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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医学校分布的调控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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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民国时期医学教育分布不均的现象十分突出袁为了改变这一现象袁民国政府一方面提出

了大学区制改革袁虽然大学区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调整医学教育分布袁但其客观上起到了
调控的效果曰另一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捐资兴学的措施袁以期对医学校的分布起到调控作用遥 但
由于种种原因袁医学校分布的调控并不成功袁分布不均现象仍然存在遥 分析这一调控过程对当前的
医学教育分布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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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医学教育进入中国以来袁医学校的开办

员都提出袁 中国高等教育应该按照法国的模式建立

一向是以自由发展为主的遥 最初是传教士办的简单

大学区制冶咱猿暂遥 早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袁于民国三年五

的医学堂袁大部分都在交通便利尧经济发达的城市曰
其后我国开始自办医学校袁不论是国立尧省立还是私
立的袁基本的分布仍集中在这些地区袁难免造成了我
国医学校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袁并进一步造成百姓医
疗资源上的不平衡遥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曾
对当时中国的教会及非教会医科学校作过统计袁到
员怨圆员 年止袁全国共有各类医科学校 圆苑 所袁按省别来

月就制定了叶教育纲要曳袁拟分全国为 源 个大学区域遥
袁世凯死后袁 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又提出在全国
建立 远 个大学区的计划遥民国五年袁时任教育总长的

范源濂又提出在全国建立 苑 个大学区的计划遥野但因
政局常常变动袁掌管人员不能久于其位袁所以只有计
划而未曾施行咱源暂遥 冶

员怨圆苑 年 源 月 圆苑 日袁 蔡元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

划分袁江苏 缘 所袁北京 源 所袁广东 源 所袁浙江 猿 所袁东

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袁 随即与李石曾等提议组织中

南尧香港各 员 所 咱员暂遥 从以上的统计来看医学校的分布

月 苑 日袁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蔡元培变更教育

北 圆 所袁山东 圆 所袁四川 圆 所袁直隶尧天津尧福建尧湖

华民国大学院为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遥 员怨圆苑 年 远

显得非常集中袁仅江苏尧北京尧广东尧浙江 源 省的医学

行政制度的呈文袁国民政府议核施行大学区制遥同月

校数已占全国医学总数的 缘怨豫遥 过分集中在同一地

圆愿 日袁议定先在江苏尧浙江两省试办遥 苑 月 员圆 日袁国

严重等问题遥 据统计袁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专

办遥于是袁大学区制遂在全国铺开遥此后袁各省区废止

职教师仅为 苑 人袁而兼职则高达 圆猿 人 咱圆暂遥 这样的状

原来的教育厅袁 以国立大学作为大学区的行政办公

区的学校存在着重复设系袁经费分散袁教师兼课现象

况急待改变遥

一尧 大学区制改革对医校分布的调控

民政府根据政治会议的决议袁 令教育行政委员会遵

机关遥 浙江省捷足先登袁于 员怨圆苑 年 愿 月 员 日召开省
务会议袁议决组织第三中山大学袁接收浙江教育厅职
权袁遂告浙江大学区成立遥

除了医学校袁其他各高校的分布也同样存在着

所谓大学区制袁据叶大学区组织条例曳的规定袁即

地域不均衡的问题袁针对这一问题袁早在北洋政府时

全国依各地的教育经济及交通状况定为若干大学

期袁就试图通过一定的措施来解决遥 野为了解决中国

区袁每大学区设大学一所袁设校长一人袁总理大学区

高等教育这种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状况袁许多政府官

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项遥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教育科学野十二五冶规划课题渊阅 辕 圆园员员 辕 园员 辕 园怨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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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倡导大学院制袁其动机在于使野教育官僚

