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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员怨圆苑 年，
江苏试行大学区制，
境内公立医学学府硕果无存。员怨猿源 年，
时任江苏省政府主

后因抗战西迁与南通学院医科合并，
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从省立
席的陈果夫创建省立医政学院，

医政学院到国立医学院的嬗变，
涉及到办学理念、
办学体制及当时社会背景的诸多变化。全面对照
对于了解民国时期江苏医学教育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分析前后时期的差异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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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怨圆苑 年 源 月袁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遥 远 月袁江苏试

意至此袁多次炫耀遥 这与野医政冶有极大关系遥 从词源

科大学等 怨 所高校合并袁组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袁后

野医师院掌医之政令袁聚毒药以共医事噎噎岁终袁则稽

行大学区制袁以国立东南大学为基础袁将江苏省立医
改名为江苏大学尧国立中央大学遥 江苏境内公立医

学学府硕果无存遥 员怨猿源 年袁时任省政府主席的陈果

角度来看袁医尧政发生关联袁最早源于叶周礼窑天官曳院
其医事袁以制其食遥 冶咱圆暂是说医师执掌医治疾病的政
令袁 聚集各种气性猛烈的药材供作医疗之用噎噎每

夫有意于省会镇江筹设省立医政学院渊今南京医科

年年终袁考核所属的医生治病的成绩袁以确定他们的

大学前身冤袁亲任院长并聘请留德博士尧原南京特别

俸禄遥 这里的野医师冶负责管理医生尧医药袁是医政官

市卫生局长胡定安任教务长遥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袁

员曰与陈果夫的野医政冶理想有莫大关联袁但也有很大

医政学院西迁办学袁在湖南沅陵与暂驻衡阳的南通

不同遥

学院医科合并袁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袁胡定安为院

陈果夫的朋友和属僚袁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

长遥省立医政学院到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嬗变袁涉及办

程天放在省立医政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曾以野医与政冶

学理念尧办学模式及当时社会背景的诸多变化袁折射

为题作了如下讲述院野政是政治袁医是医学袁或者是医

出民国时期医学教育曲折发展的现实遥

术遥 医政二字袁表面上似乎是不相关的遥 在一般人看

一尧野医政冶释义

来袁医与政连在一起袁未免有点奇怪噎噎本省自从陈
主席主政以后袁感觉时势之需要袁创办了一个医政学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为全国首创的野医政冶学府袁

院噎噎是很有道理的噎噎凡与大多数人群相关的事

一直被陈果夫看作是一生的荣耀遥 在叶陈果夫日记曳

就属于政治噎噎从前政府对于医取放任主义袁 以为

中不难发现袁他最后完成的自述文稿即为叶苏政回

行医是私人的事噎噎和社会毫不发生关系袁 现代的

忆曳袁欣然称道在江苏任内是野足以自慰的冶袁野我献身

政治袁 就不然了遥 政府应当以医为政治上很大的事

党国数十年袁于党政工作袁多所参与袁成败得失袁有待

业袁 增进民族健康幸福的重要工作噎噎因为这种工

公评袁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袁虽然未达到理

作袁是有关于全体国民的生命幸福袁国家的强弱存亡

想袁总算对于国家袁竭尽绵薄遥 冶咱员暂这所学校承载着陈

的遥 冶咱猿暂程氏的演说可谓深得陈果夫思想三昧遥 陈氏

氏何等的理想与功绩呢袁竟让一向谨慎的陈果夫得

从政治的角度办学袁主张医学既要救死扶伤袁救小我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野我国医学院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研究冶渊圆园员猿杂允月愿愿园园远园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猿原园缘
作者简介院张爱林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男袁山东郓城人袁讲师袁文学硕士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医学教育曰沈瑞林渊员怨苑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

扬州人袁副研究员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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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病痛曰也要济世苍生袁野利天下来世冶袁同时肩负起

