编》和《农学报》最

具代表性，影响最大
①
。目前学界对《格致汇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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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认为《格致汇编》和《农学报》影响最大，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就所刊载林学文章的数量而言的。据统计，《格致汇编》刊载了 13 篇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农学报》刊载了 42 篇（参见本文第二部分）；《万国公报》刊载了 1 篇（艾约瑟的《论漆》，刊载于 1890 年第 21 期）；

《时务报》刊载了 1 篇（吉城贞吉的《山林论》，刊载于 1896 年第 15 期）。另一方面是就所刊载林学文章的特殊意义而言的。因为《格致汇编》

所刊载的林学文章最早，而《农学报》最为系统地引进了西方林学理论，出现了连载林学专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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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报》已有所研究
[2]
。但在具体探究晚清西方林

学的引进方面，则未见专文对这两份期刊的贡献及

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力图在

史料方面能有所突破，作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

一、《格致汇编》

《格致汇编》创刊于 1876 年 2 月，终于 1892 年，

历时 16 年，前后共出版 60 卷，是晚清最早的一份专

门性的科学杂志
[3]
。其宗旨为“检泰西书籍，并近事

新闻有与格致之学相关者，……择要择译，汇编成

编，便人传观，从此门径渐窥，开聪益智”[4]
。《格致

汇编》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编辑，主要撰稿人有玛高

温、慕维廉、狄考文、艾约瑟、徐寿、徐建寅、赵元益

等，并设有“格致略伦”“论说”“格致杂说”“算学奇

题”“相互问答”“人物小传”等多个栏目。为了迎合

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现实需要，《格致汇编》

刊载的内容十分广泛，囊括了天文学、算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格致汇编》

对西方林学也有所涉及，但相对天文学、物理学等

领域而言则较少，在整个内容中所占的比例也较

小。长期以来，学界对《格致汇编》上关于林学的文

章未有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现对《格致汇

编》上有关林学的文章的作（译）者、题目、所在栏

目、卷期予以整理（见表 1），其中共涉及 13 篇文

章。这 13 篇文章是中国近代最早由期刊刊载的林

学科普文章，是通过期刊引进西方林学知识的重要

载体，是极为宝贵的林业科技史料。

由表 1 可知，这 13 篇文章呈现出如下特点：

①内容的移植性。这 13 篇文章中有 2 篇属于论说

栏目，1 篇属于格致新闻栏目，10 篇属于格致杂说栏

目。论说栏目的 2 篇文章，《有益之树异地迁栽》为

玛高温本人撰稿，《论栽树以防水灾》由王镇贤摘译

自《洋字时报》。而格致杂说与格致新闻栏目则是摘

录自各国科学技术书报中的简短新闻。②文章的篇

幅大多较为简短，语言也浅显易懂。除了两篇论说

栏目文章较长外，其余 11 篇来自格致杂说与格致新

闻栏目的文章，主要报道科技新闻、轶事，均极为简

短，语言很是通俗，易于引起读者的兴趣以及知识

的普及。但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文章缺乏学术上

的严谨性，没有形成严谨的写作规范。例如，《树高

易尺量》一文在介绍树高的测量时写道：“凡遇树等

不易攀之物，欲求其高之尺寸，便法于地面画线二

条相距三尺高竿，待竿端影适遇次线时，视树顶之

影所至之处，由此量至树身即得树之高数。此法最

简单而便，可免携带测器之烦，且不必攀援量度矣。

西国考生徒算学时曾有是题，亦可见其巧思矣。”[6]

③内容零散而不成体系。这些文章涉及森林利益、

树种引种、树木栽培、病虫防治、树木测量、木材加

工等多方面的零星知识，多是简单的知识介绍，并

未上升到知识体系的层面。④文章已运用了科学的

观点进行阐释。例如，《城中多种树木之益》一文在

介绍城中多种树木的益处时说道：“凡人呼吸之气

中所呼者与所吸者大不相同，所吸之空气内有氧气

能入肺中，令人大得益，无益必死。而氧气为花草树

木时常所放出也。所呼之空气内有炭氧气杂在其

中。此为最毒之气渐聚浓厚则大有害于人，而草木

花卉非吸此气不足以畅茂，除花草树木之外，其气

无去路也。若有一城墙垣颇高而不开门，则其炭气

重于平常之气，而城中并无花木则炭氧气毫无去路

不久而人必毒死。但此种之城殊亦罕见皆因恒有风

吹则炭氧气吹至远处被乡间之花木吸矣。但在城中

多种花卉树木等物则能收入炭氧气而吐出人所需之

氧气也。”[7]
可见文章已运用了生物学的理论知识

 
表 1   《格致汇编》刊发的关于林学的文章[5]

