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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张爱林
渊南京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是南京医科大学最早前身。
员怨猿源 年，
国民党要员陈果夫创建了江苏省立

使学校在办学理
医政学院，
并兼任首任院长。他大力实验新医政教育制度，
创造融合中西医的新医学，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也成为民国医学教
念、
培养体系、
管理体制和民生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
育领域中独树一帜的
“医政学院”
关键词院陈果夫；
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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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袁名祖焘袁字果夫袁浙江吴兴渊今湖州冤人袁
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袁被周恩来称为野值得被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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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潮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遥
渊一冤中医与西医之争

的敌人冶遥 陈果夫与南京医科大学有着极深的渊源遥

晚清时期袁 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袁 迅速兴

员怨猿猿 年袁陈果夫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遥 第二年袁在陈

盛遥 由于中西医学理各异袁又有利益纠葛袁双方龃龉

镇江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渊今南京医科大学冤袁并

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袁代表落后袁称自己是新医袁代

果夫的主持指导下袁江苏省政府委员会决议在省会

不和袁明争暗斗袁至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前后达到顶峰遥

征收北固山麓大教场 员怨园 余亩土地作为院址袁施工

表先进袁将中西医之争视为野新旧之争冶曰而中医界则

兼任院长袁开始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办学历程遥

视为野中西之争冶遥双方论争均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遥

建设校舍遥 员怨猿源 年 怨 月 员 日袁学院正式成立遥 陈果夫

一尧陈果夫创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背景
陈果夫创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有着其特殊的时
代背景遥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初期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尧

称自己为国医袁称西医为西医或洋医袁将中西医之争
员怨圆愿 年袁中医专家陆渊雷发表叶西医界之奴隶派曳袁
指责崇尚西医的余云岫等人甘做洋人的奴隶袁 却拿
起中国汉字这个武器来消灭中国医学 咱圆暂遥 余云岫等
人也不甘示弱袁员怨圆怨 年提出了以野限制旧医登记袁禁

暗潮涌动袁却引而未发曰国内政治风波不断袁派系牵

止旧医学校尧取缔旧医宣传冶等为主要内容的废止中

掣袁围剿中共苏区也取得了所谓野胜利冶袁政局处于相

医案 咱猿暂袁并通过运作获得了中央卫生会议通过遥 中西

对平稳时期遥 国民政府在战时之余袁不得不考虑文

医双方人士闹得不可开交遥 以陈果夫为代表的一部

教卫生等民生问题遥 陈果夫本人曾说院野比年以来袁

分国民政府要员则主张保存中医尧融会中西袁并设想

民族健康问题袁始渐为政府及社会人士所注意袁医药

通过兴办学校的方式来实施袁 从而为兴建江苏省立

卫生之事遂日见其重要袁然尚无整个推动计划袁未足

医政学院埋下了伏笔遥

以语事功也遥 冶 咱员暂圆远员 另一方面袁教会学校占据了当时

渊二冤入职江苏省政府主席

高等教育主流袁并且已经形成了从幼稚园到大学的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袁将江苏省会设在镇江遥员怨猿猿

完整体系曰国立尧省立高校较少袁在江苏几乎没有遥

年正当蒋介石大举围剿中共苏区时袁 江苏省主席顾

作为政府要员袁陈果夫对于整个医药卫生和教育事

祝同受到检察院弹劾袁镇江和江苏政局动荡袁直接影

业有着自己的考虑和计划袁这与陈果夫本人及当时

响到了首都南京遥蒋介石当时十分倚重陈果夫遥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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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临危受命袁慷然应允担任江苏省政府主席袁并提出了
改革新政要要
要建设野一个模范的江苏冶尧野一个安乐的江
苏冶尧野一个健康的江苏冶尧野一个富足的江苏冶尧野一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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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学院袁 这就显示其教育方针有别于一般医学

院遥 冶 咱员暂圆圆圆野卫生行政为专门之学袁与医科关系虽密袁
性质有殊遥 此项工作袁重在卫生行政之如何管理袁

化高尚的江苏冶 袁希望对政局有所刷新袁对当地经济

如何推动遥 其主事者袁于医药之学只须具有普通知

带黑热病流行袁江宁县渊今南京江宁区冤则爆发疟疾袁而

承着这种教育理念袁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将医学的

咱源暂

社会发展和文教卫生事业有所促进遥恰在当时袁苏北一

识袁而于卫生行政袁则须有专门研究遥 冶 咱员暂圆远苑 正是秉

专门医学人才袁尤其是公共卫生人才十分缺乏遥 因此袁

视域打开袁把专业的研究细化袁使医学从关注病患

发展卫生事业袁培养医学人才袁创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个体转向社会群体袁 更好地发挥医学资源的价值