院组织大纲曳明确提出袁学校要野从事研究高深医学

野良医良相冶的职责袁立校目标也可谓高远遥尤其在当

学术袁培养医政专才冶遥 野研究高深医学学术冶属于医

行政干预袁推进医学预防尧治疗尧研究和救助一体化

野培养医政专才冶看似继承了野医政学院冶传统袁不过袁

时极低的经济和医疗条件下袁通过加强统筹管理和

发展袁更多惠及城镇农村的普通民众袁更好推动卫生

学科研范畴袁 与省立医政学院办学理念绝不相类曰
胡定安曾有以下说明院野培植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医政

事业整体发展袁从而达到以最低成本发挥最大功效

人员遥 曩之学医者袁其心目中只知将来如何为个人谋

的目的遥

生活袁而不知为大众谋生活之向上及幸福噎噎乃造就

二尧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的比照
省立医政学院办学理念可谓高自标持又极为特

自私自利之个人观噎噎不惟欲作育临床专科医家袁抑
且欲造就能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先锋生力军也遥 冶咱远暂野医
政冶的功能不仅大为衰减袁且概念已被偷偷换去曰几乎

别袁当时社会多有误解袁就连国民党教育部医药教育委

与野医德冶相类遥 胡氏的办学理念转而成为野医学院冶式

遥陈

样要要
要培养关心民众健康的专门医学人才袁开展高深

员会中也有人诋毁学校为野非驴非马之医学院冶

咱源暂员源

氏曾坦承野江苏医政学院袁即按照医字整个范围决定
其教育计划袁定其名为耶医政爷袁所以别于一般医科学
校也遥 冶咱源暂圆远员 陈果夫办学由此担负着巨大压力袁以致于

医学科研遥 江苏野医学院冶可谓名至实归遥
渊二冤办学模式

办学模式与办学理念相统一遥 江苏省立医政学

在其主持院政的三年时间内未向教育部立案遥 民国时

院倡导医学与行政并举袁预防与医疗并重袁中医与西

期袁教育思想多元袁学校类型繁多袁国家对学校的管理

医结合袁 实施多类型和多层次并存的新学制遥 员怨猿源

较为松散遥 省立医政学院在省政府和陈果夫的支持
下袁竟然也办得风生水起遥 那么袁医政学院何以得不到
国家教育部的承认袁如何特立独行袁就需要与后来被

年 愿 月袁 首批录取新生 员苑远 名袁 其中五年制医科仅

源园 名袁而一年制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各 远园
名袁一年制卫生行政科 员远 名遥 员怨猿远 年底袁全校学生
圆苑猿 人袁医科 员源缘 人袁卫生特别训练班 员员圆 人袁卫生

国家认可的野部属冶国立江苏医学院比照一番了遥
渊一冤办学理念
陈果夫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主要在于实验新

行政科 愿 人袁卫生教育科 愿 人遥医科学生虽有增长的
趋势袁 但至多占到总数的一半遥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医政教育制度及创造融合中西之中国新医学袁主张

的袁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之初的几年只招收医科学

融汇中西医所长袁实施卫生行政尧卫生教育和卫生医

生曰直至 员怨源员 年袁为服务重庆北碚经济社会发展和

疗三者并举遥 他认为院野现代卫生事业袁合卫生教育尧
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遥 此三者相辅以行袁缺其
一袁若鼎折足院整个卫生事业袁即无以建立袁国人往往
忽此三者相互之关系噎噎我国卫生事业之所以不
振袁此其大因也遥今本院冶三者于一炉噎噎即整个失
败袁无复存推诿卸过之心遥 冶 力主培养一专多能的
咱缘暂

战时需要袁奉教育部令举办了卫生教育专修科 咱苑暂袁起

初还是为边疆学校代办遥 办学模式列表对照见表 员遥
可见袁 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远比省立医政学院 野正
规冶而整齐袁几乎全是临床医学遥即使 员怨源员 年设置了
卫生教育专修科袁 也是陈果夫胞弟陈立夫所领导的
教育部的授意袁其间的转变也颇令人寻味遥

