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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自1934年创办以
来袁迄今已80个春秋袁今日南京医科大学之辉煌与当
年创办年代相比袁不论从校园规模尧学科建设尧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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碚正式开课遥自1939年学院驻于重庆北碚袁前后历时
7年遥

据校史资料记载袁 北碚校园高踞山巅袁 俯瞰长

之数量袁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遥 抚今忆昔袁才能体会到

江袁四周岗陵起伏袁校园处于绿草环抱之中袁绿荫夹

今日学校之巨变遥

道并缀以园艺袁校园环境幽静袁景色秀美遥 学院本部

从校址建设而言袁历经多次变迁袁建校初校址设

有猿层楼建筑一幢袁约一千余平方米袁楼内有大小房

立在镇江袁当年创办人系国民政府野四大家族冶之陈

间60间袁教室尧办公室均位于其中袁另建有大礼堂袁

果夫遥 当时南京系国民政府之首都袁陈果夫为江苏

男尧女生宿舍袁图书馆尧仪器尧药品储藏室各1幢袁教授

省政府主席袁镇江为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袁江苏省立医

宿舍3幢袁动物饲养室及平房多间遥 附属医院设在青

政学院选址在镇江袁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遥

碚路旁的祖湾袁占地约5亩遥1940年1月4日袁在市区中

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到南京医科大学80年的过

山路建立公共卫生事务所袁一座3层楼房作为公共卫

程中袁校址曾经多次变迁遥 1934年镇江校舍基本竣

生示范及学生公共卫生实习场所遥 1942年在院本部

危及镇江遥 1937年11月23日袁当时学校负责人胡定

创办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袁先在北碚何家嘴袁有房

安召集学校人员袁宣布奉命两迁袁共赴国难遥1938年8

舍12间袁 后在附属医院附近的祖湾新建校舍1座袁占

月9日袁江苏医政学院内迁至湖南沅陵袁与南通学院

地约1亩遥 这些设置在抗战年代来说袁办学条件较之

医科合并袁经改组定名为国立江苏医学院遥 据原卫

其他内迁学校袁可谓是得天独厚矣浴

工遥 1937年秋袁日寇侵犯我国袁上海战事爆发袁战局

附近的鸠工创办了医科研究所寄生虫学部遥 同年又

生系欧阳壬官教授生前特告笔者袁因此事由他亲历袁

抗战胜利后袁1946年9月袁学院从重庆北碚迁回

并有具体时日袁国立江苏医学院之名在两校合并前

镇江原址袁这期间学院又处于一个动荡的年代遥国民

已确立袁并非在两院合并后才改名遥 1938年8月袁学

党政府发动内战袁政治腐败袁民不聊生遥1949年1月淮

院迁至湖南沅陵袁暂居湖南省立沅陵油漆职业学校遥

海战役后袁国民党政府彻底溃败遥当时政府企图将学

此时袁南通学院也因战事内迁沅陵袁因两校经费无

校南迁袁经进步教授邵象伊尧洪式闾以及进步学生地

着袁经教育部呈国防会议通过袁两院合并遥不久袁日寇

下党员马凤楼尧戴汉民等组织的反迁校斗争袁终于保

进犯长沙袁沅陵逼近前方袁1938年12月袁师生被迫撤

留了学校遥 1949年5月镇江市军管会正式接管学校袁

离沅陵袁移至贵阳袁借贵阳达德学校之校舍继续上
课遥 1939年1月15日袁胡定安在贵阳正式就任国立江

得使江苏医学院回到人民手中遥

1934年江苏医政学院成立时袁院址设在镇江新北

苏医学院院长遥 1939年2月4日袁日寇敌机轰炸贵阳袁

门外之北固山麓袁濒临长江江边袁占地274亩袁学校在镇

定重庆北碚地方医院为校舍遥 1939年5月袁学院在北

宿舍缘幢袁办公室及平房13幢袁计有房屋百余间袁并建有

学院决定由贵阳迁往重庆遥 1939年3月23日院址勘

江经营猿年袁已初具规模袁当时建教学实验楼猿幢袁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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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教授住宅24座袁教职工宿舍12座渊均为平房冤袁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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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卫生学辞典曳袁他精通几国外语袁博览群书袁哲学尧历
史尧文学无所不读袁曾阅读德文原版的马克思叶资本

