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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原始文献考证和文本分析 ,研究《国立贵阳医学

院院刊 》与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关系。结果表明 :该刊表现出

强劲的地方科技文化缔构功能 ,以鲜明的贵州地方医学文化和

地方高等科技教育文化的创造 ,构成了近代黔文化中学术层次

最高和最具创造性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以直抵国际前沿的高起

点奠定了现代贵州地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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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Journal of S ta te2run Guiyang M edical Colleg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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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 20世纪 30年代的《国立贵阳医学院院

刊 》,是贵州高等医学教育和医学学术期刊的开山之

作 ,记载了贵州高等教育演化、贵阳医学院发展、地方

病和地方卫生事业以及医疗制度建设等丰富的学术内

容 ,表现出强劲的地方科技文化缔构职能。笔者通过

对 1939—1950年《院刊 》的实证研究 ,试图进一步揭

示高校学报在构建地方科技文化中其他科技学术期刊

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

1　记载了贵阳医学院乃至贵州高等医学教育

事业发展的历史

　　1938年 3月 1日国立贵阳医学院创建 ,填补了贵

州高等医学教育的空白。1939年 1月创刊的《国立贵

阳医学院院刊 》,记载并传扬了贵阳医学院和贵州高

等医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

《院刊》主要刊载本院的学术成就、教育经验、先

进诊治技术以及国外最新科技动态 ,并依托这一信息

载体将其传播给广大读者。《院刊 》中朱懋根《贵州医

事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之商榷 》《回顾既往 ,瞻念未

来 》《开发的精神 》、蔡钺侯《现代医学的中国化》、程本

礼《发扬我国科学医事之我见 》、罗克聪《医学的昨天、

今天与明天 》等文 ,忠实地记录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

演化的进程。

据《院刊 》记载 , 1938年首任院长李宗恩代表我国

赴河内出席由 15国参加的第 10次远东热带病学会

议 ,所带论文得到大会高度评价 ,开创了贵州高等医学

学术成果与世界交流的先例。

《院刊 》所载内容表明 :建院初期 ,教学体制仿效

美国并受英国医学教育的影响 ,在教学计划、教材使

用、教学方法、指导思想、教育方针 ,以及教学规章制度

等方面 ,吸取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经验。开设教育部

规定设置的课程外 ,为了拓宽学生视野 ,重视人文教

育 ,特开办了“人文科 ”。担任教学工作的教授大多是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教育家 ,如张孝骞、杨崇瑞、杨

济时、沈克非、李瑞麟、王季午等 ,还有其他名校的杰出

教育家 ,如清华大学汤佩松、燕京大学林绍文、齐鲁大

学侯宝璋、港大毕业留英的施正信等。这些著名教授

不仅注重培养善于行医的医生 ,更注重培养对中国医

学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有影响的人才 ,既重视启发式

教学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也重视提高学生医德境界

“先做人 ,再为医 ”,使学生永远铭记自己肩负着“健康

所系 ,性命相托 ”的使命。

《院刊 》记载 :该院定期召开“中华医学会贵阳分

会报告年会 ”并开设学术讲座 ,如李宗恩《临床医学与

教学 》、杨静波《明日外科进展预测 》、杨济时《我国医

学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蔡醒华《关于叶酸之临床应

用 》等专题报告。既有医师进修与出国留学的“派出

去 ”制度 ,又有国内外客座教授的“请进来 ”制度。

1940年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博士、北京协和医学院胡敦

博士来院参观时 ,对该院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表示钦

佩和赞赏。

《院刊 》真实地反映了学院学子荟萃、崇尚医学学

术的浓厚风气 ,其刊载的学术论著组成了贵州医学学

术的主要内容 ,形成了淳朴的学风和浓烈的学术氛围 ,

开启并建立了地方高等医学学术新体系。正是这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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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的无私奉献 ,为贵州高等医学教育夯实了坚实

的基础 ,也为贵州省、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一大批

医学人才 ,同时构建了地方高等教育文化中的最高层

次。《院刊》不仅记载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的历史 ,而

且反映了过去欧美医学教育对我国医学教育的重大影

响 ,发挥了特殊功能。正如陈浩元等先生所指出的 :

“高校学报是一大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学术刊物 ,

它固有的特殊功能是其他科技学术刊物无法完全替代

的 ,我们不能机械地用衡量国际化期刊和社会上专业

性学术期刊的标准去评判它 ;不同层次的高校需要水

平与各自层次大致相应的高校学报 ,而这种需要正是

高校学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 1 ]

