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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窑源苑园窑

第 远 期 总第 苑员 期
20员缘 年 员圆 月

民国时期医德建设初探
夏媛媛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要院民国时期的医德问题引起了医师们及医学团体的重视，
医师与医学团体分别从各自角

度对医德建设提出了相应主张。通过医师及医学团体的共同努力，民国时期的医学伦理学成为了
又具有自己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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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认识袁 医德建设便引起了民国医师

一尧 民国时期医德建设的背景

们及各个医学团体的重视袁 民国的医学期刊上出现

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袁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医

了一系列探讨医德的文章袁正是在各方的努力下袁医

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袁至民国时期袁西医影响日显袁

学伦理学在中国一步步发展袁 构成了当代医学伦理

然而因医疗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袁医疗事故亦随之增

学的基石遥

加袁医患纠纷不断遥 此外袁军阀割据袁社会纷乱袁社会
价值取向发生转变袁医师职业操守弱化遥 于是出现
了医师的社会地位已有改观袁但医师的社会形象却

二尧 医师的认识
渊一冤丁福保与叶医师之十德曳

没有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崇高的状况遥 社会民众

丁福保渊员愿苑源要员怨缘圆冤袁江苏无锡人袁生于书香世

对于医师的负面评价反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而增

家遥丁福保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遥作为传统的中

多遥 医师被视为野商人冶袁对医师的指责也不绝于耳遥

国文人袁丁福保自幼熟读经史袁古文底子深厚袁在古

一些医生唯利是图袁视行医为敛财之道袁对患者肆意

文字学尧佛学尧古泉学尧目录学等中国的传统文化领

索取袁甚至坑蒙拐编袁给患者带来精神上和身体上的

域均有精深造诣袁 为后人留下大量有价值的学术专

痛苦袁也影响了世人对医师的看法遥

著遥后来又先后进东吴大学尧东文学堂学习医学及日

有医师指出院野即今之悬壶问世者袁惟以一得之

本语遥 他又曾从赵元益学医袁潜心研究袁除对中医有

技术自眩袁而毫无道德观念袁动辄以索取金钱为目

所研究外袁对西洋医学也有所体会袁后来通过两江总

的袁利欲熏其心袁日习与机械险诈袁以售其获取金钱

督之考试袁并获派赴日本学习考察医学遥 回国后袁在

手段者袁比比然也遥 所谓见人之病袁如已之病袁不以

上海一方面设立医书局袁出刊医书袁传播西洋医学知

贫富而歧视袁不以病难而厌恶袁不以病轻而疏忽袁抱

识袁另一方面又创办医院及疗养院袁后来又创办中西

完全救世宗旨袁治疗重任者袁实不多观遥 固无怪乎不

医学研究会及叶中西医学报曳袁提倡中西医汇通遥他是

为世所尊敬也遥 冶

一位积极传播中西汇通思想的医家袁为西医东渐尧中

咱员暂

这些负面的反馈也使医界明确认识到医师群体

国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遥

的社会形象如此恶劣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医师

在医德方面袁丁福保也是民国时期的先驱人物遥

毫无职业道德的行为所造成的遥 野一般的医德没有修

叶医师之十德曳 是他发表于 员怨员缘 年的医德方面的代

立袁医师的人格在法律上便没有较优异的保障遥 冶

咱圆暂

表作遥在文中他指出院野医师之人格技术品位及德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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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宜竭力修养之遥 冶咱源暂并提出医师应有的十种美德袁

括野判断力尧审慎力尧观察力尧推想力尧记忆力冶 曰对于

和尧自信尧谦让遥 至于为何是这十种美德袁他在叶医师

野江湖手段冶袁一为野营业主义冶曰对于勤业袁宋国宾则

分别是慎重尧温厚尧谨严尧冷静尧果断尧爽快尧致密尧温
之十德曳中论述院野慎重之态度能令患者起崇拜之念曰

如何才能称为敬业袁文中指出需避免两种现象袁一为

总结了勤业带来的野六乐冶曰至于仪表言辞袁则讨论了

温厚之情谊足以安慰患者曰 谨严之风采是以增医师

仪表言辞对于医师的重要性遥 这些要求以今天的眼

之威权曰冷静之头脑能下明晰之批判曰果断之勇气能

光看来袁仍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袁特别是对野营业主

坚患者信赖之念曰爽快之言动能与患者以快感曰致密

义冶的描绘可谓入木三分袁有些现象至今仍未完全消

之思想足以减少错误曰 温和之容貌能使患者易于接

除遥

近曰伟大之自信力能生明断曰谦让之美德足以令患者

在野医师与病人冶的关系上袁分别从应诊尧治疗尧

诚心敬服遥 冶

健康人事指导尧手术尧医事证书尧医业秘密尧医业责

丁福保提出的医师十德袁从具体内容上来看袁更

任尧酬金几方面探讨了医师应有的道德要求遥关于应

多地指出其是医师应具备的专业素养或技术素养袁

诊尧治诊尧手术尧医业秘密等内容描述甚为详细袁与实

如冷静尧果断等袁离专门的道德素养要求还有一定距

践联系紧密袁 很多内容早已成为今天医学伦理学的

离遥 从范围上来看袁更多地偏向于临床医生的个人

指导原则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健康人事指导一

责任及对患者及其家人的责任袁而对于医师的社会

章袁讨论了改业与休业尧独身尧婚姻尧婚前性尧人工避

责任则未有论及遥 但即便如此袁作为最早在医学期

孕尧人工受孕尧置妾七方面的问题遥 很多内容已涉及

刊上提出医师要重视医德修养的文章袁无疑为之后

到了生命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袁 特别是避孕与人工受

的医德建设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遥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

