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裕金陵大学的陈裕光

金开泰
陈裕光，（1893－1999）祖籍浙江鄞县，出生南京。其
父陈烈明出身于信奉基督教的家庭，早年由鄞县移居
南京，凭借木工手艺艰难创业，后来创建了陈明记营
造厂，
承接建筑。
陈裕光 1911年，在南京汇文书院附中
毕业后，
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1916 年由金陵大
学选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有机化学，1922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博
士学位，并获得“金钥匙”特别荣誉。回国后任教北京师范大学，担任理化系主
任兼总务长，曾二次代理该大学校长。

一、

接手金陵大学

陈裕光 1925 年到金陵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 1926 年被校长包文聘为
文理科长。1927 年 3 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包文以老病告退，指定了过探先、陈裕
光等四人组成临时校务委员会，应付时局。1927 年 11 月金大理事会在上海开会，
陈裕光被推选为金陵大学校长，是教会大学中担任校长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后一
直到 1951 年金陵大学结束，延续了 24 年，也是私立大学中任职最长的一位校长。
担任校长时，他在欢迎大会上庄严承诺今后金大将“按国内精神，与时代之
精神，社会急切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因此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政府呈
请立案。1928 年 5 月向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呈报了立案申请，8 月 6 日金大
董事会被核准注册登记，9 月 20 日大学院以第 668 号训令批准金陵大学立案，是
国内教会大学中获准立案的的第一所大学，也是金陵大学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
立案后他“本着革新的精神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及教学，进行了—些调整与改
革，以适合我国国情。”倡导爱国主义下的沟通中西文化。 “就是求人我文化长
短之间互相沟通与弥补。在实际中实行英语和国学并重，英语考试要过听读写语
法字量“五关”。同时强调国文，建设国文系，增加国文必修课，1930 年建立了
中国文化研究所。

建设三院嵯峨，文理与林农。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在 8
类学院中要有 3 个以上，才能称“大学”。金陵大学进行了重新整合配置。文理
科改建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农林合并为农学院。三院在发展中都展现了自己的特
色。又大力推行“三一制”的“科学的教育方针”。强调要“理论、实际、研究
的三足鼎立与有机统一”，其本质就是：边学边用边研究”。并将金大智德体教
育发展为德智体美（群）的“四育并举”。 管理上重视发扬“共和”精神，民主
管理学校，成立校务会常务委员会，十多位常委几乎每周有一两次集会，讨论、
研究校务，并对各项重大措施制定决策。
他的革新精神，既符合政府的要求，也维持了金陵大学的办学的传统，为金
大创造了历史的辉煌，羸得了“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称誉。1936 年在美、英等
国考察各国高等教育的陈裕光，作为中国大学的代表，与北大胡适、燕大吴文藻、
金女大吴贻芳、清华萨本栋五位校长，被邀出席哈佛大学 300 周年大庆纪念。
二、陈裕光在华西坝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13 上海进入激烈战
斗，南京受到巨大震动。金陵大学是否决定搬迁展开了讨论。金大的一些西方人
士认为可以借助美国的保护，南京政府对教会大学搬不搬迁，态度爱昧。1937 年
10 月 4 日金大依旧在南京开学。出于对安全的担心，许多学生未能到校注册。至
开学注册截止时，金陵大学到校学生 210 人。“但二十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
教育部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
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
具，”分三批，租用“长沙”、“武林”、“黄浦”三艘轮船，先后载运人物抵
达武汉，转经重庆。第一批师生于 1937 年 11 月 25 日由裘家奎、孙明经等率领，
从南京下关出发，乘“长沙号”轮溯江而上，这是三批中流量最大的一批。由于
船上乘客太多，显得拥挤不刊，加之厨房不能按时做饭，船上大多数人 4 天 4 夜
中只吃到两顿饭。轮船行驶了 15 天才到达重庆。重庆去成都则更为艰难。透过现
存的档案，陈裕光一直在各方联络，力图解决沿途的各种困难，如 1937 年 12 月 30
日陈致电教育部，到宜昌的图书仪器约 125 吨，全部随行生员 300 余人。无法西

