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儿童健康的保护神
——华西妇儿医学的建立与成长
金开泰
妇女儿童在社会群体中既是一个弱势群体，又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群体。关
注妇女儿童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妇女儿童健康保健也有其自身
的特点，需要更多的关注，所以妇幼医疗保健自然是人类医学的重要方面。华
西医学自诞生以来就十分重视妇女儿童的健康保健工作，是妇女儿童健康值得
信赖的保护神。笔者从有限的信息中对它的建立与成长作一个简单的概述，为
华西坝文化补上一个篇章。
一、

初创：

1892 年加拿大英美会赫斐秋、启尔德、史蒂文森首先在成都四圣祠北街建立
的福音堂中开办了西医诊所，其后几经挫折发展为仁济男医院。1893 年加拿大英
美会女布道会之邀请多伦多大学女子医学院的启希贤来华创建四川女会，1896 年
她在四圣祠医院建立了妇孺病床，开启了妇孺的专科诊治。
启希贤（Dr. Retta Gifford.Kilbom. ）1863 年出生在安大
略省的麦福特（Meaford），是当时被允许进入多伦多大学女
子医学院少有的女学生之一，1891 年毕业，成为医学博士、
通讯院士。1894 年在成都与丧妻的启尔德结为伉俪。1896 年
她在成都惜字宫街开办了女医院，1912 年迁惜字宫南街，
后定名仁济女医院，又名妇孺医院，这便是四川最早的妇女
医院。该院设病床 52 张，开展平产接生，妇女儿童疾病的日常诊疗工作。1914
年亦成为华大医科的教学和实习基地，1940 年被火烧后并入了四圣祠仁济医院。
启希贤是在华西工作的第一位经过专门训练、技术精湛的女医生，最大的
贡献是为妇女儿童医治疾病，在医院中她经常忙于在手术台上救治那些生病或
受伤的妇女和儿童。此外在学校招收女生前，启希贤怀着年青人的热情，反复
劝说领导，力争医学院招收女学生，是大学向女学生开放的积极推动者；她与
丈夫一样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其他教友一道，遇到困难毫不灰心，专心致力于

教会给予的工
作和对中国人
民的奉献。她
和丈夫一样，
极具口才，深
受中国人的欢
迎、信赖。
她还
是反对缠脚运
动的志愿者之
一，是该协会
早期的主席。
1920 年启尔德病逝后，她重返华西，除继续管理医院外，还在医学院担任儿科
学、治疗学和其他一些课程的教学，一直工作到 1933 年退休回国。1942 年 12
月 1 日在加拿大病逝，享年 79 岁。
1914 年在启尔德的筹办下，华西协合大学建立了医科，学生要全科学习。
妇儿医学当时为妇产科与婴症疗法，安排在第五、六学年。早期从事妇产儿科
教学的医生还有：
首任院长甘来德教授。他是美以美会成员，美国文学士，
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1894 年甘来德将早期的药房发展成陕
西街存仁医院，任院长。他是一位有声望的医生，除教授产
科学，还讲授人体解剖学，1919 年回国。

谢道坚教授，他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03 年来华，
在乐山、成都仁济医院工作。教授妇产、儿科。著有供学生
用的“Case Taking”。 1930 年 3 月，因腹膜炎去世。

李哲士，他是美国籍，1888 出生于瑞典世家，
美国叙古拉大学哲学学士、医学博士，曾在美国 Syracuse 大学、
英国伦敦大学及中国协和医学院工作过，1917 年来校任妇产科