1座袁附属医院医师住宅1座袁女生宿舍1座遥 三幢教学楼

论曳袁直接阅读俄文版的巴甫洛夫原著遥

是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房袁其中1幢是附属护士学校袁1幢

颜守民教授袁我国儿科的一代宗师袁1924~1926

为基础教研室与实验室用房渊其中包括化学尧生化教研

年 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儿科 学袁1927~1937年任北

室袁生理尧组织胚胎尧微生物等教学实验室冤遥 病理解剖

平大学医学院的儿科主任袁 是北平大学儿科学的创

教学实验室是位居北侧一层砖瓦结构平房袁 解剖教学

始人袁迄今风行的新生儿要服母亲的初乳袁他是最早

实验室则在篮球场南侧的平房遥 图书馆阅览室是近百

发现者袁早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叶初乳小体的二元

平方的砖瓦结构平房遥 当年号称寄生虫研究所是几十

性曳袁编著儿科学著作多种遥 20世纪60年代进行小儿

平方米的圆间实验室遥学生上课的教室均是砖瓦结构的
平房袁大饭厅系竹木结构的草棚袁内有饭桌和少数条凳
渊学生大多站着用膳或带回宿舍冤遥 在1953耀1954年袁又

肾病学的研究袁 迄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史陈列室陈
列有颜守民先生的巨幅照片遥
许本谦教授袁留德的医学博士渊1939年冤袁是我国