行，请求帮助。1838 年 1 月 7 日函教育部，已经乘“宜虞轮”入川。之前还与重
大联系，请求借住几日，并解决重庆成都交通问题。历经艰辛，前后历时三月，
最终于 1938 年 2 月底抵达成都。并于 1938 年 3 月 1 日在华西大学开学。其时共
有学生 387 人，教职员工 145 人。西迁的第一学年至 7 月 15 日结束。毕业典礼时，
授学士学位者 73 人，并举行了第一次授予硕士学位典礼，获学位者计 4 人。
1942 年 2 月 23 日“国父纪念周”，陈校长在《校长训词》对西迁作了回顾与
总结称：“今日何日，即四年前本校迁蓉正式上课之一日是也。原八一三事变起，
京都各校遵照教育部命令纷纷他迁，人心惶惶。本校以在京有悠久历史，并且未
经轰炸损失，故为安定首都人心起见，决留京开学以维持首都气象。全校师生在
敌机扰乱频仍之际，犹能继续教学。迨战事迫近宁垣，迅即设法离京西迁。时舟
车稀少，交通梗阻，幸赖全校同仁同学协力；历尽艰苦，始能分批入川。时光逝
水，倏忽 4 载，回忆过去，不能无感于中。”
金大在华西坝除了借教育学院为办公地及华大的一些房屋外，借地三处，在
宁村建草房 4 座，1 座女生宿舍，3 座教职员宿舍；在金陵路借地 16 亩，建学生
宿舍 3 座，供 160 人寄宿，教职员宿舍 7 座。为解决师生行路难，学校筑路委员
会，动员师生参加，陈裕光校长、三院长都参加了，筑成了金陵路，留下在成都
的永久纪念。所有建筑草顶灰壁，加上地板，但师生颇感满足，《金陵大学校刊》
这样记载：“虽不及在京时之华堂美奂，国难期间，借地为家，得此蜗居亦洋洋
大观矣。”
在成都八年，陈裕光在校首倡“金陵精神”并形成了金陵校训，继续推行
“三一制”、“共和”民主办校，建立了三长制（教务、训导和总务）、导师制，
并由相关机构和导师，组成了训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动了学校在战乱时期，
师生员工生活艰辛中得以维持，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1941 年在春季开学时，他向全体师生讲道：“本校自创立以来，迄今五十有
三年，过程中曾发生若干次困难，但终以我校的‘金大精神’克服了困难二字，
解决了一切困难的事”。告诫同学“不但要用金大精神去克服书本上的困难，即
使将来服务社会，亦应以金大精神去克服职务上的一切困难。”2 月 25 日《金陵
大学校刊》以《金陵精神》为题刊载专文。 1942 年 2 月 23 日“国父纪念周”，

陈校长对西迁作了回顾与总结后接着说：“兹有三事足资纪念者。一曰坚强之意
志，二曰苦干的精神，两者皆为在抗战中所特别体验者。三曰真诚勤仁之行动，
此即本校创立 50 余年之校训也。三者，正与新式大学教育本旨相符合。盖现今之
大学教育为一躯壳，而坚强之意志、苦干之精神，与夫真诚勤仁之行动为其灵魂；
躯壳与灵魂齐备，而后大学教育始称完善。”这是他综合金陵办学的历史提出“真
诚勤仁”四字校训，是他的办学理念，也是“金大精神”的高度概括。1942 年 6
月 29 日《金陵大学校刊》毕业专号上刊载了陈裕光〈致本届毕业同学〉，对四字
又归纳，予以阐发。概括为以忠诚为本，求是谓真，业广谓勤，博爱谓仁。 所谓
诚，即诚心向学，以办教育为职志，为已任。为师者要诚心教学，不仅自己要有
学问，还要潜心研究学问，传授学术；为学生要诚心求学，不仅要会念书，而且
要学会做学问。真即崇真尚实，是无论办学、治学、求学所一以贯之的科学目标、
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勤即勤动手，勤用脑，以养成劳动习惯，训练服务能力，
培养吃苦耐劳和务实精神；仁即爱心、服务和奉献。从诚真勤仁，逐步形成“亲
爱精诚，一团和气”这种“金陵一家亲”的美好传统。而陈裕光校长则更是以令
人心悦诚服的诚、真、勤、仁的人格魅力，身体力行，赢得了“金陵一家”之“家
长”的尊称。他的许多往事感人至深。1939 年遭遇大轰炸，他的房子被炸后，他
马上拖着带伤的身体，召集全体教师安排紧急处理事宜，到受害各家探望。对每
届毕业生他都按校训的宗旨，以言相赠，激励学生。平日他总是待生如子。他把
全校老师为纪念他长校 10 周年而志愿集的资设立了“景唐奖学金”，又捐出国民
政府发给他的参议员津贴设立“参政奖学金”。在抗战期间对勇跃从军的同学他
都率众送行，分送纪念册，他赴美后仍托夫人鲍敏为远征军同学送行，送三色纪
念章。当他得知学生有被捕的危险时，立即通知训导处的人，转告学生立即离开。
60 年后学生在他的铜像前，深情三鞠躬。在给陈校长的女儿信中写道：“校长觉
悟恸苍穹，自是骨肉情意重。我虽峡江异姓客，享受恩情与君同。”许多学生在
多年过后仍说“选择金大，是毕生的荣耀。金大的师长，待我像子女。”回到母
校，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对教职工也是无比的关心爱护，离开南京后，多次
电报留校守护校产的同事，希望他们“把生命的价值年利比保护和维持金大的工
作更加重要”，“不要冒个人的危险去保护校舍”。1945 年 7 月从美讲学返校，
他把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一齐买成维生素 A 和C，一心想给教职员和学生补充点营

