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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解析
张爱林
渊南京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要院《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由胡定安作词、
胡周淑安作曲，歌词立意高远，旋律激昂高亢，有

着极强的民族立场和时代特点。文章从校史研究的视角解读了校歌创作背景、歌词大意及其人文
意蕴，旨在强化南医学人的共同记忆，传承南医精神，激励莘莘学子献身医学，济世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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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为野一校精神之所附丽冶袁既是办学宗旨与
理念的彰显袁更是大学精神和文化的凝练遥 孔子野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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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周淑安作曲的叶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曳正式创作完
成袁并印制在叶国立江苏医学院概览曳的册子中遥

艺冶之教已有野乐冶袁并与野诗冶野礼冶紧密相联袁难以割

胡定安袁 名赟袁 字定安袁员怨园愿 年生于浙江吴兴

裂曰而音乐列为专科教育袁谱写咏唱校歌则是在西方

渊今湖州冤遥 员怨圆源 年袁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医科及普鲁

文化影响下的近代野新音乐冶运动的结果遥 叶国立江

士公共卫生学院袁获医学博士学位遥 回国后袁任南京

苏医学院院歌曳渊以下简称叶院歌曳冤正是在此潮流下

特别市卫生局局长袁 后担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教务

创作传唱的遥 它激励莘莘学子献身医学袁济世苍生袁

长袁国立江苏医学院首任院长袁为学校重要创始人遥

并成为今日南京医科大学校歌的圭臬 遥

胡氏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参与者袁野中国

淤

一尧叶院歌曳创作背景及词曲作者
员怨猿源 年袁南京医科大学最早前身要要
要江苏省立

卫生教育社冶 主要发起人袁 更是民国时期中西医论
战尧主张废除中医的干将咱员暂遥 他崇尚西医尧注重预防尧
提倡科研等思想都融入了校歌的创作中遥 曲作者胡

医政学院在省会镇江创立袁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

周淑安袁原名周淑安袁因嫁予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开拓

陈果夫兼任院长遥 由于学校仅创办三年就遭遇日军

者要要
要胡宣明而更名遥周淑安 员怨员源 年作为清华学校

全面侵华袁教学秩序受到极大冲击袁许多事务还没开

官费女留学生赴美袁先后在哈佛大学尧新英格兰音乐

始着手就要宣告结束曰加之陈果夫深为传统文化熏

学校尧纽约音乐学院攻读音乐理论尧钢琴与声乐等科

染袁行事多讲求野中学为体袁西学为用冶袁谱写校歌极

目袁为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声乐教育家尧第一位合唱

可能被视为末节遥 因此袁从现有史料来看袁省立医政

女指挥家尧第一位女作曲家遥胡定安院长得以延请周

学院时期没有校歌的创作传唱遥 员怨猿苑 年袁学校抗战

淑安女士为校歌谱曲袁 可能与其夫婿胡宣明有极大

立医政学院在沅陵合并改组国立江苏医学院袁胡定

庚子赔款第 圆 期留美学生袁员怨员缘 年获霍普金斯大学

西迁遥 员怨猿愿 年袁迁校湖南衡阳的南通学院医科与省

关联遥胡宣明同胡适尧赵元任尧竺可桢等同为 员怨员园 年

安博士任院长遥 学校由野省立冶转变为野国立冶袁虽罹

医学博士学位遥 回国后曾任广州卫生局局长袁野中国

受战火袁颠沛流离袁但办学依照教育部规制变得更加
严谨统一袁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胡定安院长也将校
歌提上议事日程遥 最迟于 员怨源苑 年袁由胡定安作词袁

卫生教育会冶总干事遥 员怨圆怨 年袁胡宣明与胡定安共同

担任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咱圆暂
渊全国共 圆园 人冤遥胡宣明比胡定安年长 圆员 岁袁两人志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野校史编研与大学文化的传承冶渊圆园员猿晕允在杂圆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缘原园怨原圆源
作者简介院张爱林渊员怨愿园原 冤袁男袁山东郓城人袁文学硕士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教育管理遥

淤 圆园园源 年南京医科大学建校 苑园 周年袁为适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要袁校歌重新谱曲袁歌词基本沿用叶国立江苏医学院院

歌曳袁但略有修改遥 比如袁将野苏医冶改成了野南医冶曰野尊师重道袁亲爱精诚冶改成了野博学至精袁明德至善冶新校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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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相同袁经历相似袁多有交集曰周淑安女士能够为叶院

路遥胡定安倡导医学救国袁坚持野医治于既病之后袁不

歌曳谱曲而劳心劳力袁也就不足为奇了遥

如防患于未病之先冶袁认为野国家之强弱首以国民体

二尧歌词释义与解析
叶院歌曳旋律悠扬高亢袁歌词沉郁雄浑遥 现抄录

格之强弱为断袁故欲达强国之目的袁必先以强种为前
提遥 冶咱猿暂面对卫生落后袁医政乏力的社会现实袁积极为
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奔走呼号遥 胡氏自省立医政学院