教师，兼任妇产科学主任，产科医师。一度任过存仁医院院长。1927-1929 年继
黎伯斐任医学院院长，用中文写过生物化学的著作。
1920 年四名首批医学生毕业。随后加拿大教会补充来的妇产科医生有：
韩芳清(G.S. Cunningham) 女，属英美会。加拿大马革尼大学文
学士、曼托尼巴大学文学士、曼托尼巴大学医学博士、皇家外科
及内科医师学会会员。 1923 年到校, 初在成都市庆云街惜字宫
女医院任职、副教授，其后去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学，回
校后任妇产科教授，工作长达 20 多年，1951 年回国。
1932 年仁济女医院门诊 9348 人次，病床 70 张，住院 1427 人次，手术 312
人次。
1933 年学校在中国政府立案后，1936 年医学院的设立了相应的系，组织教
学，类似后来的教研室。妇科为产科学及妇科学系，系主任李哲士、韩芳清，
其内容为产科与妇科之理论及临症，产科与妇科之临症工作；儿科为小儿科学
系，其内容为医科小儿科学，实用口腔小儿科学。系主任启罗树仁
（Jean.E.Millar. Kilborn）。她 1906 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
省，毕业于 Wesfem Ontario 大学，获医学博士（M·D）学位，
是一位麻醉医生。
1932 年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派遣来
成都准备接替启希贤退休后的工作，继续管理医院，又接替了
启希贤大量的儿科教学工作。
1937 年回多伦多大学小儿科进修,
返回后承担儿科教学。还在迁往仁寿的 CS 学校任医生。1941
年－46 年返国，1944 年获维多利亚麻醉学专家证书，1947 年与启真道在香港结
婚，再回华大任教。1952 年到香港大学任教。
抗战时期，中大医学院、齐大医学院迁来华西坝，三校医学院组成了联合
医院，共同组织学生实习。医生有中大医学院的 1932 年霍布金斯大学医学博士
阴毓璋教授。其他的是各校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如 1932 年华西业的乐以成，曾
到北京协和医院，师从中国妇科泰斗林巧稚，又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妇女医院、
美国洛杉机大学医院升造，1941 年返校后任讲师、副教授，1944 年任妇产科教
授，代理产妇科主任；1935 年毕业的熊璧双，1936 至 37 年在协和进修，回来
后从事妇产科教学。小儿科有 1926 年毕业的杜顺德，其后入北京协合医院学习，

1929 年冬返华西协合大学任讲师及儿科住院总医师。1933 年赴上海利斯特研究
院进修一年，返校后升副教授。其后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儿科研究班攻读，
随后在费城儿童医院任住院医生。1940 年回国后任医学院内科教授，儿科独立
建制后任主任；还有 1932 年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到中大医学院，随中大来的樊
培禄在儿科，任讲师、副教授；1933 年齐鲁大学毕业的毕金钊，随校迁来，亦
参加儿科教学工作；1937 年华大毕业的张君儒，毕业后在医院从事儿科工作，
1943 年聘任讲师。
二、中国妇儿专业人员的成长
1940 年仁济女医院被大火烧毁，并入了男医院，合并后的仁济医院，开设
内、外、妇、儿四大主科。
早在 1924 年大学即提出建立“华西医药卫生中心”的方案，后选址在国学
巷，1942 年部分建成开业，1946 年 6 月 20 日完全建成，正式开业。先期病床 230
张，其中妇产科 40 张，医生、教师有韩芳清、乐以成、熊璧双、李振家、胡德
操、贾焕书、李培华、田文瑛、施纫兰 9 人；1942 年妇产科在华西医讯上发表
有《晚期胎儿的厄运》、《子宫内膜病理检查的意义》、《自然形子宫破裂》的论
文。
儿科 25 张，医生、教师有杜顺德、毕金钊、张君儒、刘咏儒、李宝爱、李
魁岸、庞贻豫、丁倜 8 人。杜顺德对新生儿破伤风的研究治疗上，取得很大突
破，使死亡率下降到 27.2%。
在与外籍医生的共事及不断培训中，中国医生迅速成长，代表人物如：
乐以成， 1932 年华大医学院毕业，获本校及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医学博士学位，
是华西协合大学首创女子教育以来第一个获
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女性。留校任助教后，于 1933 年被派往北
京协和医院实习，师从中国妇科泰斗林巧稚，回校后任华大医
学院妇产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1939 年赴加拿大多伦多
大学妇女医院任住院总医生、美国洛杉机大学医院任主治医
生，1941 年返校后任讲师、副教授、主治医师，1944 年任妇产科教授，代理产
妇科主任，1946 年任副主任。
1948 年到英国伦敦皇家医学院产妇科进行研究，废
寝忘食吸取妇产科最前沿的知识，竟然三天内完成了 18 个手术。1950 年她怀着