养。对于在金陵大学工作的外籍人员，他也关怀备至，羸得他们的敬重。前汇文
书院长、金大校董福开森在陈的争取下，将所搜集到的金石书画，玉瓷陶岾等稀
世珍品 1000 余件全部赠与金陵大学；对卜凯、赛珍珠夫妇，虽有辞退赛珍珠之前
怨，但他能化解，还多次为卜凯向教会争取应得的权益。1948 年金大举行 60 年校
庆活动时，还专门为追念前贤，隆重作了纪念礼拜。他报告了二人生平，对本校
校友先后逝世者 10 余人也一样追悼。对于陈裕光这种人格修为，金陵大学校友章
开沅先生予以“已臻化境”的评价。
从校刊中可以看到：金陵大学迁川以后，在陈裕光校长的带领下，安土敦仁，
日就月将，在崭新的环境中，作新的认识，从事新的努力。是年暑假，金大师生
即利用暑假光阴，发动种种学术作业、社会服务等。社会服务上最显著的是积极
参与“工合”运动。其文学院社会、经济两系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联合承办各种
合作事宜，如培训人员生产毛毯等御寒军需品。1941 年后“工合”国际委员会迁
入成都,金大校长陈裕光亲自担任委员会副主席,美籍教授史迈士担任秘书,同时
在暑假期间与之联合举办合作人员及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金大学生在“工合”
组织的基层,埋头苦干。文学院增设图书馆专修科、社会服务部及社会福利特别研
究部、英语专修科(与其他学校合办)，1940 年 4 月 10 日，文学院还成立哲学心理
学系。中国文化研究所与华大、齐大合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刊发了不少
生命力持久的论著。
理学院增设电化教育专修科，扩充电机工程系。孙明经教授 1942 年创办了
《电影与播音》月刊。理学院还致力于四川偏远地区的纪录片拍摄，为后世留下
了许多珍贵镜头。“理学院鉴于公路交通之重要，汽车技术人才缺乏，又添设汽
车专修科，前后举办七年。”
农学院增设植物病虫害系，在仁寿、温江、新乡等地开辟农业推广区，农科
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园艺学部。推广成绩突出。如金大小麦 2905 号在川西及川
北推广种植达 36 县,增产约 20%。金堂等地的柑橘至今仍以优良的品质名扬全国。
1943 年 2 月 5 日在华大事务所礼堂举行了建校 55 年及农学院建院 30 年纪念大会，
陈裕光报告其宗旨，张群、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副局长，校友等相继演讲。林
森、蒋中正、孔祥熙等都发来贺词。教育部颁发了褒奖令。

陈裕光说：“我个人提倡学生思想自由，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
读书会(有宗教的，也有非宗教的)，旨在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因此，
学术空气十分活跃，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面貌。”校刊对学生的生活也多有
记载，如 1939 年 10 月 25 日校刊记载，金陵大学学生组织课余联欢社，由三个组
组成:游艺组，组织话剧京剧歌咏等团体预期十二月中旬公演；体育组方面，举行
小足球及篮球锦标比赛籍以提倡课余运动；学术组方面：定每二星期出壁报一次，
内容偏重文艺漫画材料以幽默讽刺为主，并拟最近举行征文比赛。现各组已分头
进行，预计短期内同学生活方面定将充满蓬勃愉快之空气。真是五大学相聚一处，
钟楼下，小桥旁，流水环绕，风景秀丽，称为大后方的天堂，警报频传而弦歌不
断。到复校的 1946 年春季，学生达 1022
人，其中研究生 30 人，教职工 289 人。各
专业领域皆具有造诣的专家、学者。1939
年－1944 年获金钥匙奖的有 33 人，在日
后有物理的魏荣爵、农艺庄巧生、森林阳
含熙、植物吴中伦、园艺陈俊愉数人成为
中国两院院士。图书增加也创历史高峰。
金陵大学的成就蜚声国内外， 1944 年至 1945 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
学并考察，获南加州大学名誉教育博士学位。金大与燕大被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
会联会确定为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1945 年 12 月 16 日荣获教育部颁发的
甲等奖状。1945 年 8 月 15 日抗日战争胜利，11 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1946 年 4
月决定月底开始复员，率师生返南京，9 月在南京原校址开学，又开启了新的一页。
三、智慧包容和高超的协调能力
教会学校在中国处于相当复杂的社会环境，要生存并得以发展相当不易。作
为校长既要维护中国政府的政策，又要维持好与教会的关系，使办学经费不至于
中断；既要取得政府的保护和经济的支持，又要保持办学的独立性，在中国党派
政治的博弈中，不至于陷入太深，甚至搭上沉没的不归船。陈裕光的智慧和高超
的协调能力算是私立大学中一位最杰出的校长。