歌词并断句如下院为医政倡导新学制袁为博爱谋福利

担任教务长开始袁即倡导医学与行政并举尧预防与医

人群袁是苏医之开创精神遥 金焦毓秀袁狼剑钟英袁维

疗并重尧中医与西医结合袁实施多类型多层次的新学

弦诵以抗敌袁同心同德袁不避艰辛遥预防与治疗并重袁

制遥国立江苏医学院时期袁又牵头组建中国预防医学

阐发现代医学之菁英袁追踪先进由务实而求真遥 尊

研究所袁大力推进中国早期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遥胡氏

师重道袁亲爱精诚袁蔚成优良学风袁循循培育完人遥

希望学校师生不仅要有娴熟的临床技能袁救治病患曰

提高学术水准袁开拓研究环境袁随世界医学而日新遥

更要以大医治未病的气魄和行动袁强种强国袁确保中

前程猛晋袁前程猛晋袁推进时代之巨轮曰推进时代之

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遥 此句简明概况了学校

巨轮袁前程猛晋袁前程猛晋遥 下面逐句解析遥

主动适应社会现实需要袁树立先进办学理念袁全面推

渊一冤为医政倡导新学制袁为博爱谋福利人群袁是
苏医之开创精神
医政是指国家政权关于医药方面的法令尧政策
和制度袁为国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

进中国新医学的发展遥
渊四冤尊师重道袁亲爱精诚袁蔚成优良学风袁循循
培育完人
野尊师重道尧亲爱精诚冶为国立江苏医学院院训遥

代袁面对卫生落后尧疫病肆虐的社会现实袁主政江苏

尊师重道是指尊敬师长袁尊重其所传之道遥 我国传统

的陈果夫认为袁野医学教育与国家民族的关系最直

上把学问分为野道冶尧野经冶尧野术冶三个层次遥野道冶是最高

接袁也最重要冶袁主张卫生医疗尧卫生教育尧卫生行政

的学问袁野经冶是对野道冶的阐述袁野术冶是实践野道冶的手

三者并举袁以医学护佑民生尧发展经济袁创建了江苏

段和方法遥 孔子曾说院野朝闻道袁夕死可矣冶遥 野亲爱精

省立医政学院袁首倡中国医政教育遥 野博爱冶为中华

民国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袁也是省立医政
学院的院训遥意在启迪学院师生遵循中山先生遗教袁
以大爱精神尧悲悯情怀关注病患个体和社会群体袁担
负医学救世之责遥 叶院歌曳首句回顾了学校办学历史
与传统袁点明了办学理想和开创精神遥

渊二冤金焦毓秀袁狼剑钟英袁维弦诵以抗敌袁同心
同德袁不避艰辛
金焦尧狼剑分别代指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

诚冶原为黄埔军校之校训遥 野亲爱冶是指相亲相爱袁和
谐共处曰野精诚冶是指精益求精袁诚心诚意遥 叶庄子窑渔
父曳院野真者袁精诚之至也袁不精不诚袁不能动人遥 冶野精
诚冶既指对学业和事业执着追求袁有高远的目标曰又
指脚踏实地袁积极作为袁有不断精进的过程遥 此句意
在点明学校校训袁 以校训精神感召青年学子成长为
德行完美的卓越人才袁阐述了学校人才培养的重任遥
渊五冤提高学术水准袁开拓研究环境袁随世界医学
而日新

学院医科遥 省立医政学院坐落于镇江北固山下袁沿

国立江苏医学院野遵奉部颁章则冶袁注重科学研

长江南岸分别与金山尧焦山左右相望袁如同鸟之两

究袁并将之写入学校叶组织大纲曳袁列为办学主要任务

翼尧车之两轮遥 私立南通学院位于南通市南郊袁南临

之一遥个中缘由一方面与胡定安院长留学德国袁深受

长江尧山水相依袁西南侧由狼山尧马鞍山尧黄泥山尧剑

野洪堡精神冶熏陶袁注重科研相关遥另一方面则是出于

山和军山环伺袁通称野五山冶遥 员怨猿愿 年袁抗战西迁过程
中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南通学院医科合并改组国