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回到了华西大学，1953 年国务院授予一级教授荣誉称号，担
任了妇产科教研室主任。她在华西首先开展了经阴道子宫切除术及逆行子宫广
泛切除术。对外伤性妊娠子宫破裂的治疗研究及内分泌与生育关系的研究都有
深厚的造诣。经她处理、抢救的病人无以计数。1946 年康定地方医院一位护士
初产时由于处理不当，导致子宫急性内翻，经当地教会医院的英国医生处理未
果，送来成都，病人已卧床不起，病情垂危，但经乐以成精心诊治后，终于痊
愈出院。1966 年一位青年妇女，身体健康，第一次妊娠，到本校产科分娩，因
处理不当，导致子宫内翻，经数小时抢救无效，出血不止，危在旦夕，但经她
手术后，仅几分钟，病人得以挽救。她编著有《妇产科医师手册》、参编有《妇
产科疑难问题解答》、《阴道手术学图谱》等著作，《妇产科疑难问题解答》获四
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发表有《四川地区正常女性骨盆测量》、《子宫肌瘤手
术治疗》等论文数十篇。
杜顺德，1926 年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毕业，同时获纽约州
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其后入北京协合医院学习，任助理医师
和病理系研究生。1929 年冬返华西协合大学任讲师及儿科住
院总医师。1933 年赴上海利斯特研究院进修一年，返校后升
副教授。同年七月通过华大教授李哲士的帮助，入宾夕法尼亚
大学研究院儿科研究班攻读，随后在费城儿童医院任住院医
生。1940 年回国后一直任医学院内科教授，1952 年起任《中华儿科杂志》编
委。20 世纪 30 年代他从事内科和寄生虫学的教学和研究，1930 年他从鸡蛋表
面发现了吸虫，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了《一个鸡蛋之二成虫吸虫》；还
调查了 425 只河虾和溪虾，发现了 137 只感染了肝吸虫，发表了《成都及附近虾
体之吸虫报告》，认为吃醉虾是肝吸虫感染的主要途径之一；1931 年报告了华西
人体常见的寄生虫病，并用碱性龙胆紫染色法检查出血液中梅毒螺旋体。1934
年最早发现四川存在黑热病，1943 年又从病儿胸骨穿刺涂片中证实了黑热病。
1937 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儿科硕士学位，撰写了《正常儿童的一小
时二剂葡萄糖耐量试验》，将多次抽血改为两次抽血，用微量法测血糖，得到了
导师的赞许。1939 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美国费城儿童医院、加拿大
多伦多儿童医院实习，任住院医生。1940 年回华大任内科教授，说服、促进医

