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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被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博士，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学者。这位哈佛大学

的博士于 1940 年至 1944 年担任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他精心擘划、筚路篮缕、励精图治，使这所“开创于战时，

建立于战地”的大学成为饮誉全国的著名大学。缅怀这位集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于一身的杰出校长是有

意义的。广大学子称他为我们永远的老师，是一位让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人”。写的这些是几个侧面而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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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教授系原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4 月在任）。特在本刊“科教精英”

专栏转载此文，旨在缅怀尊敬的胡先骕校长。 
1940 年 6 月，国民江西省政府决定在江西省临

时省会——泰和县创设国立中正大学，省府主席熊

式辉先生和诸多乡贤应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

博士的推荐，邀请江西籍的著名学者胡先骕博士来

主持校政。吴有训教授在推荐信中说：“胡先骕博士

不仅是知名的自然科学家，而且对中国文化、西方

文化也有精深的素养，可谓文理兼通，门生故旧遍

及全国，中正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他出任最合适。”
经熊主席与乡贤再三恳邀，同时他又有为家乡办大

学的心愿，终于接受了徵召。1940 年 8 月，中央行

政院第 478 次会议决定任命胡先骕为国立中正大学

校长。 
胡先骕（1894～1968 年），江西新建人，1912

年留学美国，于 1916 年，获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学

士学位，回国后于 1923 年又出国深造，1925 年，

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

家，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他对中正大学要办成什

么样的学校，目标很明确。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本
人治校，‘教’与‘学’并重，希望造就多数专家”，在

教学方法上，“不竞务新奇，亦不拘守陈说”。他要

求：“从校长以至同学，每一个人都应有这样一个目

标，就是要使本校成为国内一个最好的大学。”他精

心擘划、筚路篮缕、励精图治，凭藉他在学术界的

地位和声望，请到了许多知名教授、学者，这在“开
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的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胡

先骕志存高远，一心想把中正大学办成全国名校。

名校就要有名师，学校创建和胡先骕的知人善任赴

中正大学知名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为一时之盛。

在他任校长的四年里，学校在教学、科学研究、学

术研讨、师资构建、教材建设、图书馆藏书、实验

室设置、兴办实习工厂农场、期刊出版、丛书出版，

以及其他物质建设和文化建设各方面都取得较快的

发展，成绩斐然。又把他视之为生命的在昆明的静

生生物调查所迁到泰和，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植物标

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最完整的标本馆。中正大学已

初步实现“名校名师”。胡校长的崇高品德、治学严

谨、辛勤耕耘和认真办事业的精神，为中正大学的

发展创立了优良的学风和传统。1944 年 4 月，胡先

骕因学潮不愿开除学生而自动辞职离任时，校本部

拥有专职教师 165 人，其中教授 71 人，副教授 38
人。学院及系科设置增加至三院十四个系，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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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达 1386 人。 

一、植物学界的一代宗师 

胡先骕是蜚声遐迩的植物学家、古生物学家、

经济植物学家，又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一代宗师。

经他发现和命名的植物有 6 个新科，1 个新属，151
个新种。这在植物分类学界也是少有的，特别是有

“珍奇活化石”之称的水杉的发现与命名，更是震惊

世界。他与郑万钧教授联名发表的“水杉新科及生存

之水杉”引起了世界各国植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

瞩目。他的诗作“水杉歌”在陈毅副总理读后题识：

“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明暸中国科学

一定能够自立，具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
充分显示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胡先骕青少年时对森林就有浓厚的兴趣，1912
年，时年 19 岁，便立志“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远赴重洋留学。在留学期间即与留学同学共同发起

组织中国科学社，以便团结各方学者，发展科学，

振兴祖国；并捐资刊行《科学》杂志，明确提出要

科学救国，必先具备科学知识。他回国后，面对当

时国内实际情况，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高瞻远

瞩，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1]。 
1. 编写我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1918