现实的被动考量遥 员怨源园 年袁胡氏在叶本院之将来曳曾
感叹院野我国新医学之输入袁迄今数十年袁在全世界医

立江苏医学院遥 学校一路经湘贵尧入川渝袁在战火中

学上尚无相当地位噎噎欲求一完好之专门著述袁几

培育医学亟需人才袁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袁组织

等于零袁后进进修袁除借材外籍外袁别无他法也遥故医

空袭救护队和流动医疗队袁为医学担道义袁为国家安

学之落后袁一则因为学术环境袁未经建立之所限遥 一

太平袁历经磨砺而弦歌不辍遥 此句回顾了学校迁址

则为吾人不能在学术上各尽其努力之表征遥 冶咱源暂学校

并校的历程袁意在弘扬团结意识和抗战精神遥
渊三冤预防与治疗并重袁阐发现代医学之菁英袁追
踪先进由务实而求真
民国时期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袁一批有志之
士选择了实业救国尧教育救国尧卫生救国等不同道

积极营造科研氛围袁 组建中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和医

学研究所袁 延请名师学者袁 开展医学研究和药物研
发遥 员怨源缘 年袁学校首次在叶自然曳杂志上发表了科研

论文遥 此句说明学校师生以科研为己任袁精勤不倦袁
积极营造创新创造的环境袁野苟日新尧日日新冶袁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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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政首创尧人文蔚起到八年抗战尧万里河山袁从人才

渊六冤前程猛晋袁前程猛晋袁推进时代之巨轮曰推
进时代之巨轮袁前程猛晋袁前程猛晋

培养尧专注科研到尊师重道尧止于至善袁期间夹杂着
多少希冀的涌动尧理想的幻灭尧现实的悲壮和未来的

叶易窑晋曳云院野晋袁进也遥 明出地上袁顺而丽乎大

憧憬遥唯有长歌可以当哭袁安顿心灵袁滋养生命遥梁启

明袁柔进而上行遥 冶 唐孔颖达疏院野晋袁进也者袁以今

超曾指出院野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袁苟从事教育袁则唱

释古遥古之晋字袁即以进长为义遥冶野前程猛晋冶意在祝

歌一科袁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缺者冶袁野欲改造国民之

愿国立江苏医学院勇猛精进袁辉光日新遥 全句接承

品质袁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冶咱愿暂遥

咱缘暂

野随世界医学而日新冶袁 将世界比喻为破浪前行的巨

渊三冤歌以传道

轮袁犹如孔子面对滚滚逝水而发出野逝者如斯夫袁不

中国儒家文化讲求野为人生而艺术冶的音乐艺术

舍昼夜冶的感叹遥 希望国立江苏医学院师生树立自

观袁推崇歌以载道尧以道制乐遥 叶院歌曳有着极强的民

觉意识尧使命意识和机遇意识袁只争朝夕袁从我做起袁

族立场和革新观念袁体现了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遥一

野为新医学开一新纪元袁以福利世界人群冶 袁为人类

是弘道济世遥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以修齐治平的

健康事业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遥此句为结尾袁

风气相标持袁力争实现野内圣外王冶的人生目标袁在道

也是总结袁更是展望袁歌词随音律而回返往复遥

德内化的基础上外显为实际行动遥 叶院歌曳以旧中国

咱苑暂

三尧叶院歌曳的旋律与意蕴
叶院歌曳语言质朴有力袁音韵和谐有致袁具有陶冶

卫生落后尧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为起点袁高扬博爱理
想尧坚守医学使命尧勇担教育责任袁正是弘道济世精
神的有力表现遥二是进取维新遥从野天行健袁君子以自

情操尧启发心智尧激扬思想的功能遥 具体来说袁可以

强不息冶到野苟日新袁日日新袁又日新冶袁中国士人一直

用歌以传情尧歌以传神尧歌以传道来概括遥

追求进取与革新遥叶院歌曳号召团结一致抵御外侮袁强

渊一冤歌以传情

化科研争创一流袁济世育人引领时代袁积极为民族独

诗以咏志袁歌以传情遥 校歌往往不仅有诗的语

立尧国家富强作出积极贡献遥 三是止于至善遥 叶院歌曳

言尧意蕴深长曰更有优美的旋律袁一唱三叹袁引发共

主张野循循培育完人冶野随世界医学而日新冶袁追求精

鸣遥叶院歌曳为中国近代音乐开拓者周淑安教授谱曲袁

诚双修尧知行合一尧德行圆满遥从某种意义上袁学校师

乐曲为 郧 调 源 辕 源袁音节齐整袁旋律高亢袁类似进行曲袁

生正是以野止于至善冶的高度自觉袁努力野为天地立

有利于激发演唱者的信心和斗志遥 可以想像袁在重

心尧为生民立命尧为往圣继绝学尧为万世开太平冶袁修

大场合袁学院师生齐聚一堂袁伴随着灵动的旋律慷慨

身立德尧超越自我袁才形成和塑造了今日南京医科大

而歌袁心中荡漾着家国情尧师生情尧同学情袁野不特兴

学的优良传统浴

美劝善于高洁之快乐袁又可养成协同之心遥 盖音乐
自身袁本为调和的袁为以音之协和发挥宇宙和原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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