院将儿科单独建制；1943 年在华西首先报告了一例牛痘脑炎。1946 年他在华
大校刊上报导发现了一例小儿黑热病，经骨穿涂片，发现骨髓中有利什曼原
虫，并经血液学家揣怡然证明无讹。他在儿科首先是致力于降低新生儿破伤风
的死亡率，1947 年—1949 年，他处理的 11 例新生儿破伤风中，8 例痊愈，死亡
率下降到 27.2%。1947 年起他收治了 10 多例原因不明的急性溶血性患儿，1951
年他经过大量的研究证明是吃蚕豆引起，命名为蚕豆病，在国内引起了重视，
截至 1980 年华西儿科收治了 500 例以上。1955 年广东地区大流行，患者达千人
以上，杜顺德与在中山医学院的长子杜传书，共同进行了现场调查，由杜传书
证实了红细胞内缺乏 6—磷酸葡萄糖脱氧酶，并写成了《蚕豆病》一书，杜顺德
进行了评审，该研究成果的推广，使该病的死亡率下降到 1%以下。其他重要论
文还有《成都的伤寒和副伤寒》、《血液螺旋体简易染色法》、《牛豆大脑炎》、
《四川黑热病》、《中国西部的蚕豆病》等。
在记述四川妇儿医学时，我们还要提到满秀实和她的进
益助产学校。满秀实 1896 年 1 月 4 日在重庆出生，幼年的满
秀实是跟随父亲在重庆长大的。1914 年秋随父回美国，读完
高中后考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1925 年毕业，返回成都，
在存
仁医院任皮肤科医生。1928 年入耶鲁大学学习妇产科专业。
1931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成都创办成都进益高级助产职业学
校，附设进益产科诊所。开业地址为南门文庙后街 96 号。后迁移到小天竺街，
建成了产科医院，满秀实一直任院长。1950 年 10 月离境。1951 年 1 月经香港
返回美国，起初住在蒙大拿州，父亲死后，随母亲搬到加州核桃溪。1953 年到
加州康特拉科斯塔
县一个叫做“Well
Baby”的婴儿诊所当
医生，直到 1965 年
退休，搬到俄勒冈
州的阿什兰，过着平
淡而充实的独居生
活，曾致信总统反对

赿南战争。
1980 年 4 月 13 日病逝，
享年 84 岁。
进益产校由卫理公会女布道会捐资 1500 美金建立，有房产 2 幢，共 61 间，
占地 216 平方米，先在文庙街，1936 年迁到长顺街，在陕西街存仁医院设门诊
部；1938 年 5 月迁小天竺街 97 号（高琦中学学舍旁），并附设产科医院。1939
年秋在教育部立案。1945 年前没有固定经费，除附属医院收入外，其余由外籍
人员劝募筹集，满秀实在返美期间，均要为学校和医院募筹资金、医药和器材。
1945 年后，由美国卫理公会女布道会每年补助 1000 美金。1949 年冬曾新建医
院一幢，所用资金 9000 银元由女布道会负担。学生一、二年级时每年交纳伙食
费 400 元，三年级全免。1950 年，因经费缺乏而停办。从 1931 年 9 月 14 日招
收了 20 多名女生，1933 年夏天 9 名女生毕业。到 1950 年 7 月共有 131 名助产
士毕业。
满秀实任过第一任校长后，相继任有王馨如、李振家、彭志兰、崔秀兰、
李淡如。1950 年 12 月 5 日华西大学协合教会经各教会总部决定，愿将各该会在
大学校园以内及附近所置建筑物、地皮产权连同东巷子进益产科医院琦园全部
移交给大学。进益产科主要是培养助产士，面向底层民众，服务普通老百姓。
服务面广，收费低。华西没有上门服务的医生，因此住不起院的产妇，就只有
请进益产科的助产士上门接生。笔者有幸结识了第一班学生、产院的雷德渊之
子唐永实先生，他送给我母亲的遗稿《怀念良师——满秀实医生》，稿中说：满
医生处处为病人着想，遇到空袭总是先转移病人。一次在东马棚街一位产后数
月的人突发急腹症，她将她送往女医院，急需输血，她主动给病人输了血。当
大家关心她的身体时，她却说：我献了这点血没关系，可以很快补起来，却挽
救了一个生命。一次军阀陈书农的太太已预订请满医生接生，要给 50 多元钱，
此时正遇一位难产的穷人，即使在陈的卫兵威逼下，她仍先去穷人家。后来学
生议论纷纷，医院经济那么困难，50 元不挣，却为一个难产，分文不取。她却
对学生说：一个人的生命才值 50 多元钱吗？一次我去鼓楼街刘家接生，回来后
她听到我的报告，得知未修补会阴，立即同我返回刘家，妥善处理后才离开。
三、 妇儿医学的发展
1950 年接办后，外籍医生撤离，乐以成和杜顺德等华西医生分别完全掌控了
妇产和儿科。四川医学院建立后，医院进行了调整，1955 年妇产科病床达 98 张，