或学院立案袁如震旦大学渊理尧工尧医尧法冤尧华西协会

化冶转变为野教育学术化冶遥 希望将野教育独立冶尧野学术

大学渊理尧医尧文冤尧齐鲁大学渊理尧医尧文冤尧中法大学上

自由尧兼容并包冶思想推广到全国的教育和文化领域

海药学专修科尧湘雅医学院尧焦作工学院尧山西川至

之中遥 但在具体实践中袁一方面要促进各领域的学术

医学院等 咱愿暂遥

研究袁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如何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
地区分布日益不平衡问题咱缘暂遥 做为高等教育组成之一
的医学高等教育袁其分布的调整自然也在其中遥

二尧 捐资兴学对医校分布的调控
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大学区制改革来调控其分
布袁另一方面又通过鼓励兴办私立大学袁以达到使高
等教育均衡分布的目的遥 在捐资兴学方面袁政府采

三尧 调控的失败
虽然政府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袁 但调控似乎并没
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遥 到 员怨猿缘 年止袁全国的医学校共

猿猿 所袁比 员怨圆员 年增加了 远 所遥 但从分布来看袁其中

位于江苏的就有 愿 所之多袁 比 员怨圆员 年时增加了 猿
所曰几乎新增的医学校中有一半都在江苏遥其他如河
北有 源 所袁浙江有 圆 所袁广东 猿 所 咱怨暂遥 一些地域如安
徽尧广西尧贵州以及西北各省袁仍未有医学院校遥

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遥
员怨圆怨 年袁国民政府公布叶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曳袁

条例规定院野凡捐资者袁无论用个人名义或私人团体

名义袁一律按照其捐资多寡袁依规定分别授予各等褒
奖遥 冶据统计袁自 员怨圆怨 年条例公布到 员怨猿愿 年袁捐资

兴学的人 数达 到 远猿远 人 袁 捐 资总 数达 猿圆 猿员苑 苑猿缘
元袁 其中兴办专科以上学校捐资 圆源 源怨园 怨园园 元袁存

作贫寒学生补助金 怨 怨园园 元袁捐作助学基金 源缘员 园怨园
元袁捐作奖学基金 圆圆 源圆园 元 遥 政府通过颁布褒奖条
咱远暂

例为私立大学获得社会捐助提供了政策支持袁 对解

决当时私立大学的经费短缺问题不无裨益遥 同时也
为高等教育在全国的普遍发展打下了政策的基础遥
员怨猿猿 年袁教育部要求各私立大学设立新学院时

而学生毕业后服务的地区袁 也集中于一些发达
城市遥到 员怨猿远 年为止袁据统计咱员园暂袁其服务于各市者以
上海为最多袁共 源源怨 人袁占全数百分之 员园援缘远豫曰北平

次之袁共 圆怨园 人袁占全数 远援愿圆豫曰南京又次之袁共 圆远怨

人 袁占 全 数 远援猿源豫 曰天 津 尧青 岛 为 最 少 袁各 有 远苑尧圆苑
人袁各占全数 员援缘苑豫尧园援远源豫遥 其服务于各省者袁以广
东为最多袁共 源圆员 人袁占全数 怨援怨员豫曰江苏省次之袁共
猿园园 人袁占全数 苑援园远豫曰浙江省又次之袁共 圆愿园 人袁占

全数 远援缘愿豫曰以宁夏尧新疆尧青海尧贵州等省为最少袁
各有 员 人袁占全数 园援员员豫遥

究其调控失败的原因袁 主要在于大学区制改革

本身的不成功以及医学校自身特点的影响遥

要以实科学院为限遥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叶私立大

大学区制改革本身的出发点虽然美好袁 但在当

学规程曳中明确规定野私立学校及其财产不得收归国

时却面临着很多的困难遥一是各方面的不支持遥员怨圆愿

有冶袁只有学校停办袁校董会失去存在时袁主管教育机

年 圆 月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时袁便有人提出设立教

关才有权处置财产遥 这一规定使私立大学的产权有
了法律保障遥 使各地办学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遥