2　推动地方病防治和地方卫生事业的兴起

　　在论及期刊地域特点时姚远先生指出 :“科技期

刊的地域特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不仅表现为

在期刊名上冠之以地名、国名、省名、校名或其他地方

机构的名称 ,而且还在期刊的学科性质上有所体现。

这说明 ,区域地理环境会对期刊文化产生某种微妙的

影响。”[ 2 ] 454笔者的研究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时贵州的区域地理环境 ,对《院刊 》刊载的内容

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居民文

化水平、卫生设施以及风俗习惯的影响 ,贵州出现了许

多地方病。这些地方病的情况在《院刊 》上通过诸多

著名学者的撰文得以显现 :李宗恩曾对黑热病、疟疾、

血吸虫、丝虫、囊虫等流行病进行过深入研究 ;李方邕

《贵筑县苗夷卫生状况调查 》、王福生《叶酸对恶性贫

血的治疗报告 》、王季午《流行性腮腺炎对神经系统之

侵累 》等 ,结合贵州地方病实际情况 ,提出针对性治疗

措施与方案 ;尘辑《防痨三两事 》中说的“二氢键菌素

是链菌素的新近衍化物 ,比原有链菌素好得多 ”[ 3 ]
,则

对比性地介绍了治疗结核病的新药 ;霍蕴新、虞惠容

《贵阳所见之葡萄胎 》中说的“在贵阳自 1939至 1946

年共见 34例 ,然实际发生之数目当较此为多 ,因一部

分居民未就医而在家生产 ”[ 4 ]
,说明葡萄胎在贵州有

较高的发病率 ,显示了立足当地 ,为区域医疗文化作贡

献的特点。《院刊 》最先阐明血吸虫、疟疾、贫血病、结

核病、葡萄胎以及黑热病等为贵州地方性疾病 ,并强调

地方病防治工作是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搞好地

方病防治工作对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保护劳动力 ,促进

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院刊》中贾智钦在《贵州卫生事业概述 》一文中

说 :“看贵州的卫生事业 :已由省会发展到县城 ,更由

县城发展到乡镇。自廿七年至廿九年为创建时间 ,卅

年至卅三年为黄金时代。”[ 5 ]文中所载贵州卫生事业

创建的时间 ,恰为国立贵阳医学院建院时间 ;贵州卫生

事业黄金时代的开始 ,乃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

所成立的 1941年。显而易见 ,正是由于有了国立贵阳

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并通过其开展的大量工作 ,以及

《院刊 》医学内容的传播 ,才使贵州卫生事业从无到

有 ,并以贵阳为中心向省内各市县乡镇逐渐发展 ,明确

提出了贵州卫生事业的工作性质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

这在贵州地方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史上无疑是拓荒性的

创造 ,而这一切全赖于《院刊 》的传承才为后人所知。

由此可见 ,“高校学术期刊虽囿于校园 ,但它跨越

时空界限的制约与社会发生广泛联系并成为区域文化

的积极因素 ,这又大大超过了它自身‘内向性 ’的内

涵 ”[ 2 ]456。

3　促进地方医疗文化体系的缔构

　　《院刊 》也记载和促进了地方医疗制度的建设。

李方邕在《英国的保健制度 》一文中说“本人去秋

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奖助 ,赴欧美察考医教与卫

生曾到英国考察一月 ,除研究各医校卫生教学 ,外用数

日时间考察英国新建的保健制度 ”,指明“英国保健制

度之推行分为三个方面 :医生方面、医院方面、地方卫

生方面 ”,“英国政府认为民族健康 ,就是国家富强的

基本 ,人民健康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 6 ]。这首次在贵

州全面、系统地介绍英国医疗保健制度实施的情况和

意义 ,为贵州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 ,掀开了建

立贵州医疗保障制度的第一页。

朱懋根在刊登于《院刊 ·医师节特辑 》的《贵州医

事教育及卫生事业发展之商榷 》一文中指出“贵州在

过去十几年当中 ,有省卫生处之成立 ,省立医院之扩充

改良 ,高级医事职业学校之设立 ,中央并有国立贵阳医

学院的兴办 ,在医药学术方面 ,可算已有若干基础 ”,

告诫“大众在才财两方面 ,应按照以重点建设为原则。

人人都得到医护卫生保障的权利 ,人人也都有保障医

护卫生设施的义务 ”[ 7 ]。以贵州人民的健康安全为首

任 ,提倡为人们提供卫生医疗保障 ,从医生的培养、医

院的建设和地方卫生的工作开展等方面形成制度。

杨洁泉《医药卫生制度应行改革之刍议 》一文中

强调“每一国家任何制度 ,都有它的特殊环境做背景 ,

我们学人家的医药卫生制度 ,不能整个照搬。过去的

医药卫生制度确实犯了这个毛病 ,不能完全仿效欧美

的自由发展制度 ”,“医药卫生制度和计划的执行 ,必

须经济条件充足 ,方能按照计划彻底实行。必须改变

经费不独立 ,机构不独立的行政状况 ,以我想 ,十年后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必可与其他医药先进国家相媲