年~1922 年，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胡先骕任

农科教授。当时所有教材多取自日本，术语、概念

翻译多有谬误，遂与邹秉文、钱崇澍共同编著《高

等植物学》。此为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本现代植物

学教科书。书中不仅内容新颖，还基于对中、西双

方语言、文字的准确理解，修改了此前移用不当的

日文术语，如将“隐花植物”更正为“孢子植物”，“显
花植物”更正为“种子植物”，“藓苔植物”更正为“苔
藓植物”，“羊齿植物”更正为“蕨类植物”等等。这些

更正后的术语沿用至今。 
2. 在我国大学中设置第一个生物系。1923 年南

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认为生

物学将是一个引领学科，提议设立生物系，校方研

究后同意增设生物系。此为我国大学中第一个生物

系。胡先骕任系主任，增加基础建设，延揽一流人

才，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当时成为国内生物学力

量最强的学府，盛况空前。1924 年北京大学设置生

物系，1926 年清华大学设置生物系，1941 年中正大

学设置生物系。 

3. 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1922 年，

胡先骕与秉志、钱崇澍于南京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

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任植物部

主任。1928 年又与秉志在北平创建静生生物调查

所，任植物部主任，1932 年后任所长。1933 年于重

庆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翌年，成立了中国植物

学会，担任该学会的首届会长。1934 年倡议并亲自

督办，创建庐山森林植物园。这是以裸子植物为主

的亚热带山地植物园，占地 600 公顷（为我国用于

科学研究现存植物园中历史最悠久）。1938 年又于

云南昆明创建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兼任所长。这

些机构的建立为中国植物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特别是静生生物调查所，被国际誉为中

国近代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著名动物

学家秉志教授、著名昆虫学家杨惟义教授、著名植

物学家张肇骞教授等曾都在静生生物所工作过。 
4. 大规模开展考察与采集，建立了东亚最大的

植物标本馆。1916 年，胡先骕第一次留学归来即开

始大量采集植物标本。足迹遍及东南各省深山远谷：

如浙江天台山、雁荡山、小九华山、仙霞岭、天目

山，江西武功山、武夷山等地。静生生物调查所建

立后他派人去河北、内蒙、山西、陕西、甘肃、四

川、吉林、云南等地进行分工缜密、规模较大的有

计划有步骤的采集，十余年不间断，所得颇丰，使

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标本馆成为东亚最大的标本馆，

受到国际植物学界的高度关注。胡先骕首先提出要

组织编纂《中国植物志》，静生标本馆为后来中国植

物志的编写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胡先骕通过深山考

察采集，对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益加热爱，

见到森林遭受破坏，则宣传加强护林之重要性。不

仅将整理采集标本和考察结果撰写成学术论文，且

将所见所闻吟赋诗词，称赞山林之秀美，以激发人

们振兴林业，保护生态。 
5. 收集资料，建立中国最完善的植物学图书、

资料库。我国丰富的植物种类有 70%系由外国人定

名，用不同的文字发表于不同国家的期刊杂志中，

模式标本也都保存在各国的标本馆中，给我们中国

人自己进行分类学研究造成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

这一难题，胡先骕与有关部门达成协议，即静生生

物调查所在图书使用方面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静

生所所需图书、期刊，嘱图书馆订购，图书产权属

图书馆，静生所只有优先使用权，并负保管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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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图书馆特提出一部分购书费，专购生物学书籍，

借供研究之用。又让人将欧州各大标本馆所藏中国

植物模式标本拍成照片带回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无模式标本的缺陷，使静生生

物调查所成为国内最有条件从事分类研究的机构。 
6. 在东南大学、中正大学执教时，胡先骕明确

指出“植物学研究需要一批人，不是少数几个能成功

的。”倡议开办生物系，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在领

导静生生物调查所期间，就更直接培养人才，注意

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开拓和发展有关学科。在中国

植物学界，经他教导和提携的有 30 余人成为高级研

究员或大学名教授，其中 5 人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 
胡先骕个人研究成果颇丰。在植物学领域他涉

猎极广，从菌类、蕨类、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从

植物资源利用到植物区系地理，从现代植物到古植

物，从专科专属研究到整个被子植物的深化系统都

有独特的见解和研究成果[1]。1915 年他发表了“菌类

研究方法”，是国内最早有关菌类研究的文章。1925
年发表了“中国安息香新属——秤锤树属”，是中国

人发表的第一个新属。1925 年至 1941 年，在我国

首先开创植物区系地理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

文。他是研究现代植物并结合古植物进行研究的第

一人，并首次提出一个新的分类系统，被众多植物

学家所公认，并延用至今。胡先骕系中央研究院第

一届评议员，1930 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

剑桥大学召开，胡先骕和陈焕镛当选为国际植物命

名法规委员会委员，这是我国植物学界第一次获得

殊荣。后任第七届国际植物学会副会长和国际科学

教授学会副会长。1935 年开始任中央研究院第一、

二、三届评议会评议员。1948 年当选首届中央研究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

叔子在《胡先骕研究论文集》的《序一》中评价：“如
果说，著名学者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那么，