育部遥 野中执委冶经亨颐等反驳蔡元培设大学院的旨
趣说院野国民政府所以舍教育部之名改为大学院袁据
公报蔡院长发刊词所称袁 仅仅因教育名词与腐败官

员怨猿源 年袁国民政府教育部专门制定了叶私立专

僚为密切之联想遥 如此原因袁大可不必遥 其他各部岂

科以上学校补助费分配办法大纲曳袁对私立专科以上

可任其腐败钥应一律改为大什么院钥但腐败不腐败在

学校的补助费总额尧分配办法尧申请程序作了规定遥

人袁而不在机关之名遥冶咱员员暂请即废止大学院遥二是经费

之后袁又相继出台了叶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支给

问题的影响遥 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上袁大学占用太多袁

办法曳和叶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费支给细则曳两项

也每每引起吵闹遥以江苏而言袁野在改革以前袁高等教

实施细则袁有效地保证了政府资助法令的贯彻落实遥

育部分占全额百分之三十袁 普通教育经费占百分之

其中规定私立大学发展实科教育可以享受政府补助

五十四遥改革以后袁大学当局声言以原有经费办原有

的经费袁医学做为实科之一自然也在政府的鼓励之

事业遥冶但实际上袁野大学经费实已超过普通教育经费

列遥 员怨猿源 年春袁政府拨款 苑圆 万元补助私立学校袁其

总额冶袁惹得中央大学区中等学校联合会大骂野大学

中规定的补助标准为院注重实科袁其费额不得少于

当局不谙世界教育之趋势袁甘心违背平民化之原则袁

苑园豫遥 在对私立学校的补助中袁主要侧重充实私立学

造化贵族氏之教育遥冶咱员圆暂当然还有其与社会大背景的

设备袁猿园豫用来添设特种科目的教席咱苑暂遥

一介书生袁畏涉政事噎噎冶为名递交了一纸辞呈袁辞

校的教学设备袁各校应将所得经费的 苑园豫用来扩充

不协调等遥 最终袁员怨圆愿 年 愿 月 员苑 日袁蔡元培以野元培

教育部还准予一些以办理实科为主的私立大学

去本兼各职遥 员园 月 猿 日袁辞职获准袁任命蒋梦麟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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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长遥 同月 圆猿 日袁政府明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遥

相应水平和条件的医院作为后盾袁 医学教育也很难

这样袁轰轰烈烈的大学区制改革就宣告失败了遥 从

达到应有的效果及提高其水平遥 另外医学生毕业后

开始到结束袁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袁自然无法完

必然要进入医院袁 如果基层医院的发展不足以留住

成原先预想的目标与理想遥

人才袁学生仍会蜂拥挤向大城市的大医院袁会进一步

从医学校的特点上来看袁一是投入成本相对于

加重地区间及城乡间的不均衡遥 三是鼓励多种形式

其他实科学院要多遥 二是医学校的建立必须要有附

办学尧办医遥民国时期政府及教育部门为弥补教育经

属医院的设置遥 由于这两个特点袁即便有政府的资

费的不足袁多次颁发叶捐资兴学褒奖条倒曳袁鼓励私人

助袁私人办医学校的想法还是受到了抑制遥 各省尧市

及社会团体捐资兴学袁 这为当时教育的发展注入了

想要开办医学院校袁考虑到需要同时开办附属医院袁

一丝活力遥 但由于医学教育的成本较其他为高袁社

也不得不慎之又慎遥 再加上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袁

会尧私人办学的意愿不高遥因此这就更需要国家以各

卫生条件相对落后袁医疗资源匮乏袁学生毕业后也很

种方式加大激励的力度遥 毕竟仅仅靠国家有限的医

难在本地独立行医袁最后还是流向了一些经济发达

学教育投入不可能完全解决目前的医疗分布不平衡

地区遥 因此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袁进一步加重了医

的局面袁 因此更迫切地需要运用好社会各方面的力

学校在地域上的非均衡分布遥

量遥 惟有如此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才能在将来得到

四尧对现代医学教育的启示
虽然民国时期的医学教育地区布局上的调控并
不成功袁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作的努力还是值得
肯定的遥 总体看来袁民国时期的医学教育出现了一

更大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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