金陵大学是在欧风美雨中由外国传教士所建立的汇文、基督、益智三个书院
发展合并而来，1928 年在中国政府立案后，他却聘了包文作为顾问，协助他处理
与教会的关系。尽管他是留洋“海归”，又是教会中意的人，但更重视民族化、
本土化，30 多年不穿西装，讲话不夹英语。另一方面他也尊重学生的信仰自由。
外教赛珍珠在校担任外语老师，教课随意，引起学生的不满。尽管他与其夫妇是
邻居，笃信友情，学校讨论时他不顾私交，又能顶住教会的压力决定辞退。辞退
后还以朋友身份登门安抚，以后仍维持了相互的关系。1845 年访美时还去拜访了
她，获得热情接待。
他和蒋介石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35 年蒋邀他上庐山：“籍闻匡世之
言”。西安事变后陈对蒋也十分关心，蒋回南京还致电感谢。1940 年宋氏三姐妹
到华西坝参观，由陈裕光夫人鲍敏与吴贻芳陪同。1943 年农学院建院 30 周年，蒋
发来贺电。1947 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及南京市参议长。此外他与教育部
长陈立夫关系也很密切，获得了多次补贴，1942、43、44 年定额补贴皆为 20 万，
42 年临时补助 13 万 2；43 年增加教职津贴 7 万；44 年临时补助 8 万。即使与党
政要员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他也努力维护学校的独立，对国民党便衣侦探随时
出入学校的问题，他也与当局交涉制止，以免发生严重的问题；
尽管如此，他却竭力避免卷入党派政治，坚持教育独立，终身献金大。几十
年后他的女儿才向《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一书的作者王
运来先生透露，汪伪政府成立后，为了装点门面，两次写信、托人，希望他出任
“教育部长”，他都没有答复，未遵自己的一贯对人礼数，不予理采，也从未对
外声张。后来蒋介石也曾请他出任教育部长，他也谢绝了，家人问及，他只淡淡
的回了一句“不重视教育”。国民党退台时，妹夫杭立武为他们办好护照和机票，
临行又再一次的劝说，他也拒绝到台湾，含泪把胞妹、妹婿一家送上贴有“特别
通告证”的轿车，一家人从此分居在中美台三地。
四、心系金陵，身献金陵
1949 年 4 月 23 日解放军接管了南京，仅隔一天，金陵大学就恢复了上课。
是年 8 月 26 日陈裕光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校务由理学院长李

方训代理。1951 年 2 月 27 日华东军政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指示，“陈裕光校长另有
任用，李方训继任校长”。3 月学习结束返校，他以在位时日过长，年事已高，精
力不敷，不宜担任领导职务，向校董会提出辞呈，3 月 3 日被批准。1951 年 8 月
教育部批准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合并，1952 年院系调整，分专业与南
京其他院校合并成立新校，新组成的南京大学设在金陵校园内，金陵大学的名字
不复存在。
辞职后的陈裕光移居上海。1951 年 5 月被安排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图书
仪器清理处主任，次年 4 月任上海私营工商贸易部化学顾问，其后任上海轻工业
研究所化学顾问，直到 1972 年。陈裕光原本化学出身，早年一直从事化学教学，
1932 年 8 月与化学界同仁创建了中国化学会，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后又婵联三
届，此时似有回归学术的喜悦。54－55 年研究胶木印板（胶版）代替铜版获得成
功，结束了铜版印刷的历史，获得了政府奖励。1982 年中国化学会成立 50 周年庆
祝会上，向他颁发了荣誉奖章。
陈裕光虽然离开了金陵，但仍心系金陵，1982 年 6 月，他只身赴美，两个月
中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会见了 300 多位校友，在曾任金
陵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的芳卫廉先生的陪同下，向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
会负责人，提出资助中国办教育的愿望。1987 年出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顾问，
1988 年 5 月主持召开了纪念金陵大学建校
百年大会，700 多海内外金陵校友及有关领
导参加了大会。1986 年政府退还了陈裕光
南京市汉口路 71 号院的私宅。11 月 16 日
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与丈夫薛君度来拜访
老校长时，他向二人表示，身后要将私房献出
供培养金陵人才使用。他辞世后，5 月其子女谨遵遗嘱，将楼房变资 500 万元，捐
给了“金陵研究院” 。
参见：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张宪文：
金陵大学史;张守涛：陈裕光：教会大学首位华人校长; 谢振声：著名教育家、化学家陈裕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