孕遥 对于避孕袁文章持反对态度袁认为有百害而无一

以后袁此类文章越来越多袁其中尤以宋国宾的叶医业

利遥这与当时人口数量少袁因而没有关于计划生育的

伦理学曳最具代表性遥

观念有关遥而对于人工受孕袁文章认为可分为合理与

渊二冤宋国宾与叶医业伦理学曳

不合理两种袁 由于当时人工受孕的方法尚未发展起

宋国宾渊员愿怨猿要员怨缘远冤袁字恪三袁江苏扬州人袁曾

来袁故言之甚简遥 总体来看袁这部分内容已完全不同

在巴黎学医袁获博士学位袁先后任震旦大学医学教

于传统的仅仅局限于仁义道德的讨论袁 具有了现代

授尧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尧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

生命伦理学的雏型遥

主席等职务 袁并主持叶医药评论曳杂志社的工作袁是
咱缘暂

而对于 野医师与同行的关系冶及 野医师与社会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知名的医学教授尧爱国学

的关系冶上袁宋国宾也都有自己的新观点遥 在与同行

者遥 宋先生著作等身袁比如叶医业伦理学曳尧叶医讼案

的关系上袁 他特别提及如遇医生的无意过失应该如

件汇抄曳尧叶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宣誓曳尧叶上海市医师

何对待袁即同行要给予理解和宽容袁因为野其名誉虽

公会医师信条曳尧叶医师与律师曳尧叶医师信条十讲曳尧

有裂痕袁而其得来袁非不正当袁保持之权利固仍在也遥

叶巴斯德传曳等遥 其中尤以叶医业伦理学曳的理论价值

揭其私而破坏之袁即为侵犯权利袁违背正义遥冶在对待

和社会影响最大遥 在近代医学界为推动医学伦理学

与社会的关系上袁他重点提出了三项任务袁疾病的预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防与死亡的预防袁 疾病发生后该如何治疗和补救以

叶医业伦理学曳除野自序冶尧野引言冶外袁分四篇十六

及致死原因的深入研究遥 这已经隐约含有现代公共

三篇野医师与同道冶袁第四篇野医师与社会冶 遥 从这几

整体看来袁 该书的特点非常明显院 一是有实用

章遥 第一篇野医师之人格冶袁第二篇野医师与病人冶袁第
咱远暂

卫生伦理的意味遥

方面内容来看袁已完全涵盖了当代医德关系所调整

性袁可用于指导医生的日常实践曰二是有前沿性袁已

的几种关系袁即医患尧医医尧医社关系遥

具备现代生命伦理的若干内容曰 三是针对的读者群

同时袁作者在叶自序曳中所说院野医师伦理云者袁医
示医师以为医之道也遥 其于医学之中袁实为独立之
科学袁将欲自尊其业袁舍此又奚以求钥 冶此认识较丁

福保又有所进步遥 医德尧医学伦理已不再仅仅是医
生的自我修养袁而上升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遥

不仅是医师袁还包括普通民众遥

三尧 医学团体的认识
随着民国医师人数的日益增加袁 各地纷纷成立
了各种形式的医生组织袁 其中全国性的组织有中华

在对野医师人格冶论述的过程中袁宋国宾指出一

医学会渊学术组织冤与全国医师联合会渊职业组织冤遥

个合格医师应具备的人格特征应包括野学术才能尧敬

在医德建设中袁 中华医学会与全国医师联合会也作

业尧勤业尧仪表言辞冶四个方面遥 其中学术才能又包

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与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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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中华医学会及叶医师条诫曳
员怨员缘 年 圆 月 缘 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会袁

是近代中国成立较早尧规模最大尧最具号召力的医学
团体遥 员怨员缘 年 源 月 员源 日袁中华医学会发布宣言书袁
详细地阐述了学会宗旨袁即野巩固医家交谊袁尊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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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曰渊丁冤促成完善的医师法遥 冶咱怨暂其中第一条就明确
指出了医德的重要性遥