胡先骕不愧为‘院士中的院士’。” 1956 年 4 月 25 日

毛泽东主席称胡先骕为“中国生物学科的老祖宗”。
一生出版了 20 多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 140 多篇。 

二、卓越的教育家 

胡先骕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 
1. 胡先骕的教育观念主张“术德兼修”，而且认

为德比术更为重要。因此，他常常强调：作师长的

必须言教、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而作学生的也应

该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忘修养品德。他不但随时注

意将人格道德的价值观念结合在课堂设计和课外教

学活动之中，而他本人的立身行事，更是随时表现

出不愧为人师表。他说“教育之目的在于改进人民生

活”，“民生与生存即人民之生活，教育必须求能改

进人民之生活。必须‘教’与‘育’并重。”胡先骕要求

学生：醉生梦死的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的朝气

必须养成；苟且偷生的习惯必须摘除；分歧错杂的

思想必须纠正[2]。他要求大学生应该有远大的志向，

要乐于过简朴的生活。 
2. 他强调“既贵专精尤贵宏通”，“因才而教，

各尽其性”。他主张大学应将专业课程修习之时间压

缩，将自由选课时间增多。多种学问是互相关联的，

学自然科学的也要学点社会科学，学社会科学的也

要学点自然科学。中正大学规定，学生可跨学院、

跨系科选课。选修学分占总学分的 20%。他认为：

“文史科学有陶冶人格之功效”。一般说来，人文素

养的外在因素，则要在拥有了文学、历史和哲学等

人文知识之后，真正内化为对人的关怀，对人之价

值的尊重，对人之生命的敬畏，对人之尊严的珍视。

在于对学校管理言行中自然地表现出崇高的人文精

神。这是一个卓越的教育家的风范[3]。 
3. 延揽一流专才，尊师爱生。胡先骕竭尽全力

和尽一切可能聘请大批名流学者来中正大学执教，

先后有 120 余人（含来校讲学和兼职教授），其中清

华大学毕业的学人就有 20 余人；从美、英、法、日、

德等国留学归来的近半数；胡先骕亲自去恳邀或致

函来执教的就有 60 余人；中、青年教授较多。名师

云集，素质很高，绝大多数是全国各学科领域的专

家学者，给中正大学一个很高的起点。胡先骕虽不

善行政，但对教师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关心备至，

充分体现他对人之价值的尊重。许多老师在杏岭过

着清苦的生活，且能甘之如饴，恬淡心境。当年文

学院教授姚名达本其爱国热忱，发起组织“大学生暑

期战地服务团”，赴赣北前线作劳军服务活动，计有

男女团员 37 人参加。胡先骕热心赞助，出面担任名

誉团长，除学校拨款一万元外，并各方奔走，向有

关机关募捐一万八千元，他个人捐款三百元，并撰

文“中正大学组织战地服务团之意义”，文中称颂我

将士英勇抗敌的壮烈精神，赞颂这种精神可惊天地

而泣鬼神，号召我后方民众应激励爱国爱乡之精神，

为前方将士服务，略尽绵薄之力。姚教授和学生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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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达牺牲后，胡先骕亲率暑期中全体留校师生，在

学校大礼堂前恭迎姚、吴两烈士灵柩，当灵车抵达

时，他踉跄奔前，痛哭失声，所有在场师生，无不

同感悲愤。公祭之日，胡先骕亲撰挽联，致吊姚、

吴两位烈士。1943 年秋季，伤寒病在杏岭猖獗，数

十名学生染病，其中 13 位病殁，学校不得不因此而

宣布临时停课。他恳请在泰和县的省立医院收留患

病学生，集中当时最好医生，购买最好药物，积极

治疗。当病殁同学安葬时，许多教师、干部多次劝

他因体弱不宜去参加，胡先骕坚决不依，每次必去，

抚棺大恸。每次去医院探望病者，他请求医生要为

病危的学生输血，被拦阻。师生情深，有如是者，

充分体现他对人之生命的敬畏。这种校长对学生爱

护的感激之情，一直持续至今，海内外受业弟子仍

不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表达怀念之情。 
4. 注重理论结合实践。胡先骕认为办一流的大

