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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四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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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抗战期间袁各种疾病的流行给根据地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破坏遥 新四军积极支持地方医

疗卫生工作袁为群众施诊施药袁建立地方医疗机构袁推行卫生防疫运动袁动员民间中西医袁培养群众
卫生习惯袁培训地方医疗人员遥 这些措施的推行袁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疾病痛苦袁掩护了伤病员袁解
决了地方工作人员的医疗问题袁密切了军民关系袁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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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指新四军创建的苏北尧苏中尧
苏南尧淮北尧淮南尧皖江尧浙东尧鄂豫边区等 愿 个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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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遥
抗战期间袁新四军吸收了大量优秀的医务人才袁

地的总称遥 关于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研究袁近年

建立了医院袁开展医疗卫生工作袁并且积极支持根据

来的成果主要有院王元周叶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疫病流

地群众的医疗卫生事业遥 叶挺军长邀请了东京帝国

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曳渊叶抗日战争研究曳

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沈其震担任军医处长袁 沈其震

圆园园怨 年第 员 期冤分析了抗日根据地疫病流行状况及

还到国统区和上海等地与各方联系袁 动员高级医务

其原因袁介绍了大规模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开展袁总

人才到新四军工作遥 如恽子强教授尧阮学柯药剂师袁

结了群众医药卫生工作的经验曰黄爱军叶新四军医疗

以及江上峰博士尧沈霁春教授尧邢其毅教授袁辽宁医

卫生工作研究曳渊叶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曳圆园园远 年

学院的宫乃泉尧王聿先尧齐仲桓尧吴之理等袁他们都在

第 源 期冤论述了新四军招募人才袁建立医疗卫生工作

党统一战线的感召下袁来新四军工作遥 国际友人尧奥

机构的方法袁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海

地利著名泌尿科和妇产科专家罗生特也来到苏北盐

外侨胞对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贡献曰华伟叶野保盟冶

城军部遥 可以说袁新四军的医疗机构中人才济济遥 新

对抗战敌后战场医疗工作的贡献曳渊叶军事历史研究曳

四军还建立了各级医院袁军部在云岭的南堡村尧小河

圆园园怨 年第 源 期冤论述了保卫中国同盟广泛争取国际

口建立了医院遥 除此以外袁 还有江南指挥部后方医

社会的援助袁筹集医疗物资及经费袁把医疗物资送到

院尧江南指挥部前方医院尧江抗医院尧挺进纵队医院尧

八路军尧新四军手中袁创建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

苏北指挥部医院等遥 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和医院不仅

医疗救济体系遥 以往对根据地医疗卫生工作的研究

为部队提供了健康保障袁 而且还积极支持根据地群

主要侧重于军队的研究袁而且论述华北抗日根据地

众的卫生事业遥

的较多袁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医疗卫生事业的研
究尚未有专门文章论及遥 群众的医疗卫生事业是根

一尧 支持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必要性

据地建设的内容之一袁开展对该问题的研究袁可以总

渊一冤疾病流行破坏根据地的人力物力

结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袁对于新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所在的江淮流域袁是

时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的

一个疾病多发的地带袁 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水网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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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区袁部队疟疾发病率很高遥 群众医疗条件的缺

