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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稻遺傳育種研究的先驅——趙連芳 
馮永康1 

（科學史研究者） 

 

趙連芳院士是位以報效祖國為己任的遺傳育種學家，有著跌宕傳奇的一生。他抗戰

勝利後奉派來台工作，以迄於終。他畢生致力於水稻遺傳育種的研究與水稻品種的改良

和推廣，為發展中國的現代農業嘔心瀝血、艱辛勞作，值得後輩景仰與緬懷。 

 

 

啟蒙習武，熱血清華 

趙連芳，字蘭屏。1894 年 4 月 2 日出生在河南省羅山縣張躍區趙家崗一個世代書香、

半耕半讀的農家。自幼受家風影響，6 歲時便在家中私塾勤讀古書、作論說文，初步奠

定了國文基礎。1907 年，他以第 7 名的成績考入河南省羅山縣高等小學（廢除科舉後地

方政府剛剛開辦的新學），並以憂國憂民的思想，加入了當地的同盟會組織。3 年的勤奮

好學、廣攬博聞，使他益知國步之艱難。在學校的每次考試中，他都必名列 100 餘同學

中的前 3 名。與此同時，他牢記先祖「琴書傳萬代，田地種桑麻，隨時耕且讀，勤儉樂

無涯」之家訓，學習農事，養成了勤勞習慣。 

1911 年武昌起義爆發後，趙連芳投筆從戎。他與同學陳立三、陳展鵬、羅勤修（皆

同盟會會員）等連夜兼程，徒步 500 里奔赴武昌，參加國民革命軍江西援鄂軍敢死隊。

翌年，他被選入江西陸軍講武堂擢升將校班，晉升連長。 

1913 年，趙連芳從江西陸軍講武堂畢業，被授少校軍銜。在參加二次革命討袁運動

中的江西湖口一次戰鬥失敗後，他通過回憶近年歷倍艱辛的情景思維再四，對今後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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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決志如下：（1）偃武修文，重新讀書；（2）學習英文，研習科學；（3）農業立國，赴

美留學。由此，奠定了他畢生奮鬥之根基。是年，他便棄武從文，進入武昌私立英算專

科學校就讀，以修習英文為主科。翌年，考入英人創辦的武昌博文書院，為爾後赴國外

留學，研習農科，報效祖國，繼續苦讀。 

1917 年， 趙連芳攜帶武昌博文書院畢業證書北上，報考北京大學，主考官視其文

憑次等不准報考。他便用英文書寫達 9 頁篇幅的長函，上書蔡元培校長。校長接函後親

筆作書，稱道趙連芳的思想文筆難能可貴，特准報考。經考試後發榜，他被錄入北京大

學英文系。後因陳獨秀不允其改入理科，趙連芳遂再次投考清華學堂理科，以實現先前

決定的志向。 

1918 年，趙連芳考入清華學堂理科正科二年插班。清華園優雅的環境、寬敞的校舍，

德、智、體並重的教育方針，以及嚴格的教學與考試管理，不僅使學子有舒適豁達之感，

也促使學子刻苦攻讀、不敢懈怠。 

翌年，五四運動爆發，趙連芳因學業成績優秀且曾受過軍事訓練，被推選為擔任清

華學校請願團的副團長，率領清華義勇軍團隊連夜操練，舉旗揮刀，打鼓吹號，進城遊

行，抵制日貨，圍攻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官邸，反對北洋軍閥的腐敗無能。 

在清華園，趙連芳還發起組織了「新農社」，領導有志赴美專攻農學的同學，利用

下午運動和週末的時間，前往西郊荒地進行開墾、養殖等農事訓練。 

新農社的成立，也引發了比趙連芳低兩班的李先聞等人的學農志趣。他們二人在近

50 年的赴美留學、高校執教和農業界的多次共事中，合作無間、情誼深厚。李先聞後來

因在粟類、麥類等農作物的遺傳育種研究中成績卓著，1948 年被評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

屆院士。 

 