与此同时袁员怨猿猿 年袁医师联合会还颁布了叶医师
信条曳袁共有十条内容咱员园暂院

一尧不为夸大广告袁不营非义之财

德医权袁普及医学卫生袁联络华洋医界遥 冶 员怨猿圆 年袁

二尧不无故拒绝应诊袁不歧视贫苦阶级

中华医学会与博医会合并袁整合后的中华医学会尽

三尧不非法堕胎袁不滥施手术袁不使用秘方

管对其宗旨做了重大调整袁但依旧保留野维持医界高

四尧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

尚道德袁保障医界正当利益冶这一重要内容遥

五尧不作非道义之竞争袁不毁谤同道

学会对会员的道德要求非常严格袁会章中明文
强调袁会员如有不道德行为袁违背医界规范尧败坏学
会名誉袁经人告发后野当由书记专函知照袁使被告者

六尧应保守病家秘密
七尧应加入开业所在地之医师公会袁遇有纠纷袁
应报告公会处理

得自行辩护或由代表陈述于职员会中遥 如被告者不

八尧应辅助贫苦病人

能亲自或举代表申辩袁则由职员会公决袁不得以不到

九尧应协助卫生机关袁报告传染病之流行袁及指

迟延袁经职员 圆 辕 猿 之议决即行除名遥冶 可见袁中华医
咱苑暂

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

学会宗旨中野尊重医德医权冶一条袁并非流于形式袁而

十尧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

是制定约束细则并要求会员谨遵照做遥

此十条信条袁较之中华医学会的叶医师条诫曳袁内

员怨猿猿 年中华医学会颁布了叶医师条诫曳第一版袁

容上基本相似袁涵盖了医师与患者尧医师之间尧医师

并且分发给会员袁因此这是中华医学会在医师职业

与社会的关系几方面遥 但在语言上袁更加指向明确袁

精神建设上的重要一年遥 员怨猿苑 年叶医师条诫曳第三版

省略了详细的论述过程袁高度凝练为几个野不冶与几

再版遥 叶医师条诫曳分十部分共三十七条袁分别为医
师之职司尧医业概要尧医师对于病家之责任尧医师得
享其他医师义务诊治之权利尧医师与其他医师所诊

个野应该冶袁使得其在传播上显得更加便捷遥

四尧 民国时期医德规范的特点

病人之关系尧商诊尧业务纠纷之仲裁尧医师对于国家

纵观民国时期的医德规范袁 与传统的医德要求

之职责尧医师与护士之关系尧结论 遥 这部叶医师条

相比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医德的大部分内容袁另一方

咱愿暂

诫曳较全面地论述了医学伦理学的规范袁内容涉及医

面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遥

患关系尧医护关系尧医界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遥 与宋

渊一冤形式上袁从个人修养到职业规范

国宾的叶医业伦理学曳相比袁叶医师条诫曳更加精练与

古代传统医德袁无论是叶大医精诚曳还是叶医家五

概括袁便于医师们牢记及传播遥 它对于医学会会员

诫十要曳袁这些经典的医德著作袁首先从其作者来看袁

在医学伦理方面的学习和医师职业素质的提高方面

均是医家个人的理念集成袁 并非医学团体对所有成

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员的规范袁因此更多地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遥而到了

渊二冤全国医师联合会及叶医师信条曳

民国时期袁出现了全国性的医学团体袁并由这些医学

员怨圆怨 年底袁卫生部颁布叶医师暂行条例曳袁实行

团体提出了针对所有成员的职业要求遥另外袁从所提

开业医师登记制度袁遭到医界强烈抵制遥 上海医师

倡的内容来看袁 古代传统医德关注的医家个人的仁

公会联络宁尧沪尧杭尧苏尧甬尧常尧锡等地医药团体筹建

心尧仁慈等袁而到了民国时期袁无论是宋国宾的叶医业

全国医师联合会遥 同年 员员 月 怨 日袁全国医师联合会

伦理学曳袁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叶医师条诫曳袁亦或医师

成立大会在沪召开袁员苑 个省 源员 个团体的代表参会袁

联合会的叶医师信条曳更多地谈到了医师与病家尧同

余云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遥 同时宣布创刊叶医

道尧社会几个方面的关系遥 因此袁这是一个明显地从

事汇刊曳遥 该会章程规定在会员最多的地方即上海

个人修养到职业规范的转变袁 这也意味着医学伦理

设立总事务所袁执行委员以总事务所所在地之会员

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遥

充任遥

渊二冤角度上袁从医德规范到生命伦理

医师联合会的章程中明确指出了联合会的宗

如前所述袁以宋国宾的叶医业伦理学曳为代表袁尤

旨袁即野渊甲冤砥砺医德尧研究学术以谋医学及职务之

为突出的特点是袁 文中很多内容已涉及到生命伦理

进步曰渊乙冤 联络感情保障权利以发挥互助之精神曰

学的若干问题袁特别是避孕与人工受孕遥它甚至已经

渊丙冤建议医事教育卫生行政等原则以适应社会之需

跳出了医师与几方面关系的讨论袁 将视角深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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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的认识与态度这一领域遥 虽然此时生命伦

重社会习尚为天职袁并为襄助推行公共卫生起见袁应

理的概念尚未形成袁但这个领域的讨论无疑是对传

遵守一切卫生法规冶遥

统医德的突破遥 因此袁这部分内容已完全不同于传
统的仅仅局限于仁义道德的讨论袁具有现代生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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