医政人才袁改变过去职业定位狭隘袁卫生教育尧卫生

渊三冤办学理想

行政及医药治疗相互脱节袁各自为政的状态袁担负起

在陈果夫和胡定安主政学校时都曾公开发表自

促进卫生事业整体协调发展的重任遥 与此相对应的

己的办学理想遥 员怨猿苑 年袁陈果夫在辞去院长职务的

则是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办学理念遥 叶国立江苏医学
所设专业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医科
卫生行政科
卫生教育科
卫生特别训练班
国立江苏医学院
医本科
医学专修科
卫生教育专修科

表员

离职报告中谈了学校正常发展下的蓝图构想 咱愿暂院继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模式比较

招生起点学历

学 制

备 注

高中毕业
专科毕业
师范毕业
猿缘 岁以下尧开业 猿 年以上中医

五年
一年
一年
一年

重点培养临床医生
重点培养医官和医学管理人才
重点培养农村尧社区公共卫生教育和管理人才
促进中西医学融通

高中毕业
初中毕业
不详

六年渊员怨源源 年之前为五年冤
六年
三年

重点培养临床专门人才
培养临床人才袁重点服务农村和城镇
源员 年为边疆学校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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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袁 从个人思想层 面以及对中医的态度分

办学目标袁创建民族卫生系尧生育系尧动植物医学系

析遥

和法医系袁以医学的普世情怀将医学扩展至植物医

则是野海归冶袁其思想有着绝大差异袁尤其表现在对中

学和动物医学袁保障农业生产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曰

医的态度上遥 晚清时期袁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遥

拓展卫生教育系尧药学系教学科研范围袁研发中国新

中西医学由于学理各异袁又有利益纠葛袁双方龃龉不

药物袁力图中国药品外销曰保持卫生行政系尧医学系

和袁学术争议与政治纷争纠缠不断遥陈果夫青年时代

的办学特色袁在医学系下面再设针灸学尧推拿学尧养

即罹患肺病袁经常服食中西药物袁又深受传统文化影

病学尧精神治疗部四科等等遥 可见袁陈氏的办学重心

响袁较为崇尚中医遥 他强调野一方面要去学西医的实

在于社会服务袁通过统筹中医和西医尧学校与社会尧

验方法袁一方面要研究中医原则的道理袁不过原则还

民众与政府的力量袁做好社会医疗保障和灾害救助袁

是更重要冶咱源暂员源遥 于此同时袁他聘请中医史专家陈邦贤

维护地区和国家安全稳定遥 胡定安的办学理想则不

由上文可知袁陈果夫是中国野土著冶曰而胡定安

来校讲读叶中国医学史曳袁成为全国首次设置此类课

相同遥 员怨源园 年袁国立江苏医学院已迁址北碚袁办学逐

程的医学院校遥 胡定安则接受过德国医学教育的系

步稳定下来遥作为院长的胡定安可以集中谋划学校的

统训练袁浸润了柏林大学原校长洪堡的教育思想院崇

未来发展遥 他指出袁学校要办好需做好以下工作院野培

尚学术自由袁力主教学科研相统一遥 担任院长期间袁

植适合国情能在公医制度渊公共卫生袁尤其是疾病预

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和寄生虫病研究所袁 实现

防遥 作者按冤尽职之医师冶曰野培植为卫生行政努力之医

了学校第一篇叶晕葬贼怎则藻曳论文的发表袁有力地推动科

政人才冶渊野医政冶与高尚医德相近袁前文有说明冤曰野完

研工作开展遥 同时袁坚决主张废除野不进步冶的中医院

成医政各级佐理人员渊主要是指护士尧检验员等遥 作者

野彼中医药团体仍持固见袁 而强欲西医为派别相争袁

按冤之训练冶曰野培养师资袁并养成致力研究高深医学学

完全各趋极端袁不在科学立场上谋解决遥 苟如此袁则

术之风尚噎噎使本院将来成一最高医学学府袁英才辈

使中央施政因而不能贯彻袁中国医药一日不进步袁即

出袁在吾医学教育及医学学术上均有所伟大贡献冶 遥

中国医药在国际上一日无地位遥 冶咱怨暂国立江苏医学院

展愿景正复与胡氏办学理念相呼应遥

的离职袁 旨在以西方医学知识训练中医的卫生特别

咱远暂

办学的重心在于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及科学研究遥发

三尧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院
办学差异的原因分析