就成为建设野健康江苏冶的重要一环遥

和卫生行政部门的作用遥

渊三冤自身健康状况不佳

渊二冤构建融会中西医的新医学

陈果夫青年时期罹患肺病袁久治不愈袁伴随终

陈果夫久卧病榻袁对中西医的评价较为客观遥他

生遥叶左传曳云院野三折肱袁知为良医冶遥一是说经历对于

说院野我本来反对把医生分为中西袁 因为在一个病人

医生的重要袁二是说久病的人会逐渐懂得对医生尧药

的立场袁只要能治好他的病袁能尽速解除他的痛苦袁

物的选择遥 倍受疾病折磨的陈果夫能够以切身的体

这就是好医生袁根本不必问他是中或是西的遥 冶咱员暂圆 这

会和超脱的立场评判医学尧医生和医药袁在军务尧政

种观点今天看来极其平常袁可放在政局云诡波谲尧战

务繁忙之际袁先后有叶药物研究文摘曳尧叶卫生之道曳尧

争时有发生尧中西医激烈论战的民国时代可谓达观袁

叶营养新论曳尧叶医政漫谈曳等医药卫生思想的阐述袁并

引领风气之先遥 野医政学院对于中西医药无所偏倚袁

研制中国特效药袁希望打破对西方和日本药物的依

这种办学思想袁陈果夫一直引以为自豪袁在 员怨缘员 年

着力推行野江苏公医制度冶尧野民族健康运动冶袁还设所
赖遥 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正是以上种种医学思想
和体会的具体实践遥

脱稿的叶老病人谈中医西医曳中说院野我从前在江苏办
过医政学院袁院内附设有卫生特别训练班袁灌输中医
以科学知识噎噎要学西医的同学袁也了解中医常识袁

二尧陈果夫创办医政学院的理念和宗旨
陈果夫认为袁野医学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最直
接袁也最重要冶袁主张医生野负救世之责冶袁野医学应社
会化尧平民化冶袁融会中医西医袁保持自信袁创造出新
的医学贡献人类

都在研究之列袁进而设法使其融通调和遥 冶 咱员暂圆缘猿 对于

遥 他以政治人物的视角袁坚持

咱员暂圆愿圆原圆愿源

这也许是一种融解中西分歧尧交换知识的办法遥 冶咱员暂愿
设想学院师生能够通过掌握中西医理论袁 融会贯通袁
消除隔阂袁构建中国新医学遥
渊三冤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医政学院创建初期袁 积极聘请胡定安等教授专

从改善社会民生的愿望出发开办医学院校袁在延续

家来校任教袁从南京高校聘请专职教师授课袁全面讲

传统尧放眼世界的视野中创建中国新医学遥 正是基

授医学理论知识曰同时袁利用镇江报纸的版面袁出版

于这些想法袁陈果夫主政下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有

叶医政周刊曳和叶卫生教育周刊曳袁有选择地刊登学生

着独特的办学理念遥

稿件袁并汇编成册袁分送给学生袁激发学习兴趣袁打牢

渊一冤卫生行政尧卫生教育与医药治疗并重

专业基础遥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遥为增强学

陈果夫十分推崇宋代名医许叔微关于医学功能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袁在建校之初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袁

的阐述院野医之道大矣哉袁可以养生袁可以全身袁可以

优先建造了 野两排实验室冶渊几乎等同教室的规模和

尽年袁可以利天下来世遥 冶他认真诠释了医学养生尧

全身尧尽年的功能袁还重点就野利天下来世冶进行专门
解释遥 陈果夫说院野卫生行政尧卫生救济以及除病害
以繁蓄殖而利民者袁是为利天下曰优生学尧遗传学等袁
与人种民族之改良有关者袁则所谓利来世也遥 冶

咱员暂圆远员

坚持医学与行政并举袁临床治疗与公共卫生并行的
大医学观遥 在后来的叶苏政回忆曳中袁陈果夫再次意

数量冤袁并安排学生见习实习袁促进学生的多临床尧反

复临床咱缘暂遥 员怨猿苑 年袁淞沪会战爆发后袁中国军民死伤
猿园 余万袁为提升学生专业技能袁利用专业知识服务
抗战袁 学校成立了重伤医院遥 学生一般上午上理论
课袁下午即到重伤医院实习袁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遥