盖了员间阶梯教室与员幢猿层楼的学生宿舍遥 渊今镇江校

传染病尧热带病学的专家袁对防治丝虫病尧绦虫病尧血

舍已荡然无存袁仅存此幢猿层楼房袁现为江苏大学医学

吸虫病作出了杰出贡献遥 许本谦教授风度非凡袁上唇

院的附院所在地遥 冤

留有德式短髭袁举止端庄袁语言沉稳袁望而令人肃然起

当年镇江虽非我国文化重镇袁解放初期仅有20

敬遥 他在临床诊治患者时袁获得患者的高度信任袁即使

万人口袁却无车马之喧嚣袁学校离长江边仅一箭之

他开的APC袁人称许氏APC袁患者服用他的药袁不仅有

地袁学生下午放学漫步袁江边是论学交谊尧谈情说爱

治疗效用袁而且也是一服高度的心理安慰剂遥

之好地方遥 登北固山麓览甘露寺古迹袁极目远眺袁江天

曹元宇教授袁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化

一览袁心胸顿时开阔袁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袁乃陶冶浩然

学系袁当年他与复旦大学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是同学袁

之气之胜地亦浴 学校门前之苏医湖渊今已填没冤袁是垂

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尧浙江省立医学院等校教授袁早

钓静思的好去处遥 每当节假日袁从湖中打捞起活蹦乱

年著叶分析化学曳渊上尧下册袁商务印书馆冤袁是当年广

跳的青鲤鱼袁加上食堂自养的大肥猪尧杀猪迟鱼袁师

泛应用的教科书遥 他是我国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袁

生们上台表演节目袁给人们留下美好难忘的回忆遥

1933年撰写的 叶中国古代金丹家的设备和方法曳袁是

按当年镇江学校的建筑标准来说袁可谓是十分

世界上最早的炼丹史专论袁 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家

简陋遥 野山不在高袁有仙则名冶袁按原清华大学梅贻琦

李约瑟在叶中国科学技术史曳这部巨著中袁引证了曹

师之谓也遥 冶当年江苏医学院的师资实力袁除北京尧

注曳遥 曹元宇教授博古通今袁又工于书画尧中医史袁据

校长的话语院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袁有大

元宇的专论遥 晚年著 叶中国化学史话曳尧叶本草经辑

上海尧南京外袁可谓是国内实力最为雄厚的一所医学

告是齐白石的早年第子袁兹因他热衷于化学袁否则入

院校了遥

书画界也肯定是一位传世的书画名家遥

当年江苏医学院可谓名师云集袁抗战期间袁时局

陈邦贤教授袁 早年是我国著名学者丁福保的学

动荡袁促使北方名教授南下袁江苏医学院聘任了北

生袁 他是我国中国医学史学科的开拓者袁1919年出版

平尧南京尧上海尧浙江等地的教授来校任教遥其中名列

我国第一本叶中国医学史曳袁193远年第二版叶中国医学

史传的教授概述于下遥

史曳列入商务印书馆的野中国文化史丛书冶袁近年再版

洪式闾教授袁1920年赴德留学袁1923年回国任北

七十多年前的旧著袁 仍为文化学者及读者所欢迎袁

京医科大学校长兼病理学和寄生虫学教授袁他是我

1957年又出叶中国医学史曳第三版遥英国科技史学者李

国寄生虫学的先驱遥 20世纪20年代发明膜染色法尧
钩虫卵定量计数法袁首先确认姜片虫的形态变异与

虫龄有关遥 编著了我国最早的叶病理学总论曳尧叶病理
学各论曳尧叶寄生虫病及毛圆线虫病曳等专著袁培养了
我国最早的一批寄生虫学家赵慰先尧李非白尧王培信
等遥

约瑟在他的巨著中不仅引证了陈邦贤的著作袁而且每
次来中国袁必来陈邦贤先生的研究室拜访论学遥 1954
年调入北京中医研究院任医史研究室主任遥近年来国
家将陈邦贤列入 叶中华中医崑崙曳袁 为他出了传记专
论遥

以下特别要补充由江苏医学院培养的学者陈少
邵象伊 教授袁留学日尧德 两国 渊1929~1939年冤袁

伯与汤培元两位教授遥

是我国最负盛名的公共卫生专家袁主编我国第一部

陈少伯是江苏医学院培养的第二届毕业生

高等医学院校叶卫生学总论曳教材袁主编我国第一部

渊1940年冤袁他是我国当年微生物学界的精英袁早年留

第 猿 期 总第 远圆 期
20员源 年 远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员苑怨窑

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专攻细菌学尧免疫学袁著有叶医用

组织胚胎学院蒋加年尧张适尧郭仁强遥

细菌学曳渊上尧中尧下三册冤袁由当年最高等级的龙门书

微生物学院褚葆真尧屠宝琦尧汪美先尧陈少伯尧金

局出版渊科学出版社前身冤袁这是我国最早的微生物
学专著袁获得医学界高度评价遥 陈少伯教授勤学敏
思袁风度翩翩袁颇具学者风范遥 讲课深入浅出袁条理
清晰袁获得学生高度评价遥 当年南通医学院请他去
讲学袁学生们听课后竟追随陈少伯袁要求转学到江苏
医学院袁可见其学识为人袁颇获学生之崇拜遥
汤培元教授也是江苏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生
渊1940年冤遥 他是我校的内科学教授袁专讲物理诊断

锦仁尧倪斌尧周瑶玺尧佘雪轩遥
寄生虫学院洪式闾尧赵慰先尧王培信尧杨复曦尧沈
一平遥
病理学院金泽忠尧高达尧徐柯尧顾元方尧朱耀德尧王
三锡尧丁祖则遥
药理学院徐佐夏尧朱鼐尧郑友弢尧刘天培尧饶曼人尧
李德兴遥
法医学院汪继祖尧杨增言尧 周雪良遥