美”[ 8 ]。这将贵州地方医疗文化的创建 ,一开始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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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直达国际前沿的高起点 ,并且在发展中既借鉴欧

美 ,又创造了体现贵州地方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这

种引进、消化、吸收 ,以及在发展中的地方特色化创造 ,

均彰显了《院刊 》文化传播、传承、缔构的突出功能 ,

“在形成云、贵、川、藏地区学术文化中心地带的过程

中 ,高校及高校的期刊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有很多

区域文化的组成成分源自高校及其期刊 ”[ 2 ]361。

4　首开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先河

　　贵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医学期刊十分稀

少 ,《院刊 》的出版 ,标志着贵州第一份高等医学学术

期刊的诞生 ,谱写了贵州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新篇章。

该刊为月刊 ,前后共出版 89期 ,每期都在封面显著位

置标明校训 :“诚于己 ,忠于群 ,敬往思来。”这也是办

刊宗旨。

综合其各时期的启事、编者的话、重要纪念文章

等 ,可将其办刊思想归结为 :将办刊与“对国家社会的

使命和贡献 ”相联系 ,“建国先健民 ”,“医师对于国家

的责任 ,是保护民族生命 ,促进民族健康 ”[ 9 ]
;“不该再

墨守传统象牙塔的意见 ,要极力推行现代医学常识之平

民化”[ 10 ]
;传播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新技术和科研成

果 ,提供医学学术思想交流、酝酿、碰撞的最终结晶 ;促

进国立贵阳医学院医学教育的发展。其栏目主要有《学

术论著》《院闻》《人事辑要》《本学院图书馆最近收到图

书杂志一览》《附院近讯》《校友动态》《报告会纪要》《出

国教员近讯 》等栏目 ,由此显示了《院刊 》集学术性、科

普性与新闻性为一体的办刊特点 ,它紧扣时代脉搏 ,抓

住理论研究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提出了极为有价值的新

理论和新观点 ,既重视传播建立现代医学科学的民众信

任基础和医学科学知识的普及 ,又重视传播基础医学和

临床医学的研究 ,并以最新的科学理论凸现了妇产科等

优势学科和地方病防治的特殊地位 [ 11 ]。

可见 ,《院刊 》处于当时贵州医学学术论坛上的最

高地位 ,并引领了贵州高等医学传播事业的创新步伐 ,

它不仅记载着国立贵阳医学院的发展过程 ,而且是贵

州地方高等医学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珍贵文献。

5　结论

　　诞生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的《国立贵阳医

学院院刊 》,以直抵国际前沿的高起点奠定了贵州地

方高等医学文化的根基 ,开创了贵州地方高等医学文

化历史的新纪元。《院刊 》虽以反映本院医学教育和

医学学术交流为己任 ,但它正是依托这个地方医学文

化的最高论坛 ,形成了无可取代和史无前例的传播高

地 ,并且写就贵州地方科技文化传播和传承历史上灿

烂光辉的一页。同时 ,通过《院刊 》,将教育传播延伸

为社会教育传播 ,大大扩展了《院刊 》以及国立贵阳医

学院的内涵和外延。以《院刊 》为代表的高校科学技

术期刊在创办初期 ,受到了当时、当地区域科技文化的

诸多制约和影响 ,并逐渐成为当地区域文化中的一种

高层次文化形态 ,也成为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力转化

的重要媒介 ,并成为培养人才、开发智力的有力工具。

同时 ,高校学术期刊又是高校联系社会的纽带和从小

社会通向大社会的桥梁 ,这种功能反作用于高校 ,又成

为推进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动力。

因此 ,地方高校科技期刊具有地方科技文化缔构

的强劲职能 ,而在这种文化缔构的进程中 ,不仅形成了

地方文化最具创造性的元素 ,而且形成了地方高校办

学特色和地方高校科技期刊特色中最为鲜明的部分。

即便今天 ,这也是地方高校科技期刊区域定位所应遵

循的基本规律之一。

承蒙国立贵阳医学院内科专家、第 4任院长张美

祥教授 ,贵阳医学院生物化学专家、第 6任院长任锡麟

博士 ,国立贵阳医学院妇产科专家沈碧莹教授 ,贵阳医

学院药理学专家夏炳南教授 ,贵阳医学院预防医学专

家朱延伟教授的支持和帮助 ,谨致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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