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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上的清华农业学系

 1925 年，清华成立大学部，设立农

科（业）委员会，专门讨论筹办农科事务。

委员会包括庄泽宣（主席）、虞振镛、钱

崇澍、陈桢、陈隽人。1926 年 4 月下旬，

清华第一、二次评议会通过决议，设立农

业学系，虞振镛为系主任，教授有周景福、

陈隽人，农场有王兆泰、石让斋等。

虞振镛（1892—1962），号谨庸，畜

牧兽医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现代农业

教育的先驱之一，兽疫防治系统的奠基人。

1911 年第三批直接留美生，1914 年获伊利

诺伊大学畜牧学学士学位，1915 年获康奈

尔大学硕士学位后，到清华任教，1928 年

离开清华。先后担任教授兼农场主任、农

业学系主任等职。通过课程、开办农场及

讲座等，培养了一批现代农业科技人才。

农业学系建系伊始，即确定理论实

践并重的方针：“本校今办农业教育，力

矫前弊，拟事事从实际着手，试验农作上

种种结果，无论其优劣，当宣诸农民，作

直接之补救；能减农民一分之负担，即做

得一分之事业。”这既是针对时弊的对

策， 也 是 虞 振 镛

等 人 一 贯 重 视 实

践 思 想 的 延 续。

虞 振 镛、 陈

隽人等通过调查，

认为“吾国农村现

在之所霈需者，实

为农村领袖，因缺

少农村领袖，故农业不能改良，农民不得

安逸”。因此，农业学系培养学生的目标

是造就“特殊媒介人才”，使农民与农业

教育机构能互相了解，“务使学者出校后

能直接与农民接触，作真正农村之领袖”。

具体而言，清华农业学系重心“为

垦务科，所以专门造就开垦人材，俾得利

用之荒地，开拓吾国之财源”。“本校所

拟开办之垦务科，尤注意于西北方面之开

垦。”虞振镛亲自带学生赴绥远调查垦务，

并与冯玉祥及绥远实业厅长韩竹坪会商。

回来后，虞振镛写成《西北屯垦意见书》，

对西北屯垦做了详细研究。

农业学系在课程设置上，第一学年课

程为普通知识，第二年增加几门专业课，

第三年课程全是农科专业课。第三年暑期

及第四年第一学期，农学系学生在农场实

践，学习农用机器使用方法。第四年下学

期返校总结。

农业学系课程设置课堂内外结合，突

出了理论实践并重。此外，根据虞振镛等

人对西北垦务调查，着眼于学生毕业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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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自办现代

化乳牛事业的兴起，是我国早期生

产 A. T. T. 无结核菌牛乳并采用高压

高温巴士德法灭菌的奶牛场之一，

为清华学生提供了实习场地，在这

里可以进行乳牛的鉴定、繁殖配种、

饲养管理、牛乳消毒和乳品加工等

一整套有关乳牛学课程的实习。北

京协和医院护士班的学员也来此参

观学习灭菌乳的生产过程、消毒设

备和灭菌操作技术。牛奶场还设有

青贮塔，使乳牛在冬天能吃上青贮

饲料，增加产奶量。这在当时国内

也是领先的。农场一直到抗日战争

全面爆发，日军侵占北平后遭到破

坏。北京模范奶牛场与南京东南大

学汪德章创建的鼓楼奶牛场繁殖的

奶牛后代，对改良我国黄牛为乳牛，

发展北方、南方的乳牛业影响较大。

除了校内教学与科研外，农业

学系老师还积极参加社会服务。例

如 1927 年 10 月中旬至 12 月下旬，

虞振镛、周景福等人与梅贻琦、陈

岱孙、赵元任等清华教师在华洋义

赈会主办的合作讲习会上，给来自

20 个县 37 个社的农民发表演讲，

将自己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讲习

会开幕式上，清华校长曹云祥出席

并讲话，表示合作事业关系人民生

计，很能发展中国的农业，表示了

学校支持的态度。清华教师的演讲

名单及主题如下： 

陈岱孙（农村经济）、虞振镛

（现在农村问题及农林）、周景福（商

业果园）、杨光弼（农人应有之化

际需要，提高学生工作和研究能力，

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农业学系开出

其他农学院不曾设置的课程：

第一，设置兵操与军官训练，

“在使学生知军事学中之大概；因

本校毕业学生，其将来之目的在开

垦荒原，目今吾国土匪异常之多，

开垦之际，组织义勇队保护等事，

为不可少之任务；苟无军事及军官

训练，何能为此？”