学遥当年没有现代的医用电子仪器袁物理诊断视尧触尧

外科学院刘燕公尧关哲昭尧马允平尧张方庆尧杜竞辉

叩尧听是医生的基本功遥 汤培元先生授课语言抑扬

渊普外冤尧吴公良尧陈凤才尧房士琦渊胸外冤曰侯纯之尧蔡青

顿挫袁条理清晰遥 课后亲自带教袁面对患者袁一举手

渊骨科冤曰尹立乔渊整形外科冤尧侯金镐渊脑外科冤曰王历

一投足袁动作规范袁学生不仅学到了视尧触尧叩尧听的

畊曰刘正确尧张攀树渊泌尿外科冤遥 急诊医学有王一镗遥

要领袁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他对患者的温情与

内科学院刘夕惕尧汤培元尧李学滋尧许学受尧陈钟

关怀袁为人师表者即在其不言中矣浴 回顾当年汤先生

英尧王敬良尧杨玉尧邓树寀尧胡善钧尧唐季和尧孙宏训尧

的教学袁后来的老师几无人能出其右者遥

敖忠芳尧马文珠遥

圆园世纪缘园年代袁由于左倾之风盛行袁强调阶级斗

争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袁要求脱胎换骨袁政治
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袁1953尧1954年三反尧五反及肃反运
动袁 把这二位教授列入重点对象袁 因不堪忍受种种折
磨袁士可杀而不可辱袁他们相继自戕遥 后来我校的一系
列记载或话语中袁人们讳莫如深袁导致后人几乎不知道
当年还有这么两位杰出的教授袁岂不愧对先人哉浴

以上所介绍的是解放前江苏医学院老一辈著名

内分泌学院张忠邦尧陈家伟遥
妇产科学院何碧辉尧阴毓璋尧郑万育尧任以辰尧王
筑玉尧许懃安尧黄良娟尧杨怀恭遥
儿科学院颜守民尧钱倩尧杨运昌尧周士一尧许志兴尧
陈士垣尧姜新猷遥
耳鼻喉科学院胡懋廉尧姜泗长尧翁瀛尧殷明德尧王
俊尧曹夕冲尧赵纪元遥
眼科学院姜辛曼尧齐续哲尧李泰钧尧俞自萍尧蔡丰英遥

教授袁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有突出成就的学者当推

神经科院程玉麟尧王慰曾尧侯熙德遥

王 一 镗 教授 遥 王 一 镗 1951年 毕 业 于 江 苏 医 学 院 袁

精神病学科院伍正谊尧陶国泰尧唐培根遥

1957~1959年赴北京阜外医院进修胸心外科袁 师从

皮肤病学院郭锡麟尧石福畴尧戴骥盈尧吴鹤声尧赵辩遥

吴英凯院士袁 是江苏省最早进行心脏手术的医生遥

放射科学院蒋寿鹤尧王钟琪尧魏宝清遥

王一镗1987年创建我国的急诊医学袁先后担任三届

理疗科学院蒋士煮尧耿立钧遥

急诊医学会主任委员遥 1999年代表我国赴美参加国

康复医学院周士枋遥

会理事遥2005年获得国际急诊医学工作杰出成就奖遥

楼尧戴汉民尧叶本法尧陈家震遥

际急诊医学会联合会理事会袁当选为国际急诊医学

公共卫生学院邵家伊尧欧阳壬官 尧冯致英尧马凤

之后又多次参加国际人道医学会理事会袁成为我国

数理化作为医学院校基础科的基础袁 向来不为

人道医学会名誉主委遥 随后又促成上海同济医学院

医学生所重视袁但在江苏医学院竟是藏龙卧虎之地遥

成立野急诊与灾难医学系冶曰促成成立中华医学会灾

数学是当时风云全国的叶三S平面几何曳主编仲光然遥

难医学分会袁任名誉主委遥 主编叶灾难医学要要
要理论

物理学是清华大学退休教授吴壁城袁 他是我国九三

与实践曳渊2013年冤尧叶王一镗急诊医学曳袁又当选为野中

学社发起人之一遥 另有洪晶袁系留美物理学家袁回国

华医学百科全书冶灾难医学分卷主编遥

后首任江苏医学院物理学副教授袁 后任哈尔滨工业

其他各科业师袁今以记忆所及袁列名于下院

大学物理教研室教授袁副校长遥化学教研室也是名家

生物学院姚荷生尧胡玉莲遥

云集之地袁有魏福嘉尧丁绪亮尧徐如願遥

解剖学院王仲侨尧陈友浩尧姜同喻尧王平宇尧戴晓章遥
生理学院朱鹤年尧方怀时尧葛志恒尧戴义隆尧朱思
明尧刘凝慧遥
生物化学院曹元宇尧任孝衡尧俞正荣尧徐愤尧季坤元遥

外语院英语有丁厚恩袁德语是当时闻名全国的黄
胜白袁他是同德医学院的创办人遥
政治学院魏善钊尧张格伟尧王传鼎尧王克尧李景白尧
曹培文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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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科教授袁其中有的是当时的权威人物袁解