医疗卫生事业的开展离不开群众的支持遥 如伤病员

乏尧自然灾害的影响再加上敌伪的破坏袁使得各种疾

的运送尧安置都要依靠老百姓遥 崔义田在叶新四军的

病严重威胁根据地群众的健康遥 比如野员怨源缘 年春袁淮

卫生工作曳一文中指出院野在战争情况下袁伤病员是分

北抗日根据地淮泗尧淮宝两个县的边缘区灾荒严重袁

散在老百姓家中袁由医务人员分村包干袁进行巡回治

在洪泽湖西北和东部袁运河以西地区袁有 圆猿 个区约

疗袁需手术者也在居民家中进行袁有条件时则将伤员

掠袁人民生活极苦袁回归热尧脑膜炎尧雅斯病广泛流

为新四军掩护伤病员袁还帮助解决医药问题袁并提供

员园园 万人口袁经常遭到两淮渊淮阴尧淮安冤敌伪军的抢

集中于祠堂尧庙宇内进行手术遥 冶咱源暂根据地群众不仅

行袁死亡率极高遥 冶

疾病和死亡使根据地人力物

医疗场所遥 鄂豫边区的赵家棚留守处任务之一就是

力遭到严重破坏袁 也影响了抗战事业的开展遥 野如

接治护理伤病员院野在赵家棚疗伤养病的人员所需的

多人曰员怨源猿 年江都河南又流行霍乱尧伤寒及恶性疟

广大民众予以供给的遥 冶咱缘暂记者韦冷在叶江南游击区

咱员暂源园远

员怨源圆 年高邮全境及江都一村庄约 缘园园 户袁死亡 圆员园

医药及营养品等袁 都是留守处依靠当地民间医生和

疾渊曹王区西境伊伊庄 缘园 户袁死亡 源园 人冤曰宝应北境

的医药建设曳一文中回忆院野当医院感觉房子不够用袁

流行黑热病尧回归热遥 又如花柳病袁在过去韩顽统治

预备迁移的时候袁老百姓知道了立刻集议院这家出木

过的 地区袁 单单钱家沟 猿园园 户人家就有 员园园 个梅

料袁那家出泥灰遥 几天之后袁医院旁边造了几间茅草

霍乱遥 冶

毒尧淋病患者遥 安丰镇 愿园园 户人家袁就有 源缘 户流行

的房屋袁洁白的墙壁袁有着石灰铺平的地面袁似乎欢

地方病流行也使得部队的健康和战斗力

迎新的工作在它那里开始遥不仅这样袁民众还给受伤

受到影响遥 由于疾病所致的死亡袁使根据地的民力

的战士洗衣袁送菜来慰劳这些民族战士遥 冶 咱远暂地方民

咱员暂猿猿远

受到极大的消耗袁发展生产受到影响袁直接影响到根

众对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

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遥 因此袁只有积极支持根据地群

助袁新四军也关心群众的疾苦袁为之提供医疗服务遥

众的医疗卫生事业袁才能减少疾病发生袁保护根据地

所以支持地方卫生事业袁 帮助群众解决医疗问题也

的人力物力遥

是十分必要的遥

渊二冤关心群众疾苦体现了新四军人民军队的性
质
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袁其宗旨是全

二尧新四军支持根据地群众医疗
卫生事业的措施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遥 所以袁关心群众疾苦袁支持地方

渊一冤为群众施诊施药

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十分必要的遥 新四军所到之处袁

新四军各医疗单位给人民群众医伤治病袁 从皖

卫生部门和医疗单位均积极主动地为群众开展防病

南初建时就开始了遥 当时在岩寺镇成立的第一个门

治病工作遥 新四军常熟野民抗冶后方医院在药品极为

诊部袁尽管药品很少袁也给群众施诊施药遥 岩寺镇下

缺乏的情况下袁利用战斗间隙袁尽可能为贫苦农民治

街有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袁叫汪五婆袁当时她病得奄奄

病遥 莲荡浜贫农孙根乔袁腹腔生瘤袁长期发高烧袁病

一息袁叶挺军长知道此事后袁马上派一名军医上门替

情十分危险袁医院张贤为他进行了手术袁使之痊愈遥

她治疗袁烧水尧煎药尧吃药等都由军医服侍遥病后的汪

野周围不少有病而无力医治的农民袁划着小船寻找流

五婆袁身体十分虚弱袁叶挺军长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

动的后方医院求医遥 医院工作人员袁都能充分发挥

篮鸡蛋送去袁 在叶挺军长的关心和军医的精心治疗

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袁对病人热情相待袁细心诊治袁军

下袁汪五婆的病好了遥 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在叶新

民关系袁更加如鱼得水袁融洽无间遥 冶 新四军想方设

四军的优秀的伤兵医院曳 一文中指出院野所有的医院

法解决人民群众的疾苦遥 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

和救护站替军队兵士医病也替老百姓医病袁 平均每

田在叶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的卫生工作曳一文中指

所医院一天总有二百个病人袁 大多数是从很远的地

出院野全军卫生机构建立后袁 所有医务干部和医务人

方跑来求治的民众遥 冶 咱苑暂源缘怨 淮南行署的保健堂规定

咱圆暂

员袁都把保障部队指战员和根据地群众的健康作为
自己的首要任务遥 冶 关心根据地群众的疾苦袁支持
咱猿暂

野门诊尧出诊不收费袁药费比照私人药铺打 愿 折至 苑
折袁困难户可以赊欠袁抗属尧烈属优先诊病取药袁还免

地方群众的医疗卫生事业充分体现了新四军人民军

费为群众打预防针尧 普种牛痘尧 开展防病知识宣传

队的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遥

等袁保健堂服务态度好袁药品货真价实袁受到广大群

渊三冤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离不开群众支持
新四军与根据地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袁支
持地方卫生事业也是新四军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袁