学，要有一流的教师，充足的图书资料，先进、精

密的仪器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先进的工厂、农场。

中正大学创办不到二年，学校就有图书 2 万余册，

报刊 500 余种（不含学校研究部的书刊）。工学院建

立了初具规模的物理、机电、化工、水工、动力等

实验室，还设有锻、模、铸、金四个实习工厂。农

学院创办了农场、牧场、林场、动植物培育园，陆

续建立了昆虫、植物病理、果树、农作物、造林、

森林利用、寄生虫等研究室和实验室，拥有高倍显

微镜 20 多架，搜集了珍贵标本与切片数千种，广西

植物蜡叶标本万余种。学校和有关院系编辑、出版

期刊，颇具影响的期刊有 14 种。胡先骕勉励教师既

要注重教学，又要注重研究，还要常带学生去社会，

去工厂、农场、农村，鼓励学生到学校附近的村庄

教农民、儿童识字、认字，去了解人民，去拥抱大

自然。当他听到中正大学农学院部分贫苦学生利用

课余时间在“四教村”附近开荒种菜弥补不足时，高

兴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清早就赶到“四教村”，一面

看望住在“四教村”的张肇骞、李静涵教授，一面参

观同学们种的蔬菜、瓜果，连声说好！好！ 
5. 要实施教育职业化，注重道德修养教育。江

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李佛铨说：“令人感到高兴和鼓舞

的是，胡老对我国教育文化改革与创新的许多期待

和预言，今天都在逐步得到实现或正在实施。例如

胡老在《教育之改造》和《思想之改造》两文中提

出要实施教育职业化问题和注重思想道德修养教育

的问题，我们今天都在开展改革试验”。 
6. 遵循教育规律，教育不可以过分标准化。胡

先骕认为“教育标准化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分”。譬

如讲“植物学”这门课，要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的规律，要遵循先一般后特殊、先基础后专一的规

律，要遵循认识——实践——再认识的普遍规律。

在南方讲植物学就应多讲些南方的植物，在北方讲

植物学就应多讲些北方的植物，不可以千篇一律。

学自然科学的同学只要不违反校纪可以跑到讲文

学、历史、哲学的课堂上去听课。他强调在教学中，

要发掘哲学、数学知识的应用，了解它的发生、形

成、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思想方法向各专业学生有

机渗透，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水平和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指出过分标准化会造成失误，限制了个性

的发展，限制了师生的创新。 
郑师渠指出：“胡先骕成为学衡派中思考中国教

育改革最具系统思想的人
［4］。”胡先骕于 1926 年至

1946 年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造的文章，其中

有许多观点至今仍有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峥峥风骨——一位大学校长的

风范 

1. 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是国立中

正大学的筹建人，于中正大学出力甚多，熊式辉自

办天翼中学。有一次，熊式辉向胡先骕提出，希望

该校高中毕业生能免试进入中正大学。胡先骕婉言

谢绝，要求他勉励学生好好学习，通过入学考试进

中正大学。胡先骕向熊式辉主动询问天翼中学办学

情况，并答应可派基础课教授去指导，但不徇私情

降低学生入学标准。 
2. 1941 年 4 月，蒋经国先生应邀前来中正大学

演讲，他认为泰和环境欠佳，建议迁校到赣南的龙

岭，经费上可予以更多资助。而胡先骕惟恐这样做

有违当初在省会创校的初衷，而予婉拒，其后蒋经

国曾多次劝说，并允诺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而胡先

骕也仅只同意在赣县龙岭设一分校。这件事很使蒋

经国耿耿于怀。同年 5 月，胡先骕奉召飞赴重庆出

席中央研究院评议委员会会议，凑巧与蒋经国同机，

再一次话不投机，胡先骕便在途径桂林时，藉故停

留。 
3. 1944 年，胡先骕赴重庆开会期间，不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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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捣毁民国日报事件，中央党政当局严令追究，