味深长地表明了创建医政学 院的 初衷 院野我对 于卫

三尧陈果夫主持医政学院时期的主要成就

治 疗 应 当是 等 量 齐 观 的 噎噎 我 根 据 我 的 见 解 袁在

员怨猿苑 年抗战爆发袁 无暇兼顾学院事务请辞院长职

生事业的主张袁认为卫生行政尧卫生教育以及医药
镇江 创 办 了 耶江 苏医 政 学 院 爷袁不 叫 医 学 院 而 叫医

从 员怨猿源 年 陈果夫筹建江苏省立 医政 学院 袁到

务袁粗粗算来袁陈果夫主持学院工作三年有余遥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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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一所学校的发展来说袁极为短暂袁许多教学计

培养和科学研究遥 卫生教育科袁主张野上医治未病冶袁

划还不曾实施或见到实效遥 况且当时政局不稳袁民

首设教育科学习公共卫生知识袁 开展疾病预防教育

不聊生袁正常办学已是困难重重遥 陈果夫本人在辞

与实践遥卫生行政科则学习卫生行政管理袁并举办公

去院长之际袁也感叹野只以成立未久袁预定计划袁十未

共卫生护士训练班袁建设了卫生试验所遥以上四科互

遥但这实现的野一二冶却有着开创之功袁

相关联袁 相互促进袁 初具中国今日的公卫预防要基

咱员暂圆远员

实现一二冶

使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在民国医学教育领域中独树一

础要临床的系统医学教育培养模式遥

帜袁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今日南京医科大学的发展

渊三冤严格有序的管理体制

基础遥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学习当时中央政治学校的管

渊一冤办学理念开风气之先

理模式袁推行准军事化管理遥 学生生活整齐严肃袁学

陈果夫多次申明院野本院渊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冤之

习刻苦上进袁有着良好的学风尧教风和校风遥 据第一

设袁除培植江苏省所需要医政人才而外袁以实验新医

届毕业生金维藩追忆院野男女生都是同一式样的制

政教育制度及创造融合中西之中国新医学为两大目

服遥 规定在院内一律穿制服袁到室外要戴好帽子袁在

的遥 冶咱员暂圆远员 然而袁先进的思想必然异于普通民众的一

校外同学相遇或见到老师都要举手军礼遥 对学生管

般认识袁往往难以在社会落地生根袁发展壮大遥即便是

理似乎参照军事学校的一套方式院早上升旗后出操袁

在国民党内担任要务袁并任职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

晚上就寝前点名袁宿舍要整理好内务袁有事找教师或

夫都感受到落实办学理念的巨大压力遥 野当廿三年

队长要喊报告袁外出要由队长批给假条等等遥 冶这些

想甚高袁 但恐为中央所阻袁 故其院长即由主席兼

周一举办纪念周活动遥 任职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政

任遥 冶 咱员暂员源 由于办学理念的特立独行袁国民党教育部

务繁忙袁但对学校事业很关心袁一般都是亲自主持纪

渊员怨猿源 年袁作者按冤余与胡定安同志初创此院时袁理

均体现出一所医学院校的严谨尧严肃和严格遥学校每

医药教育委员会中竟有人诋毁医政学院为 野非驴

念周袁讲读总理渊孙中山冤遗教或中国医学袁可谓难能

非马之医学院冶袁以致于学校在陈果夫主持的三年

可贵遥 学生毕业时袁陈果夫要找所有毕业生谈话袁鼓

时间内未向教育部立案遥 从此处也可见陈果夫办

励学生施展抱负袁野希望今后对待工作袁要认真负责袁

学的艰难以及对学校的再造发展之功遥 直至今日袁

力争耶本位向上爷袁不可见异思迁袁半途而废袁一切成

培养医学行政管理人才尧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尧融合

功的事业袁都是如此遥 冶 咱缘暂体现出一位长者和师者对

中西医学特长尧 打造社区服务的全科医师等还是

青年学生的厚望与关心遥

中国医学教育的重要着力点和医疗改革的突破

渊四冤全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医疗卫生事业需要

点遥 从这个意义上讲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办学理

民国时期袁苏北淮阴一带流行黑热病袁患者多是

念引领了一个时代遥

穷苦的农民袁因缺钱医治逐渐枯瘦而死遥为解决百姓

渊二冤构建配套实用的培养体系

治疗费用和医生短缺的问题袁 陈果夫以江苏省立医

陈果夫以省政府主席身份兼任校长职务袁不仅

政学院为依托袁研究推行公医制度渊即免费医疗或部

要考虑办学者式的大学袁也要建社会式的大学遥 他

分免费医疗冤袁培养专门医务人员遥同时袁委托学院著