众的信任和拥护遥 冶咱愿暂猿猿圆 为群众治病施药袁融洽了军
民关系袁增进了群众对新四军的感情遥新四军代军长

陈毅对老百姓的健康也非常关心袁 指示新四军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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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机关要给老百姓看病遥 朱潮在叶陈总关怀卫生工

县蔓延曰淮泗县流行回归热遥第四师卫生部立即组织

作曳一文中回忆野陈总见了袁要警卫员转告我们医疗

力量袁由直属休养所张凯副所长率领袁首先到达泗宿

组袁老百姓如果要看病袁不仅要诊断袁还要给药袁但不

县马厂等地抢救噎噎经过 员 个多月的紧张工作袁很

要收钱遥 冶咱怨暂源圆 当时农民生活十分贫穷袁农村也缺少

基本的医疗机构袁新四军对根据地医疗事业的支持袁

快扑灭了疫情袁共诊治病例 远 员猿缘 例遥 冶 咱员暂圆源源 华中抗

日根据地处在敌顽的夹击中袁战斗很频繁袁新四军及

不仅改善了群众的医疗条件袁而且改变了其卫生观

抗日民主政府不顾敌情袁积极抢救患病群众遥卫生防

念遥 为群众治病施药对于新四军获得群众支持袁开

疫运动的开展袁减少了疫病袁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健

辟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遥

康遥

渊二冤建立地方医疗机构

渊四冤动员民间中西医

由于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比较落后袁医疗卫生设

虽然根据地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不发达袁 但是还

施更是缺乏袁老百姓无处就医袁新四军十分重视地方

是有少量的民间中西医遥这些医生缺乏有效的组织袁

群众医疗机构的建设遥 新四军军部叶一九四四年卫

水平也良莠不齐遥所以有效组织地方医疗人员袁并提

生工作指示曳提出院野在可能范围内袁抽调一些干部帮

高其素质是十分必要的遥 皖江抗日根据地积极动员

助政府先在根据地的大集镇内成立治疗机关遥 如县

民间医生袁帮助其提高医疗技术遥 叶第二届皖中参议

立医院尧平民医院尧卫生实验所尧施诊所等袁可以半施

会第一次大会决议案曳 第十九案提出了强调医药研

诊不求利的办法遥 如经济条件允许袁能完全施诊施

究袁以重民命的办法院野员援 精于医道尧明于药性袁而且

药则更佳遥 冶咱员暂猿源怨

辨得病症尧懂得方书者数人渊愈多愈好冤为全县理事袁

奠定坚实的基础遥 员怨源员 年 圆 月淮南叶津浦路东各县

会袁优者予以奖励袁劣者勉其加紧学习遥 猿援 派员不时

新四军从部队抽调医务人员袁为地方医疗事业

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曳提出野厉行卫 生运
动袁设立民众治疗所袁保障人民健康遥 冶

咱愿暂员员圆

强调了建

设地方医疗卫生机构的必要性遥 第四师把散在各地
的中西医人员组织起来袁组建了淮宝县卫生合作社遥
新四军的医疗机构还为地方医疗事业提供技术上的

以测验各地医药人员遥 圆援 召开从事医药卫生者研究
到各从事医药者之家视察遥 源援 附设医药科袁以培植
医药专才遥 冶咱员员暂通过组织与技术上的指导帮助袁使得
分散在根据地的民间中西医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遥

员怨源圆 年叶豫鄂边区施政纲领曳中提出院野提倡民众体

育卫生运动袁推广卫生行政袁欢迎医务人员到边区来

指导遥第四师卫生部长齐仲桓指出院野各地卫生机关袁

发展卫生工作袁解决医药困难袁奖励中药之改善袁举

应在驻地发动群众袁组织卫生委员会袁并教育指导搞

行医生登记袁禁止巫医袁以增进抗日部队及国民之健

好环境卫生袁预防传染病遥 各地已有办卫生合作事

康遥冶咱员圆暂动员民间中西医袁并加强组织管理袁改变了原

业之动议袁应就近予以技术上指导与援助遥 冶咱员暂猿苑源 这

先巫医鱼龙混杂的局面袁增进了群众的健康袁并且有

师在淮宝尧淮泗县等地先后成立医药同仁抗日协会袁

基本的医疗需求遥

就保证了地方医疗事业需要的技术遥 野新四军第四
为建立乡镇医疗结构准备了人才遥 冶 咱员园暂圆圆员 地方医疗
机构的建立袁使根据地群众有了基本的医疗设施袁也
为地方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遥