院与五中分部的其他空地袁 当时为种植茉莉花农的

放后调任均是院长级人物遥 洪式闾1952年调浙江任

园圃遥 五中分部的西侧为一高坡袁称虎贲仓袁上面居

浙江卫生厅厅长袁浙江卫生实验院院长尧浙江医学院

住有近百户的棚户遥现今的牌楼巷原为一条小巷袁牌

院 长 遥 徐佐 夏 1951年 调 任 山 东 大 学 医 学 院 院 长 袁

楼巷至拉萨路永庆巷交会口之西侧袁 为南京棉毛纺

泗长调北京袁是北京医院和中央保健局的专家遥

舍遥魏善钊最后选中汉中路五台山这块地遥他认为医

1952年任青岛医学院首任院长遥 王历畊尧胡懋廉尧姜

织厂的厂址袁 现学校西门旁是棉毛纺织厂的职工宿

由于江苏医学院渊南京医学院冤师资力量雄厚袁

学院校今后要面向市民袁方便患者看病袁清凉山旁这

新中国成立后袁曾多次调配教师支援外校遥
1955年院系调整时袁公共卫生系邵象伊尧欧阳壬

官尧陈家震尧蒋慧权尧谈行健尧徐躬文等调往山西太

块地不便于患者看病袁遂放弃了该地遥后来成为华东
水利学院之校址渊当年院系调整袁将上海交大尧同济
等校的水利尧水文系合并袁组成华水迁来南京冤遥

原袁山西医学院成立公共卫生系袁邵象伊任山西医学

魏善钊当时选五台山这块地对南医后来的生存

院院长遥 渊欧阳壬官于1960年调回南京医学院于公

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袁毛泽东认为

共卫生系任教遥 陈家震于1983年调回任江苏省卫生

大学不一定办在城市袁 医学校要培养农民养得起的赤

厅厅长袁1988年任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袁1990年任江

脚医生袁因此五六十年代袁学校实行开门办学袁大量师

苏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遥 冤

生下放农村袁为农民防病治病遥 今天回顾袁当年魏善钊

学院袁李学滋调河北医学院遥

纺织厂都规划在南医校区范围内袁 既然当时办学的方

1956年曹夕冲调兰州医学院袁金泽忠调山东医

的选址是英明的决策遥当年规划中把虎贲仓尧南京棉毛

1958年徐州成立医学院袁调蒋寿鹤渊放射科冤尧张

向要面向农村袁还容学校再建楼堂馆所遥虎贲仓原计划

方庆渊外科冤尧王平宇渊解剖冤尧邓树寀渊内科冤尧朱耀德

在上面盖图书馆袁 要搬迁一百多户棚户袁 经费从何处

渊病理冤尧刘凝慧渊生理冤尧杨复曦尧赵秀琴渊寄生虫冤尧任

来遥 棉花纺织厂当时只要20万袁 就可以把厂址拿下

孝衡渊生化冤尧郝锡宏渊组胚冤尧曹宗离渊微生物冤尧张大

来遥当时领导却申请不到这笔钱袁眼睁睁地看着这两

和渊病生冤尧刘素琳尧高步月渊公卫冤尧柏实杰渊儿科冤尧朱

块宝地落到他人之手遥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

祖慈渊五官科冤等支援徐州医学院袁蒋寿鹤先任副院

命前袁经魏善钊去卫生部奔走袁从卫生部申请到五千

长袁后王平宇任院长遥

万巨款袁准备在现今的口腔医院尧眼科医院这块地基

可见当年的江苏医学院渊南京医学院冤对我国的
医学教育事业曾发挥巨大的作用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 江苏医学院有了巨大的发展遥