序号 作者 题目 栏目 卷

1 玛高温①
《有益之树异地迁栽》 论说 1876年第1卷

2 无 《城中多种树木之益》 格致杂说 1876年第2卷

3 无
《潮水与花草树木有

相因之理》
格致杂说 1876年第5卷

4 无 《西国种茶树》 格致杂说 1876年第5卷

5 无 《桃树去虫法》 格致杂说 1876年第10卷

6 无 《用木屑作馒头法》 格致杂说 1877年第2卷

7 无 《电气锯木》 格致杂说 1877年第7卷

8 无 《种树利己益人》 格致杂说 1878年第1卷

9 王镇贤②译《论栽树以防水灾》 论说 1890年第3卷

10 无 《植树多益》 格致新闻 1891年第1卷

11 无 《腾云致雨说》 格致杂说 1891年第1卷

12 无 《树高易尺量》 格致杂说 1891年第3卷

13 无 《验木料法》 格致杂说 1892年第2卷

①　玛高温 (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 年)，纽约人，美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1844 年，其随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定海等地后，

在宁波地区行医、传教兼办报刊。1854 年，他在宁波创办和主编《中外新报》（Sino-foreign News）。该报初为半月刊，1856 年改为月刊，为宁波

最早的中文报刊，也是鸦片战争之后在全国出版的第 3 个中文报刊。1893 年，玛高温在上海去世。

②　王镇贤为清末同文馆培养的口译人员，字懿卿，北京同文馆英文馆学生。光绪五年（1879）因同文馆三年一届大考成绩优异，总理各国事务

衙门保奖，1879 年留北京同文馆任笔帖式（即翻译），后为《格致汇编》翻译稿件，曾以四品衔道员工部郎中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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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具体分析，已从传统的经验层面上升到了科学