效解决了根据地医务人员缺乏的问题袁 满足了群众
渊五冤改革陋习袁培养群众卫生习惯
根据地疾病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老百姓某些
传统陋习是有关系的袁由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袁旧社

渊三冤推行卫生防疫运动袁消灭流行病

会各种迷信思想的盛行袁 老百姓缺乏良好的卫生习

为了减少疾病的发生袁新四军在根据地推行卫

惯袁这些因素不利于疾病防治遥

生防疫运动袁消灭流行病遥 新四军的医护人员积极

新四军不仅要求军队积极动员群众讲卫生尧防

为老百姓接种疫苗遥 据军部军医处在皖南时期不完

疾病袁还注重改革群众陋习袁培养卫生习惯袁以丰富

全统计院野员怨猿愿 年为驻地民众接种牛痘 怨缘园 人袁预防

多彩的形式进行卫生方面的教育遥野动员群众自觉起

接种牛痘 员缘 源员远 人袁 预防注射伤寒霍乱菌苗 源 园源猿

卫生标语袁出卫生墙报袁上卫生课袁举办卫生展览等遥

射伤寒霍乱菌苗 员员 猿猿园 人次遥 冶

后在云岭尧王村尧仲村等部队驻地袁举办多次卫生展

注射伤寒霍乱菌苗 员 愿愿远 人次曰员怨猿怨 年为驻地民众

来与迷信尧不卫生习惯作斗争遥 如进行卫生演讲袁写

人次曰员怨源园 年为军民共接种牛痘 愿 员缘源 人袁 预防注

员怨猿愿 年袁军部驻皖南泾县云岭时遥 军医处保健科先

效预防了疾病的发生遥 新四军在根据地群众中的卫

览袁以农村常见病尧多发病为内容袁以漫画尧图片尧统

生防疫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袁如野员怨源缘 年春袁淮北

计表和显微镜下实物镜头等形式袁 配以通俗的讲解

根据地泗宿县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袁并向周围各

词袁内容丰富袁通俗易懂袁参观者十分踊跃袁收到了很

咱员暂圆源猿

疫苗的注射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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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效果遥 冶咱员暂圆源圆 华中医学校的学员胡介堂回忆袁在课

的伤病员能够得到很好地掩护与照顾遥 新四军经常

余时间他们常向老乡宣传简单的卫生常识袁如不喝

把救护所设在群众家中袁方便伤员的护理袁还动员老

生水袁不吃腐败的食物袁拔除房前屋后的杂草袁搞好

百姓转送伤员遥 野崔义田同志带领伤员转移到郎溪尧

环境卫生等遥 第四师卫生部长齐仲桓在叶新四军第
四师一年来的卫生工作总结曳中指出院野抗大尧三分
区尧师卫尧泗南休养所袁均能动员老百姓搞卫生袁因
而各驻地群众也减少疾病之发生遥 冶