建第二附院渊按院当时省工人医院已划归南医作第一
附院冤袁这笔巨款已拨到江苏省卫生厅遥 1965年野六窑
二六冶指示下达袁狠批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袁这

1949年解放初期袁当时江苏省分为苏南尧苏北两个行

五千万就不可能再建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大医院了遥

署袁苏南行署在无锡袁1952年学校受苏南行署管辖袁

这笔巨款随即分发到下面化整为零袁烟消云散了袁建南

一度动议学校迁往无锡遥 随后苏南尧苏北两行署合

医二附院的规划又落空了遥 因此袁五六十年代的南医袁

并为江苏省袁南京成为江苏省省会遥 1951年南京大

处于仅图生存的局面遥

学医学院改制成为军医大学袁搬到西安成立第四军

现今的师生大多不知道魏善钊系何许人也浴

医大学袁因此袁当年考虑学校迁南京遥 1954尧1955年

魏善钊出自沭阳望族袁早年与惠浴宇同学渊解放

当时的院领导魏善钊院长到南京考察选址遥 当时选

初为苏北行署主任袁苏南尧苏北合并后曾任江苏省省

中两块地址院一处选在清凉山旁今河海大学的空旷

长冤遥 魏善钊在1929年即参加学生运动袁后来留学日

地袁面积很大袁大有施展余地袁但地处偏僻袁当年该地

本专攻化学袁可说他是最早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遥 上

区非常荒凉袁交通十分不便曰另一处选在汉中路五台

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袁他怀着满腔热情投奔延安参加革

山南麓今南京医科大学所在地遥 当年汉中路绝非今

命袁不意当年正碰上延安整风与审干抢救运动袁据目

日之交通要道袁出汉中门几近农村袁在汉中路上尚见

前史科记载袁当时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袁抢救肃反过程

有菜园地袁但它距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只有一站路袁靠

中的扩大化尧把许多投奔革命的青年误作为敌特遥 因

上海路口为金陵神学院袁现今的党委楼尧行政楼原均

魏善钊曾经留学日本袁无端怀疑他为日本特务袁经历

为金陵神学院的产业渊按院在今口腔医院大楼地基上

了严厉的审查与考验袁虽事出有因袁却查无实据袁最后

尚有一小楼袁建口腔医院时拆除冤遥现今的友谊医院尧

将他列入内控干部遥 按他的资历袁一般都是省部级干

先知楼地块袁原为南京市第五中学分部袁有三幢日式

部遥 从此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仅靠边站袁而且往往

平房袁从汉中路进入一小巷称左所巷遥 在金陵神学

是批判对象遥1950年魏善钊由苏南行署派到江苏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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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任生活辅导主任兼学院副院长袁 主管思想政治工

五十年代初袁于峨嵋岭百步坡建教授宿舍三幢袁自

作袁同时担任政治课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遥 由于他本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袁 在百步坡及原南京医士学

身是知识分子袁因此对待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学术活动

校原址袁相继建教师职工宿舍二十余幢袁大大地缓

颇为关心照顾袁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里袁认为他对

解并改善了教职工的居住条件袁促进了学校教学尧

待知识分子是执行的右倾投降路线袁 贬他为老右倾袁

科研工作的开展遥

当年的贬语按今天的评价却成为褒语遥文化大革命期
间袁他是党内被抛出来供批斗的对象袁在运动中遭到
残酷的迫害袁挂牌批斗袁游街示众袁但他仍能负辱忍
重袁虽经历种种折磨袁但不计较个人得失袁任劳任怨地
为南医的发展工作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袁他被落实政
策袁继续担任副院长遥晚年抱病筹建图书馆遥江苏医学
院从镇江迁来南京袁 魏善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袁
前后二十余年间袁对学校的发展袁从教学尧基建到政治
思想工作袁花费了巨大的心血袁为学校作出杰出的贡
献遥 当年批斗他的干部袁最后承认他是南医有功之臣袁
给予他肯定的评价遥
江苏医学院1957年从镇江搬来南京袁当时教学
大楼渊今二号楼冤尚未盖起来袁教学活动基本上在江
苏省工人医院内进行遥 在工人医院的高坡上盖一草
棚袁上课都在草棚内进行袁左所巷的五中分部之三座
平房袁其中二座作为公共卫生系的办公场所袁另一座