层面。⑤文章内容的超前性，许多知识都是首次在

中国介绍。例如，《验木料法》一文介绍了美国检验

木料的 9 种方法：“一考各木料之性以用木工各器

为便与否。一考生木料待若干时能有最合用之伏

性。一考各树木长若干年而合用并其生长之迟速与

砍伐之时及伏木各事与木性之各相关。一考木之丝

纹与其性有何相关。一考木质轻重与其坚固有何相

关。一用显微镜细验木质如何能别其木性与成色。

一考一树各处木料有何分别。一考泥土天气与木料

成色有何相关。一考松树钻孔放出松香或松香油令

其木质改变如何。”[8]
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意义上的

木材学尚未萌芽，而《格致汇编》引进此类的知识，

无疑十分超前。

二、《农学报》

《农学报》是我国第一份专业农学期刊，1897 年

创刊于上海，1906 年停刊，共出版 315 期。《农学

报》的栏目设置中西并举，包括奏折录要、各省农

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中西文合璧表

等
[9]
。而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农学期刊，其刊载的内

容则涉及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梁启超在

《农学报·序》中所说：“故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

《格致汇编》之例，区其门目，约有数端：曰农理、曰

动植物学、曰树艺（麦果、桑茶等品皆归此类）、曰畜

牧（牛羊彘驼蚕蜂等物皆归此类）、曰林材、曰渔务、

曰制造（如酒糖酪厨之类）、曰化料、曰农器、曰博

议，月渤一篇，布诸四海。”[10]
《农学报》也在引进西

方林学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容忽视。笔者

现对《农学报》中关于林学文章及专著的译者、题

目、所在栏目、卷期予以整理。这些文章可主要归为

两类：一是从国外科技期刊上选译林学方面的文章

（见表 2），二是直接对国外的相关专著进行翻译（见

表 3）。
由表 2、3 可知，相较于《格致汇编》，《农学报》

在林学引进方面呈现出了 4 个明显的特点：①选译

的林学文章和专著数量较大，有了一定的规模。根据

《中国农业科技史稿》一书统计，“该刊（指《农学

报》，笔者注）登载的有关林业科学技术的论文共达

48 篇，其中有一部分是译文” [12]
，实际数量要多于

此，这是因为《农学报》既刊载了部分中国古代和当

代的林业文献，又介绍国外的林学成就。其中翻译

的林学文章就不少于 42 篇，选译的专著不少于

10 部。②选译的林学文章和专著的出处明确。以文

章为例，大多选译自《日本山林会报》《墨洲杂报》

《日本农会报》《农业杂志》《兴农杂志》等。而且这些

文章的篇幅也普遍要更长。③选译的林学文章和专

著多取材于日文文献。除少数翻译的林学文章，如

《论日光与林木之关系》等译自《美国林学报》等西方

报刊外，其余大多直接译自日本期刊。而翻译的

10 部林学专著全部源自日本作者。④出现了连载林

学专著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则是《格致汇编》等期刊

没有过的。其中重要的林学专著有：《造林学各论》

（本多静六著，林壬译），《森林学》（奥田贞卫著、樊

炳清译），《森林保护学》（铃木审三著、沈紘译），《林

业篇》（铃木审三著、沈紘译）等。这些林学书籍大多

出自日本林学名家之手。譬如，本多静六（1866−
1952 年）于 1892 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博士学位。

在留学期间专攻造林学，受迈耶尔（H.A.Mayer）影响

较大。他是日本首位林学博士，也是日本造林学之

奠基人。他学成归国后，结合日本的实际，编写了

《造林学前论》《造林学后论》《造林学各论》等著

作
[13]

。除《农学报》上面的《造林学各论》《学校造林

法》外，其论著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对中国近代林

学早期发展影响重大。

《农学报》通过译载的方式，引进了西方大量先

进的林学知识，不单单只是涉及了植树造林，还大

量涉及了林产利用、木材防腐、森林经营、森林保护

等方方面面。这些译文极具科学性和超前性。例

如，《木材防腐法》
[14]

一文大篇幅细致地介绍了当时

欧美各国对木材进行化学防腐的各种试验、方法及

利弊，有利于增进人们对木材防腐的认识。再如《制

造木纤维改良法》一文记载：“现今以木材造制纸用

原料之木纤维通例皆使用亚汝加里液及重亚硫酸盐

液，予近得代用木突鲁油及石炭突鲁油专卖之请。

即取突鲁油之于百八十度至三百二十度间所馏出部

分。其中浸渍木片约三时至十二时间，以无尽之铁

锅煮沸后压榨之。以除油分，使用适当之溶解剂而

所存之油，悉使溶出，遂生出良好之制纸用木纤维

云。”[15]
这无疑有利于增进人们对科学制造木纤维

的了解。另外，《林产述用》（1900 年第 108 册）一文

记载道：“林产之主者为木材，副者为树油、树脂、樟

脑类、尼尼染料、小粉、覃类、五倍子之类（此皆从树

叶、树实、树皮、树根收取者）。下至枯枝落叶，可供

饲料、烧料者皆无弃利也。林业固重在主产，但因林

地之情形，而偏利副产亦时有之，又主产之木材不

独构屋、制器、当薪也，或碎之，或溶之，变形改质，

以供各种工业之原料，盖学术愈进而木材利用之途

愈扩矣。”[16]
这同样会加深人们对林产利用的认识

和重视。

相较于《格致汇编》，《农学报》在引进林学知识

方面也更成体系，影响也更为深远。例如，《农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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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学报》对国外科技期刊林学文章的选译[11]

序号 译者　　 题目 栏目　　 卷期　　

1 藤田丰八①
《美国之竹林》（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东报选译 1898年第20册

2 陈寿彭②
《台湾樟脑业说》（译自《墨洲杂报》） 西报选译 1898年第22册

3 藤田丰八 《松叶织毯》（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东报选译 1899年第54册

4 藤田丰八 《杞柳栽培法》（译自《日本农会报》） 东报选译 1899年第61册

5 藤田丰八 《木材防腐法》（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东报选译 1899年第73册

6 藤田丰八 《制造樟脑新发明》（译自《农桑杂志》） 东报选译 1899年第83册

7 陈寿彭 《美国种日本栗说》（译自《墨洲杂报》） 西报选译 1899年第85册

8 藤田丰八 《论日光与林木之关系》（译自《美国林学报》） 西报选译 1899年第86册

9 藤田丰八 《植树秘法》（译自《农业杂志》） 东报选译 1899年第87册

10 藤田丰八 《桐树栽培法》（译自《新农报》） 东报选译 1900年第91册

11 藤田丰八 《农务小学校学林设置章程》（译自《九和讲农杂志》） 东报选译 1900年第93册

12 藤田丰八 《柏树栽培法》（译自《农业杂志》） 东报选译 1900年第95册

13 藤田丰八 《杉扁柏树虫害》（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译篇 1900年第96册

14 藤田丰八 《植树一得》（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0年第99册

15 藤田丰八 《造林试验场》（译自《农业杂志》） 译篇 1900年第99册

16 藤田丰八 《桐树防腐法》（译自《农业杂志》） 译篇 1900年第99册

17 藤田丰八 《造栗林法》（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译篇 1900年第102册