第二，设置农场组织课程。西

北交通不便，建筑材料运输困难。

“如欲在该处建一规模宏大之农场，

或村落，用费定异常浩大；是以必

须得一较为节省及适用之方法，始

克济此。故本校农科，特开此学科，

使学生能得建筑农场之方法，不致

用费太巨，或不适用”。

第三，设置公共及个人卫生课

程，使学生了解医学大概，避免荒

地之中突发病症时束手无策。

第四，一年级中，英文课为必

修课，要求学生能流利使用英文，

如教师认为不合格，学生必须重修。

第五，垦务要求身体强健，

那些身体弱而又对垦务有兴趣的同

学，农业学系设置果木、乳学两科

供选修，俾使农业学系课程更能针

对学生需要。

由于“农业大学及专门学校之

毕业生，多不适于改良农事之工作，

使供与求不能洽合”，因此，农业

学系暂不设专修学程而致力于农业

问题研究，以适应社会需要。

农业学系教材“以专门性质作

教授之方针，搜罗我国本有之农学

为教材，并参考外洋农业试验之结

果，其合于我国情形者，即资为改

良之张本”。

这一时期，农业研究并未充分

开展，但也有可记述之处，那就是

虞振镛创办北京模范奶牛场。

1920 年，虞振镛再度赴美入得

克萨斯州农工学院专攻乳牛学。为

推动我国奶牛业发展，1921 年他选

购了良种荷兰（Holstein）、娟姗

（Jersey）和安雪（Ayrshire）乳牛

共 13 头，亲自照料，漂洋过海，历

时一月有余，安全到达北京，在清

华学校附近创建了“北京模范奶牛

场”。他亲自主持场房的设计、施

工、设备安装和经营管理。我国畜

牧工作者远涉重洋专攻乳牛学，亲

自选购运送优良牛种回国经营奶牛

场的，以他为第一人。北京模范奶

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先驱之一虞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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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常识）、梅贻琦（农人应有之物

理常识）、赵元任（阳历与阴历）。

这些演讲，深入浅出地将科学

知识讲解给农民，受到听讲农民的

欢迎。

1928 年 8 月，清华学校改为国

立清华大学，罗家伦任校长。9 月，

学校裁撤农业学系 , 改为农场。翌

年 6 月 17 日，评议会第 14 次会议

议决“农场即行裁撤，所有农场事务，

于庶务科添设农事股办理”。

农业学系裁撤后，鸡场及试验

农场等仍继续进行。周景福教授留

任农场主任，虞振镛离开清华转到

北平农学院。1929 年，周景福离校，

评议会以农事股“耗资多而试验效

成少 , 决意取缩，鸡场及农事试验

场均行停办，职员亦由五人减至二

人，专任管理全校校景及主理农事

教育事务（农事讲习所）”。农学

系历年采购的仪器除生物系留用一

部分外，其余借予平民教育促进会

华北试验区生计教育科。对裁减工

人，学校以农事试验场一部分分租，

免其失业。至此，农业学系正式告

一段落。

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是罗家

伦裁撤农业学系，并不完全准确。

首先，从时间上看，裁撤农业

学系，的确在罗家伦上任之后。但

提出裁撤农业学系的不是罗家伦，

而是梅贻琦。早在 1928 年 6 月 20 

日，梅贻琦提交清华第 62 次评议

会关于下学年教育方针八条，其中

第二条即为：取消农学系改设农事

推广委员会，以款若干办理 1. 本校

农事试验；2. 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

组农事讲习所。梅贻琦的意见获得

评议会通过，并形成决议。因此，

裁撤农业学系，应该说是梅贻琦提

出在先，罗家伦执行在后。

其次，罗家伦显然也是认同梅

贻琦的意见。由于农业学系只在校

外其他单位合办农事讲习所，校内

没有学生，罗家伦认为“音乐、农学、

体育三系，没有一个正式的学生，

而教职员则有五六人之多，每年消

耗不下五六万元。结果不惟虚糜校

款，反而妨碍全局的进行和他系的

发展”。罗家伦主张将农业学、音乐、

体育等系取消。因为清华与燕京大

学、香山慈幼院及华洋义赈会有协

议联合办农事讲习所 , 所以保留农

学教员一人，主持农场，并参与农

事传习所工作。

1928 年，清华虽然撤销了农业

学系，但农学研究与教育并未停歇。

除了上述新农农业学校维持至 1930 

年底外，生物系仍有部分农学研究。

至 1934 年，农业研究所成立，清华

农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虞振镛：《清华的农科》

（《清华周刊》，1925年 12月，第24卷第15号，总第364期，第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