文 化 大 革 命 后 袁 学 校 建 设 更 是 突 飞 猛 进 袁自

1993耀2003年袁 是我校历史上建设和发展最快的时

期之一遥 1982年新建一号教学楼13 438平方米袁1992
年新建三号教学楼3 015平方米遥 1987耀1991年动物
房及动物实验室二次扩建达764.5平方米遥 至2003年
五台校区新增房屋面积达88 944.57平方米袁学生宿舍
新增面积12 733平方米遥 1993年建成口腔医院大楼面

积达12 844平方米袁1999年建成5 967平方米的图书

馆大楼袁2000年新建2 067平方米的动物中心大楼遥

2002年建成21层21 000平方米的综合大楼渊先知楼冤袁
2000年牌楼巷47号购置南京棉毛纺织厂厂房改造成
学生宿舍渊西苑学生宿舍冤5 606平方米遥 对体育用房
经多次改建与扩建袁建成2 000平方米的体育馆袁目前

五台校区体育用房及运动场地总面积达18 132平方
米袁迄今五台校区教学面积达96 000平方米遥

21世纪以后袁学校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袁学

平房作为外科总论动物实验用房遥当时诺大的校园袁

校开辟了江宁新校区袁地处天元东路袁南依方山袁北

仅有卫生系的两位教师张慰丰与叶本法居住在其中

靠东山镇袁紧临宁杭高速公路的南京二环路交汇口袁

一间居室内袁可谓是南医大发展的见证人袁目睹二号

占地面积约2 000亩袁其中学校用地1 470亩袁附属医

楼一砖一瓦从平地上盖起来遥 今日南医五台校区的

院用地300亩遥 江宁校区规划总建筑面积为32.5万平

建成袁对此既感到惊喜袁又有所遗憾遥 虎贲仓未拿下

方米袁江宁校区一期工程于2002年11月开工袁一期总

来成了现今的怡景花园曰南京棉毛纺织厂未拿下来袁

面积近7.2万平方米袁主要建成约33 400平方米综合

现今仅取得一小块即今日学生公寓遥
1976年10月袁自从野四人帮冶彻底垮台袁特别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袁我国进入了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袁邓小平执行改革开放政策袁我国
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袁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有了长足
的进步袁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袁知识分子
的处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袁尊重知识袁尊重人
才袁南医大的形势也越来越好遥学校建设尧学科发展尧
师生数量袁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遥

教学楼袁4 000平方米解剖楼袁3幢学生公寓25 572平

方米袁6 000平方米的学生食堂袁2 200平方米的大学
生活动中心遥 2003年11月开始二期工程袁建成1.6万
平方米的图书馆袁1.4万平方米的康达教学楼袁近4万
平方米的4幢学生公寓遥 2011年又完成公共卫生楼尧
药学楼及体育馆袁 至2014年又完成总面积达员园万平

方米的行政楼与教学楼以及圆缘 圆苑员平方米的医药动
物实验基地遥江宁新校区成为规模宏大袁高楼林立的
现代化的医科大学新校区遥

学校自镇江迁宁至圆园世纪60年代初期袁经过几

回顾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毕业的校友袁 大多已经

年的基本建设袁 学校房屋总建筑面积达44 000平方

仙游无一在世了袁解放初五十年代毕业校友袁已届耄

米袁1幢4层教学主楼 渊二号楼冤 面积达15 000平方

耋之年垂垂老人了遥喜看今日之南医袁感到无比的喜

米袁是当时南京建筑面积最大的教学楼遥 当时把南

悦与兴奋遥 今日之南医袁期望能出众多的大师袁在学

京 医 士 学 校 的 实 验 楼 2 400平 方 米 划 归 南 医 使 用

生中培养更多的精英袁 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

渊现今该区已成为教职工的宿舍区袁即19号大院冤遥

更大的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