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尧学校财力以及现实需求的缓急袁

名教授邵象伊等人研究国外公医制度袁 以备将来普

组建了医学尧药学尧卫生教育尧卫生行政四大学科遥 医

遍推行遥举办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培训班袁以治疗黑

学学科根据生源学历尧 学识以及培训学制不同分为

热病为主要科目袁兼顾一般卫生知识普及尧社会调查

高尧中尧低三级遥 高级医学本科学制六年袁前两年实施

统计尧流行病防疫与疫苗注射等袁努力服务农村和基

通识教育袁中西医学兼修袁并在全国率先开设叶中国医

层医疗需要遥 当时袁江宁一带流行疟疾袁学院办了两

学史曳等人文课程袁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曰到第三

期防治疟疾培训班袁 从农村选出基层干部和乡校教

年才开展专科教育遥 中级医学班以登记注册的中医

师讲授简单的预防和治疗方法袁 教育民众袁 移风易

为主袁开设卫生特别训练班重点普及生理尧生化尧解

俗袁维护公众健康遥 在陈果夫的倡导和组织下袁学院

剖等现代医学科学知识袁学制一至两年遥 低级医学

在 员怨猿缘 年组建了全国性的医疗卫生组织要要
要中国

班培训六个月袁实习一个月袁训练医学基本技能袁毕

卫生教育社袁 探讨民族健康问题尧 制定卫生建设纲

遥 这种培养模式

要袁推行民族健康运动袁提倡奖励优生优育尧保护产

类似于今天的继续教育或成人教育遥 药学学科袁则

妇儿童尧预防传染疾病尧提倡健身运动尧改良生活环

从整理中国药物入手袁通过种植中西药物尧观察识别

境尧改进卫生设备尧讲究心理卫生等等袁在当时引起

药物尧化验分析药物尧研发新型药物等形式实施人才

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遥

业后五人一组定向服务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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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保持卫生行政系尧医学系的办学特色

四尧陈果夫筹划中的医政学院

陈果夫对学校卫生行政系的设置一直引以为自

员怨猿苑 年袁因日军侵华尧无暇院务等原因袁陈果夫

豪要要
要野国内医科教育袁有卫生行政系之设袁以本院为

会中西医的新医学这个办学目标袁条分缕析地谈了

一步彰显学科特色袁将药业管理尧训练医院事务人员尧

辞去院长职务遥 离职前袁他围绕试验新医政袁创造融

始冶咱员暂圆苑员遥 他主张在保持卫生行政系设置的基础上袁进

医政学院的未来发展袁描绘了学院在正常发展状态

娼妓体检尧居室卫生尧护士训练等内容纳入学科范围袁

下的美好蓝图遥

培养野医官冶和医疗行政人才袁推进国家卫生事业和民

渊一冤创建民族卫生系尧生育系尧动植物医学系和
法医系

族健康发展遥 大力发展医学系袁主张在医学系下面再
设针灸学尧推拿学尧养病学尧精神治疗部四科遥倡导从

他认为院野医政中最基本最重要者袁盖莫过于优
生袁广言之袁即民族卫生是也遥 冶咱员暂圆远怨 主张在兼顾身心尧

病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袁解决问题袁关注病人的治疗康
复尧病情心理袁继承中医的优良传统袁吸收西医的特

知行合一尧尊重中国文化本位论等原则下袁重点从优

长袁潜心研索尧去芜存华尧汇通中西袁创造出中国新医

生学尧生理卫生尧心理卫生等三个方面着手实施袁促

学袁为世界医学发展贡献出中国的力量遥
陈果夫在离职报告最后感叹道 院野本院创立未

进民族的健康和发展遥 其次袁要创建生育系袁与儿科
脱离遥 结合当时实际培养农村助产师袁提高婴儿存活

久袁复受战事摧残袁以往成就袁诚如大仓之一粟噎噎

率和健康水平遥 再者袁建立动植物医学系袁以医学的普

倘能迈进不已袁不特本文计划袁可以实现袁他日学术

世情怀将医学扩展至植物医学和动物医学袁保障农业

事业袁发展无穷袁又岂个人今日思虑所及者袁可以范

生产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遥 同时袁他主张学院要积极

围遥 任重而道远袁愿本院后继同人其共勉诸遥 冶咱员暂圆愿园 然

与司法行政部门联系袁设置法医学袁使学生能够野察
微抉隐袁有科学工具之助冶

袁并可扩大就业遥

咱员暂圆愿园

而袁陈果夫没有料及抗战的严酷尧内战的失败和新中
国的成立袁原来的医政梦想已不复实现袁聊以慰藉的

渊二冤拓展卫生教育系尧药学系教学科研范围

还是今日南京医科大学的发展遥

主 张 卫 生教育开展要结合地方实际和传统节
日袁从浴日光尧畅空气尧慎饮食尧重整洁尧勤劳动尧善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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