咱员猿暂

注重环境卫

广德的山里时袁就是靠茅山人民用担架尧船只袁水陆

兼进袁齐心合力袁才把伤员全部运走的遥 冶咱怨暂源圆 浙东抗
日根据地的连柏生在 叶回忆浦东游击队曳 一文中回
忆院野我们有个文化教员袁因病住在群众家里袁有一个

生有效地减少了疾病的暴发袁保证了根据地群众的

伪军认出了他袁就要把他带走遥但这家房东坚决否认

健康遥

他是文化教员袁说是他的女婿遥冶咱员缘暂罗平在叶淮南津浦

渊六冤培训地方医疗人员

路西地区政权建设点滴曳一文中指出袁淮南抗日根据

发展地方卫生事业需要大 量的人才袁 新 四军

地 野军政尧军民关系非常融洽遥 每乡都组织若干担架

野积极帮助地方的卫生建设遥 包括培训医护人才袁管

队尧运输队尧自卫队和民兵队袁平时进行训练袁战时为

好民间游医袁打击江湖骗子和假医假药遥 同时为群

前线服务遥担架队每甲一般一至两副袁出发时由民兵

众防病治病袁 扑灭流行疾病袁 保障人民生命和健

渊员愿耀猿缘 岁冤保护袁区尧乡干部带队袁随军到前线将伤

康遥 冶

咱员源暂缘愿缘

新四军的各种医疗培训机构袁医学院尧卫

生学校积极协助地方培养卫生人员遥 野为了培训部

员及时抬到包扎所袁再转运到医院治疗遥 冶咱愿暂猿猿圆

新四军在根据地组建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袁地

队和地方急需的卫生工作干部袁军部军医处先后举

方医疗事业的开展袁 使地方系统工作人员的医疗问

办了 远 期医护人员培训班袁每期培训 猿 至 愿 个月袁采

题也得到了解决遥皖南事变以后袁突围到江北的人员

干部遥 冶

取讲课和临床实习相结合袁共培训了近 猿园园 名卫生

中袁有不少伤病员遥七师政委曾希圣听说无为东乡三

医护培训班的开办袁为根据地群众的

宫殿有个私人医院院长何正宏袁思想比较进步袁便把

医疗事业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员遥 在淮南根据地院

他请来袁予以重用遥何正宏听说是为皖南事变突围的

野为培养地方医药卫生人才袁 行署 于 员怨源源 年 远 月

将士治疗袁不仅自己到三宫殿袁而且将医院里的设备

在盱眙县的张洪营开办了淮南新医进修班袁 由方

和药品袁全部捐献给了新四军遥 何正宏精于外科袁经

毅兼班主任袁新四军二师卫生部长宫乃泉袁林震任

他手治愈的重伤员袁就有数十人袁治愈了李步新的枪

副主任遥 冶

伤和梁金华腰部的枪弹穿孔遥 地方医疗机构的建立

咱员源暂缘愿猿

咱愿暂猿猿圆原猿猿猿

地方医疗人员的培训为根据地医疗

事业的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遥

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袁不仅方便了群众袁也使得地方军
政干部能在当地就医遥

三尧 支持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意义

渊三冤密切了军民关系袁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

渊一冤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疾病痛苦

医疗卫生工作也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遥 为老

新四军对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袁有效地

百姓看病施药袁为地方防疫袁提高了新四军的威信袁

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疾病痛苦袁使更多的群众能够

增进了群众与新四军的感情袁 树立了人民军队的良

就医遥 野在每年安排部队预防接种时袁为群众接种袁

好形象遥使群众工作的开展更为有利袁扩大了新四军

特别是接种牛痘比较普遍袁使各地极少发生天花病

的影响遥 陈毅认为野医务人员做群众工作袁有许多有

人遥 冶

野淮南根据地路东各县袁在第二师卫生部派

利条件袁给群众看病袁群众是欢迎的遥 冶 咱怨暂猿 医疗工作

个遥 还在天长尧藕塘办起了人民医院和普济医院遥 到

扎根群众遥新四军为群众医治疾病袁得到了群众的真

抗日战争胜利时袁据铜城镇等 员园 个保健堂统计袁两

心拥护遥

圆园 缘远员 人袁预防注射霍乱伤寒菌苗 愿 远猿愿 人次遥冶

说院耶政府关怀我们袁连生病的事情都顾到了遥 爷中上

咱员园暂圆圆圆

人帮助下普遍成立了保健堂袁 其中较大些的有 圆远

年多来为群众诊治疾病 远 园员缘 人次袁 免费接种牛痘

咱员暂圆源怨

这些医疗机构的开办以及对疾病的预防措施袁大大
减少了根据地群众疾病的发生袁减轻了群众的疾病
痛苦遥
渊二冤掩护了伤病员袁解决了地方行政人员的医
疗问题
地方医疗机构的建立和群众的支持袁使新四军

的开展有效配合了新四军的群众工作袁 使新四军能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袁野许多地方的下层群众都
层亦表示赞成遥 在六区的一个地主袁慷慨地捐稻 员园

担资助医会遥 有些老先生说院耶真是功德无量遥 爷冶咱员暂猿猿苑
美国记者杰克窑贝尔登在叶新型的人民军队曳一文中
指出院野当我在总部的时候袁 门诊部每天平均要诊视
一百五十个病人遥 他们全不取费袁即使他们收费袁病
人也付不出钱遥军队既然要求得民众的帮助袁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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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顾他们遥 这区域里除开军区医院之外袁没有半
个医生遥 有许多农民在新四军到来之前袁就从没看
过病服过药遥 因此袁他们非常感激新四军遥 冶

咱苑暂源猿愿

新四

军对群众医疗卫生事业的支持袁树立了人民军队的
良好形象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袁巩固了根据地政权袁
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准备了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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