負笈美國，學有所成 

1922 年，趙連芳因參加五四運動被延遲一年畢業。作為清華學堂大學部首屆優秀畢

業生，他被選送到美國愛荷華州立農工學院攻讀作物學和土壤學。 

在愛荷華州立農工學院，趙連芳埋頭自修，不事嬉遊，於 1923 年以「美國農業教

育試驗與推廣配合論」的論文獲得學士學位。爾後他幾經考慮、比較選擇，為多作學理

研究，在徵得威斯康辛大學許可和該校遺傳學系主任柯爾（L.Cole）以及教授勃林克

（R.A.Brink）指導後，進入該校研究生院主攻遺傳育種與農藝學，並確立水稻遺傳育種

的專業研究方向。 

1924 年，趙連芳獲得威斯康辛大學免交論文的碩士學位。該校系主任稱讚他是當時

中國留學生中唯一一位只讀一年即獲得碩士學位者，並鼓勵他繼續留在威斯康辛大學，

深入水稻細胞遺傳學的研究。 

在威斯康辛大學，趙連芳除了完成規定的必修課程，更多的時間與經歷都專注於細

胞遺傳的研究。在短短的兩年時間內，他夙興夜寐、艱苦備嘗的埋頭苦幹，借用學校的

溫室環境，初步完成了水稻品種 4269（糯性）×4957（非糯性）等系列的雜交實驗，重

點對糯性與稃尖色、長護穎與小穗外形、紫稃尖與紫葉鞘等性狀，進行了連鎖遺傳的研

究，並確定了 3 個連鎖群。在這期間，他還擠出有限的時間，專程前往美國南部的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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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安納州稻作試驗場作參觀與實習。 

1926 年，趙連芳以〈水稻連鎖遺傳之研究〉的論文，在由院長、系主任、組主任和

細胞遺傳學首席教授等 7 人組織的博士考試委員會面試中，從容應對，順利獲得威斯康

辛大學博士學位。 

之後，趙連芳在主任教授的建議與要求下，及時將〈水稻連鎖遺傳之研究〉的論文摘

要和研究成果進行整理， 改寫成〈「水稻糯性遺傳基因對於孟德爾遺傳定律影響之研究〉、 

〈水稻連鎖遺傳研究〉和〈水稻的細胞學研究〉等 3 篇論文， 其中前兩篇由學校審查簽章

後，送交美國 Genetics 雜誌，併發布在該刊於 1928 年 5 月號上。這是中國學者在水稻遺傳

育種學上領先於世界的早期研究成果。  

是年夏天， 趙連芳前往美國東部的康乃爾大學，就當時剛剛興起的細胞染色體與

性狀遺傳關係的研究方向，繼續深入學習並進行實驗觀察。在康乃爾大學，他不僅得到

細胞學教授蕭勃（P.Sharp）的直接指導；同時，他也在康乃爾大學的育種系參加學術交

流與問題研討，以多得經驗。借此機會，他還訪問了美國各州立大學農學院、農業試驗

場和推廣機構， 以期對美國農業科技教育有更加全面的瞭解。 

 

輾轉高校，研究水稻 

1927 年，趙連芳在對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德國和俄羅斯等國

的農林及生物學研究機構，做短暫時間的考察後回國。 

回國後，他首先接到河南省政府委令，調查輝縣百泉農事試驗場。繼而得到金陵大

學農科主任過探先之邀聘，為該校大一學生講授農藝學。同年底，他應鄒秉文邀請，前往廣

西農務局擔任農藝部主任兼技師，主持廣西稻作改良，開創了廣西的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工作。 

1928 年，趙連芳應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王善佺邀請，受聘為教授，講授育種學與稻作

學。翌年，他兼任中央大學農藝系主任，開始發展昆山稻作試驗場。 

1931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他曾應河南大學之聘請，前往設在開封的河大農學院，

做過短暫時間的作物遺傳育種學教學。 

1932 年，趙連芳再次回到中央大學農學院執教，同時被聘為國防設計委員會農業經濟

專門委員兼農村復興委員會專門委員。他在中央大學發表〈水稻育種之理論與實施〉之論文，

被刊載於中華農學會主編的《中華農學會報作物育種專號》上。 

在中央大學農學院任教的 6 年中， 趙連芳試圖以美國著名大學的蓬勃氣象、孜孜兀

兀於研究發展之精神毅力，來改善當時的教風與學風。他一面教授以遺傳學為基礎的作

物育種學， 還承擔稻作學、細胞學以及生物統計學等課程。他的教學，嚴謹務實，注重

發展。他對每節課都認真編發演講綱要，然後用中文和英文逐條講解，講課條理分明，

口若懸河，聲若洪鐘，力求使每個學生都能儘快適應， 徹底領悟。下課前，他往往留

下數分鐘以待學生發問，並給學生指定重要的參考書閱讀。他特別注重學生學習過程的

發展變化，不管是每兩週的小考和月考， 都著重觀察和考查學生是否用心聽講，是否

不斷進取，來評判學生是否考試及格。他不僅重點講述作物遺傳育種的原理，各種主要

作物之改良方法，田間試驗之技術等，還注重指導學生的生產實習，其內容包括各種作

物的試驗設計、繪圖、田間記載等，以便使學生能坐而言、起而行。他不僅身先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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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則，親自進行指導，也嚴格規定學生不分男女都必須深入田間實習，以培養敬業