18 藤田丰八 《杉柏不利移植说》（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译篇 1900年第102册

19 藤田丰八 《除松树虫害法》（译自《日本山林会报》） 译篇 1900年第104册

20 林壬 《日本山林会章程摘要》 无 1900年第105册

21 藤田丰八 《栽棕榈法》（译自《新农报》） 译篇 1900年第108册

22 藤田丰八 《林产述用》（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0年第108册

23 藤田丰八 《木屑利用说》（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0年第109册

24 藤田丰八 《道旁植树说》（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0年第109册

25 藤田丰八 《察树势法》（译自《新农报》） 译篇 1900年第113册

26 藤田丰八 《樟树下种法》（译自《新农报》） 译篇 1900年第114册

27 藤田丰八 《造林新案》（译自《新农报》） 译篇 1900年第115册

28 藤田丰八 《制造木纤维改良法》（译自《工艺化学杂志》） 译篇 1900年第120册

29 藤田丰八 《樟叶采脑试验成迹》（译自《工艺化学杂志》） 译篇 1900年第121册

30 藤田丰八 《棕榈种安全发芽法》（译自《农业杂志》） 译篇 1901年第132册

31 藤田丰八 《樟叶采脑说》（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1年第137册

32 藤田丰八 《枇榔说》（译自《日本农会报》） 译篇 1901年第145册

33 藤田丰八 《营林主事补森林监守月俸一览表》 译篇 1901年第156册

34 无 《驱除林檎害虫之试验》（译自《昆虫世界》） 译篇 1902年第190册

35 无 《种树疏密表》 译篇 1902年第195册

36 无 《志印度种樟之利》（译自《太阳报》） 译篇 1902年第197册

37 无 《木屑利用》（译自《化学杂志》） 译篇 1903年第204册

38 无 《记落叶松之虫害》（译自《兴农杂志》） 译篇 1903年第214册

39 无 《记秘鲁所产哥家树》（译自《新农报》） 译篇 1904年第245册

40 无 《造林法》（译自《日本农会报》） 译篇 1905年第296册

41 无 《桃之虫》（译自《日本农会报》） 译篇 1905年第298册

42 无 《北美加州果树害虫病菌之驱除及预防法》（译自《日本农会报》） 译篇 1905年第313册

①　藤田丰八（1869−1929 年），日本人。1895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文科，后担任东京专门学校哲学系教员。1897 年应上海农学社之聘

来华，在上海与罗振玉合作从事教学、译述。此后，他还任教于江苏、北京等地。1912 年归国后，他曾任早稻田大学及东京帝国大学等校教授。

②　陈寿彭（1855−1928 年），字绎如，一作逸儒，福州人，毕业于船政学堂第三届，1885 年留学英国，精通英、法、日文。一生译著颇多，可考者

有《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格致正轨》《格土星》《英国十学校说》《大器考》等，在传播西学方面可与其兄陈季同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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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国外林学专著经常作为最早的教材或参考资

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早期林业教育的发展。

正如学者王希群在《中国森林培育学的 110 年−
纪念中国林科创基 110 周年》中所说：“任何一门学

科的形成都有其独立的标志，都必须有其独特的理

论体系，而教材、专著则是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17]

其中奥田贞卫的《森林学》内容最全面、系统。该书

共分为 7 章，第 1 ~ 2 章主要介绍了森林的沿革及性

质，普及林业基本知识；第 3 ~ 6 章主要介绍了森林

培育学、经理学、木材学等各科理论；第 7 章主要是

介绍森林学各科之范围及关系。奥田贞卫《森林学》

一书的具体章节内容可参见表 4。这些林学专著的

出现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展示给当时中国的是

一套较为系统的林学理论。

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林学论著在

引进林学理论方面功不可没，但并非都是中国人直

接学习西方的“一手”成果，大多为假借日本人之手

的“二手”成果。譬如，本多静六在《造林学各论  例
言》所说：“一、我国（按：指日本）所有树种与欧美全

异，故造林学亦非仅译西书所能足用，必须就我固

有之林木以讲究之且关于是学之书世未一见，故亟

刊之以公同好。二、此编专论针叶林木及椰子类、竹

类各种，其阔叶林木异日再为刊行。……六、余研究

林学虽历有年，然我国森林树种极富，其未究及尚

多，此书未为完备，唯期于后版增补之书中，或有谬

误遗漏，尚祈大雅教正。”[19]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表 3   《农学报》对部分林学专著的翻译