指示学校当局开除为首学生。而胡先骕认为学生事

出有因，并非无理取闹，加上学生年轻气盛，不能

因偶一犯错而断送其前途，因而基于维护，并决定

给为首学生以“记过”处分。当局对胡先骕如此从轻

发落大为不满。当年继任江西省府主席的曹浩森曾

对胡先骕公开指责，胡先骕通过亲自调查，告之实

情，坚持不开除学生，并请求辞去校长一职，中央

教育部几次劝说未果，终获同意，校长一职改聘肖

蘧博士继任。6 月，胡先骕忍痛离开了他所惨淡开

创的学校以及全体他所关爱的学生，临别之时，全

体师生在大礼堂举行盛大欢送会，令中正大学全体

师生怅然若失，无不热泪盈眶。当胡先骕作临别赠

言时，胡先骕坚持自己对学生的“严教”、“严学”，
但不“严惩”、“苛刻”的想法做法是对的，虽请辞离

校而不后悔，全体师生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

不息，含泪表达大家对校长的真诚爱戴。 
4. 1940 年胡先骕由北平经上海、香港至重庆参

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并在重庆发表抗日演说。

从拒绝出任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伪职，到重庆公开发

表抗日演说，作为一名学者，胡先骕抗日爱国的立

场何其鲜明。1949 年 1 月，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国

民党傅作义将军曾经在中南海邀集当时在北平的知

名学者、名流，征询对北平和平解放的意见，胡先

骕是受邀人之一。在会上，他和画家徐悲鸿、历史

学家杨人楩教授和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等人，向傅

作义热烈进言，支持北平和平解放。终于 1949 年 1
月 22 日，傅作义率全军起义，接受解放军改编，终

使北平和平解放。避免了一场战祸，使生命、财产、

文物免受损失，应该说胡先骕等一批学者都是有功

之臣[5]。 
5. 留在大陆搞研究，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

1949 年，蒋介石兵败退至台湾，之前，蒋介石曾派

人说服胡先骕去台湾，被胡先骕拒绝。据胡先骕女

儿胡昭静回忆说她父亲不去台湾或美国的原因主要

是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不想放弃，想继续为国

家和人民作贡献。同时，他的一位学生解沛基（后

任清华大学副校长），也劝他不要走[6]。 
6. 解放后在反对生物界前苏联李森科伪科学

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追求真理的科

学精神，充分显示了他那种独立的人格魅力和峥峥

骨气。之后，他却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他都十

分淡定，泰然处置。 

四、著名文学家和诗人 

胡先骕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而且是一

位著名的文学家和著名诗人，他在文学领域、诗词

领域有极深的造诣。胡先骕一生赋诗不辍，著名诗

人陈三立对胡作评价颇高，谓之“意、理、气、格俱

胜”，“纪游诸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钱钟书以

“后学”身份为胡先骕代为选定《忏庵诗稿》，并作短

跋，称赞他“挽弓力大，琢玉功深”，评价很高[7]。

既有深厚的传统基础，又融入近代科学知识与学理，

加以他有浏览国内外名山大川的阅历，因而诗风苍

雄雅健。在他的知识结构里既包含自然科学，又包

含人文科学。其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则涵养了他的

人文科学精神，其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则涵养了

他的自然科学精神。国立中正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陈

文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杏岭，记得每周一都举

行周会，由校长亲自主持，常邀校外人士来作专题

讲演，每次讲完，他老人家都要提纲挈领的作结论，

有时还补充他个人的高见。我们最喜欢听他的结论，

因为言简意赅、严谨治学，所有讲演的精华尽在于

此！而其学识渊博精深真是难以想像！不仅此也，

毕业后我暂居南昌，那时校长应邀从北平返省垣作

了四场专题讲演，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社

会各方面的问题。我有幸均曾参加，但见他不用讲

稿，也无提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畅所欲言，

每场大致要历时二小时，而听众毫无倦意。至此，

我才领教到一位生物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竟有如此深

入的研究和高超的见解[8]。 
胡先骕是国立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是我们广

大学子引为自豪的校长，是我们永远的老师！他是

我们江西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他是一位鲁迅

先生所说的是让人永远“记在心里的人”。他的一幕

幕鲜活的情景、对科学的贡献、对文化的贡献、对

教育的贡献，却仍在时间的长河中涌动，其痕迹牢

牢地拓在了文字的脊背上[9]。智效民把胡先骕列为

“民国时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八位大学校长之一
［10］。”他和与他命运相似的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都安葬在庐山植物园，一代宗师，都回归了自然。 
致谢：感谢胡启明、李佛铨等老师提供宝贵资料！ 

（原文原载于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0(1): 

163-168，本文略有增删）            （下接第 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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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加强森林植被的保护。森林能够起到很好的

环境保护的作用，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能起到防风沙、净化空气、防止污染，可以说是

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之一。 

⑶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我国环境出现这种状

况和肆意的挥霍、浪费资源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

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也是势在必行的。 

7  结语 

人类的文明无不是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创

造出来的。在所有的自然资源 
中，极为丰富而多样性的生物资源乃是自然界历经

数十一年进化的特殊恩赐。但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现

状来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了人类面临的重要生存

课题。所以应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为生物提供

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为我们共同生存的环境做出

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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