樂群之精神。 

為了謀求農作物遺傳育種事業的發展，趙連芳還不斷擴大試驗研究工作的空間。實

習場地不僅限於校內農場，也有南京郊區勸業農場（小麥為主）、江寧縣江浦農場（棉

花為主），特別是昆山稻作試驗農場，占地 260 餘畝，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水稻遺傳育種

試驗場。 

以中央大學農學院及其昆山稻作試驗場為基地，被譽為「水稻專家」的趙連芳帶領

他的助手湯文通、葉常豐及其弟子們，開展了當時全國規模最大、設備最佳的稻作試驗。

他們積極進行各項有關水稻育種的田間技術研究， 使教學、科研和生產實踐相結合。 

在水稻遺傳育種中，趙連芳重視兩項基本研究：（1）從水稻生理著手， 探究日照、

溫度等環境因素的影響。（2）進行水稻不同品種的遺傳因數雜交試驗， 檢查後代不孕

性，分析各類遠親遺傳的親疏關係。他將生理、遺傳、雜交育種同時配合進行，以達到

品種改良之目的。他將研究結果撰寫成〈水稻育種之若干基本試驗〉之論文。該論文今

日仍然是我國稻作育種方法的經典引證之大作。 

此外，他還在水稻的天然雜交率、親本選配、雜交去雄技術、雜交結實率、雜種後

代的處理等多個方面，都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美國著名遺傳育種學家海斯（H.K.Hayes）在《作物育種學》（《Breeding Crop Plants》）

一書中， 曾記述了趙連芳在中央大學農學院提出的一種優於以前任何方法的去雄技術：「去

雄應在早晨日出之前或傍晚時進行， 才能避免在陽光下去雄而散發花粉。」這一水稻雜交

育種的去雄方法， 一直沿用至今。  

同時，趙連芳等注重將經過試驗研究較優良之品系，陸續分送到各地農業院校進一

步作試驗，在江蘇及鄰近各省建立良種區試體系。由此，昆山稻作試驗場逐步形成了長

江流域各省的稻作改良中心。 

通過幾年的辛勤勞作，趙連芳的研究團隊先後育成了「中大帽子頭」和「中大 258」

等中國現代第一批水稻優良品種；同時還指導江西、湖南稻作人員，分別育成「南特號」、

「勝利秈」等品種， 並進行大面積的示範推廣， 開創了我國改良稻種大規模的推廣工

作。 

 

執掌川農，服務抗戰 

1934 年以後， 趙連芳轉入國家農業行政和科研機構， 擔任全國經濟委員會農業處處

長。為發展糧食生產，在中央農業實驗所農藝系的水稻和小麥兩部分的育種研究工作基礎

上，建立了全國稻麥改進所， 他自己兼任稻作組主任和全國稻米檢驗處處長。 

這期間，他主持了水稻生理、遺傳、雜交育種等三方面的研究，還創辦了皖、贛、

湘等省的稻米檢驗所，促進稻米品質的提高，以利於產銷體制的建立。他先後收集了 10

多個野生稻種，3000 多個品種，豐富了中國水稻的品種資源；並通過大規模稻種的比較

實驗，確定了良種的適應範圍， 對中國稻作區域的劃分， 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由此，

當時我國稻作學界有「南丁北趙」的美稱，南丁指丁穎。 

1937 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趙連芳隨中央農業實驗所遷到重慶，擔任技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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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兼稻作系主任，並兼任設在成都的四川工作站主任。根據抗戰建國之需要與四川當時