序号 作者 译者 题目 卷期

1 白河太郎 藤田丰八 《樟树论》
1898年第22、
30 ~ 37册

2 铃木沈三 沈紘 《森林保护学》 1899年第80 ~ 82册

3 铃木沈三 沈紘 《林业篇》
1899年第80 ~ 82册、

84 ~ 86册

4 福羽逸人 沈紘 《果树栽培总论》
1899年第80册、

82 ~ 92册

5 奥田贞卫 樊炳清①
《森林学》 1900年第125 ~ 129册

6 福羽逸人 沈紘 《果树栽培全书》 1901年第144 ~ 148册

7 本多静六 林壬 《造林学各论》 1901年第148 ~ 152册

8 本多静六 樊炳清 《学校造林法》 1903年第204册

9 片山直人 《日本竹谱》 1904年第245 ~ 246册

10 高桥久四郎 《果树》 1905年第304 ~ 315册

 
表 4   奥田贞卫《森林学》的具体章节[18]

章 节

第1章 森林之沿革及将来

之方针

第1节 森林之广袤

第2节 森林之利用

第3节 森林之所有

第4节 森林上学术技艺之进步

第2章 森林之性质

第1节 森林之定义

第2节 保安林之性质

第3节 林业之性质

第3章 造林

第1节 树种与气候之关系

第2节 树种特殊之性质

第3节 树种与林地之关系

第4节 树种彼此之关系

第5节 树种之转换

第6节 森林之创立

第7节 作业种类与林分更新之关系

第8节 人工更新上所需材料

第9节 人工更新之实行

第10节 森林之抚育

第11节 森林之保护

第4章 算定价格

第1节 算定价格之宗旨

第2节 一木之材积测定

第3节 林分之材积算定

第4节 收获表

第5节 平均成长量与连年成长量之关系

第6节 林龄之查定

第7节 林木之价格算定

第8节 林地之价格算定

第9节 林地价格与林木价格之关系

第10节 轮伐期之查定

第11节 利益之查定

第5章 设制

第1节 设制学之范围

第2节 作业之方针

第3节 年伐面积

第4节 龄级之率

第5节 法正蓄积

第6节 年伐额与定期伐额

第7节 不法正林之改良

第8节 管理区域与施业区域

第9节 施业上之图簿

第10节 设制法

第6章 木材之供给

第1节 伐木

第2节 造材

第3节 搬运

第4节 售卖木材

第7章 森林学各科之范围

第1节 森林学之组织

第2节 利用学之范围

第3节 管理学之范围

第4节 林政学之范围

第5节 森林动物学并植物学

第6节 森林物理学并化学

第7节 土性学

第8节 森林法律学及其余各科

①　樊炳清（1877−1929 年），字少泉，1898 年入南洋公学东文普通学校，学习日文、英文等外语及数、理、化等科学知识，同学有王国维、沈

紘、萨端、朱锡良等人。在东文学校学习期间，樊炳清就开始翻译和介绍新学，随后长期参与由罗振玉主持的东文学社及教育世界社两家出版

社的编译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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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林学论著多为日本林学家结合西方的林学理

论，并依据日本的林业实际而编就，主要是介绍日

本的林业科学知识及经验，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去

甚远。直到中国近代林学留学生的归国，这种局面

才得以改变，逐渐摆脱了之前林学引进受制于“二

手资料”的状态。

三、余　　论

晚清林学正是处于萌芽时代过渡到科学时代的

重要阶段。而无论是科技期刊的译载，还是新式学

堂的兴办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西方林学。林学引

进也经历了一个先疏后密，由表到里的过程，使得

人们对林学的认识不断加深。但当时引进的西方林

学主要是一些科学知识、原理，对科学内涵、研究等

方面的内容涉及甚少，而且该时期的林学引进仍然

停留在纸面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晚清林学的发

展仍以介绍和翻译为主，远未实现本土化和体制

化。这种现象直到留学生的大量归国才有所改变。

学者范铁权在《近代中国科学社团研究》一书中写

道：“晚清时期可以说还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积累

时期。”[20]
晚清时期也应视为中国近代林学体制化

的积累时期。据统计，中国近代最早期的林学留学

生除了程鸿书于 1909 年归国外，其余如陈嵘、梁

希、凌道扬等人大都于 1911 年之后才回国。林学留

学生学成归国，并成为引进林学的主体后，直接促

使林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且归国林学留学生也全面

主持了林业高等教育、林学会、科研机构的创建和

发展，推动了我国林学的体制化、本土化、科学化的

建设，这也就直接把林学从国外介绍而得来之学识

日渐变成为国内产生之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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