扫除一切中医因素袁 如讲授中医医学史陈邦贤教授
训练班的绝迹袁或许都可由此推知一二遥

再者袁由当时的形势背景考虑遥 员怨猿猿 年袁陈果夫

开始主政江苏遥为了刷新政局袁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鉴别人物要野知人论

有所贡献袁他提出要建设野健康的江苏冶遥 而此时袁苏

世冶遥 对于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办学的

北一带正在流行黑热病袁江宁地区则爆发疟疾袁且当

差异也要从野人冶与野世冶的角度去解析评判袁或许才

时整个江苏袁尤其是苏北的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袁不论

较为公允遥

是一般的农村和小城市袁 还是苏南的一些大城市也

首先袁从陈胡二人的成长经历来看遥 陈果夫出

没有所谓的野公共卫生冶遥 因此袁关注卫生事业袁改善

生在一个由贵及贫袁诗书传家的旧式大家族遥 自幼

生活环境袁 培养专门医学人才袁 尤其是公共卫生人

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袁养成了严谨朴素尧慎言慎

才袁 成为陈果夫为官一方的首要职责遥 创办医政学

行的品格曰却因缺少体育锻炼袁体魄日益羸弱 遥 陈

院袁固然要开展医教研活动袁但更要急抓即用袁能够

八岁开始接收严格的私塾教育袁后入小学尧中学学

给罹患疾病尧缺医少药的老百姓以生的希望和信心袁

习遥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赴武汉参加革命军袁后随叔父

稳定政局遥因而袁举办学制短尧实用性强尧易见成效的

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袁与蒋介石逐步靠近袁成为国民

卫生教育科渊意在民众间宣传卫生知识冤尧卫生行政

党要员袁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袁有着很深的野家国冶情

科渊意在管理城镇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冤及卫生特别

怀遥 胡定安与陈果夫为同乡袁先后就读于浙江省立

训练班渊意在改良现有的中医冤则不失为一种好的办

医药专科学校尧德国柏林大学医科及普鲁士公共卫

法遥 国立江苏医学院的办学情形已经大变遥 日军侵

生学院袁获博士学位袁深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遥 胡

华袁学校被迫西迁袁经湘贵袁入川渝袁最后复员镇江遥

氏回国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局长尧中央政治学校

一路枪炮声袁一路读书声袁颠沛流离袁异常艰苦遥国立

卫生行政教授尧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教务长尧教育部医

江苏医学院一方面坚守医学阵地袁组建重伤医院尧附

学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袁与其说是一位官员袁不如说

属医院和空袭救护队袁 救治抗战军民袁 服务普通百

是一位学者遥

姓袁为抗日救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曰一方面要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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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阵地袁形成以临床医生为中心袁兼及护士尧助产
士尧检验师尧药剂师等医技人员的系统培养模式袁以
解决医疗急需人才的匮乏袁确保如外科手术等一般
医疗流程得以正常开展遥 可谓有着现实的考虑和不
得已的苦衷遥
综上所述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国立江苏医学
院有承继尧有发展尧有创新袁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难分
轩轾袁在社会贡献上难定高下袁不能用一种标准来衡
量和评判遥 两者都努力做到因时尧因地办学袁在民生
凋敝尧国难维艰的历史时期推动了江苏医学教育于
曲折中不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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