的實際農情，他著手制定以發展糧食增產為主的工作方針。 

當時的四川，作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為解決軍需民食的任務，四川省政府成立了

農業改進委員會，聘請趙連芳為主任委員，統籌全省農業改進事宜，並決定把農、林、

牧、漁各事業單位合併，成立了四川省農業改進所。他兼任所長， 親手制訂工作實施

的具體計畫，聚集了楊允奎、李先聞、于景讓、馮天銘、管相桓、楊守仁、蔡旭等一大

批優秀出色人才，把稻、麥等良種的培育、檢定與推廣工作，普及到了 50 多個縣區。 

短短的 4 年時間，趙連芳領導的以食糧（稻麥雜糧）作物組為主的四川省農業改進

所，以其作風幹練、日夜勤勞，對四川農業的研究與推廣，開了一個新紀元。在對四川

大後方糧棉及外銷農產品的增產，解決戰時的軍需和民用上，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

為此，他曾經得到國民政府「辦理四川農業，成績甚優」的傳令嘉獎。 

1941 年，趙連芳在回任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辭別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時，該所全體

同仁在集會歡送詞中寫道： 

本所創立，肇自蘭公，任勞任怨，有始有終。 

榮調部職，挽留無從，開會惜別，藉印泥鴻。 

1943 年，趙連芳作為我國 10 位代表之一，前往美國出席羅斯福總統發起召開的世界

糧食與農業會議。在這次會議會上，他起草了《中國農業建設備忘錄》，列舉了我國農業實

際狀況與戰後復興工作要領。會後，他隨同代表團考察了美國 21 個州的農業發展狀況，結

合會議心得撰寫成《世界糧食與農業會議與中國農業建設》一文， 對中國戰後農業建設的

途徑、資源利用與改善、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及國際農業生產與消費商情之溝通等， 進行

了明澈剖析和深刻論述。 

 

把舵台農，名揚海外 

1945 年日寇戰敗投降， 趙連芳作為農林部台灣特派員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處

長，派往台灣主持農林機構的接管和農林科技事業的恢復與發展。他以卓越的才能、豐富的經

驗和超人的精力，在清除殖民地農業的影響，加強農田基本建設，發展外銷產品等方面，為台

灣農業發展打下了一個良好基礎。 

1947 年，趙連芳擔任農林部技監兼糧食增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持全國糧食增產技術

事宜。同年，他作為中華農學會的永久會員， 在抗戰勝利後的首次年會上擔任了大會主席團

主席，並兼任論文演講組主任。在這期間， 他發表了「稻米檢定與糧食增產」的重要論文， 以

喚起國人高度重視農業的發展和水稻的增產。同時，他應邀到中央大學農學院作了「中國農業

之現在與將來」的演講，勉勵學子「時時不忘人民，刻刻記住科學」。 

1949 年起， 趙連芳擔任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兼農藝系主任，講授稻作學等課程。

他先後在台中農學院等地作「台灣水稻育種問題」的學術演講。1953 年， 台灣中華農

學會創設趙連芳獎學金。1955 年，因他對水稻遺傳育種之卓越貢獻， 接受台灣教育部

門的學術獎金。195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趙連芳的晚年，曾跨出國門，投身於國際農業技術服務。1955-1958 年，他被聯合國糧

農組織聘請為稻作專家，前往伊拉克擔任農業顧問，幫助培育當地技術人才，指導選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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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良種，推進育種試驗研究，倍受讚揚。 

1962-1964，他受聘為多明尼加共和國農業部顧問， 為當地建立稻作試驗場， 協助改

良稻種、提高水稻栽培技術，為此獲得該國大十字最高勳章。他還先後到老撾、約旦、伊

朗、埃及、土耳其、黎巴嫩等發展中國家，進行過農田實地考察，對所到國家的水稻品種

改良，對加強農業科技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增進世界人民的友誼， 做出了重要貢獻。 

1968年5月， 趙連芳在赴高雄市海港考察漁業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於台灣省立高雄醫

院，終年75歲。 

作為趙連芳生前亦師亦友的李先聞，在哀挽中寫道：「先生對研究方面的造詣是遠超過常人

的，先生對中國全盤農業的認識及計畫又非一般人所能瞭解。」 

趙連芳的一生， 為人坦率、剛直敢言、勇於負責、不辭辛勞，為中國水稻遺傳育種之

研究與水稻品種的改良和推廣， 為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作出了非常寶貴的貢獻。 

 

後記 

本文是作者依據發表在《遺傳》（北京）2009 年第 31 卷第 2 期〈趙連芳〉之文章，

在繼續研讀台灣學者張澔老師惠贈的《趙連芳博士回憶錄》之複印書稿基礎上，進行了

主標題的修訂、子標題的添加與部分內容的增補改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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