其中妇科 50 张，产科 48 张。先后增加医师何春荣、杨式之、张光玗、李望霓
等。1950 年儿科床位 42 张，55 年建立小儿传染病床 15 张。到 1964 年，儿科
病床扩大到
110 张，先后
增加了张启
光、唐泽媛、
郑德元、李承
宁等。妇产科
在医疗上不
断提升其诊
断治疗水平，
还出版了专
业图书《妇科
阴式手术图
解 》、《 妇 产
科医师手册
解 》、《 妇 产
科医难杂志》
等。儿科杜
顺德 1951 年
发现了蚕豆
病，在诊断
治疗上取得
重大成绩，1954 年公布于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引起了国内医学界的重
视。
虽然妇产儿科也同时经历了社会的曲折，但总是在前进中，每年都从医学
院的毕业生中吸收新人进入，而不断壮大，并日益形成一批骨干队伍。如妇产
科的王世阆、韩字研、曹泽毅、谢蜀祥、彭芝兰等，儿科刘正乐、潘恩潭、唐
胜才、钱幼琼、廖清奎等。

华西妇儿医学的快速发展是在 1987 年 11 月由学校申报，卫生部同意将
1982 年开始兴建的第二附属医院改为妇产儿童专科医院，从华西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中将妇产儿科分离出来独立建院开始的。当时床位设置 299 张，其中
妇产科 169 张，（妇科 56 张，产科 86 张，计划生育科 25 张），儿科 130 张（普
儿科 30 张，小儿心脏科 25 张，小儿血液科 25 张，新生儿科 20 张），传染儿科
25 张继续在附一院传染病房。院长彭芝兰，副院长钱幼琼，白美琼。1989 年 5
月搬迁完成，开始全面运行。1994 年被批准为“爱婴医院”，1999 年 10 月 29
日“三等甲级妇女儿童医院”获得正式挂牌，医院的门诊、住院都创了新的纪
录，2000 年门诊达 359407 人次，住院达 17208 次，手术 7351 人次，分娩 3379
人次。
1986 年起妇儿均进入硕博研究生的培养行列，至 2000 年先后有曹泽毅、王
世阆、彭芝兰、刘淑芸，唐泽媛、廖清奎、罗春华、姚裕家、符仁义等入选博
士导师；40 多人进入硕士导师。先后招收博士生 78 名，硕士生 280 余名。1986
年正式成立妇幼卫生系。
2001 年到 2010 年医院得到了急速扩张。2004 年起改建门急诊和住院楼（北
楼），新建科教楼（南楼）及辅助楼，又取得了华西美庐学校东楼作为医院科研
大楼的使用，医院床位经过两次增加，2010 年达 600 张，2009 年门急诊达
1075982 人次，出院病人达 30799 人次，手术 17175 人次。先后成立了辅助生殖
技术、妇产科腔镜、先天心脏病介入治疗、干细胞移植、神经发育与康复治疗、
产前诊断技术等平台，大力提高医疗质量。如干细胞移植平台开展了首例脐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地中海贫血成功，开展了骨髓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慢
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开展了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
髓性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治疗年手术量以 25%的速度递增。
在诊疗中也出现过许多感人故事，如 2001 年为实现作妈妈的梦想，王女士
经过六年的求医路，最后来到了附二院，李尚为医生为她实施辅助生育技术助
孕，取出了 18 个卵子，与丈夫的精子体外受精，培养了 16 全优质胚胎，放 3
个回王女士了宫。13 个冷冻保存。然而未曾料到 3 个未能存活。过了半年王女
士再次就医，李医生为她将冷冻的胚胎解冻移植，两周后成功怀孕，9 月后刘淑
云为她取出了小生命，一个健康的男孩降临，为纪念这个在液氮罐“冬眠”的

小生命，父母为他取名“冬冬” ，2003 年父母带他来见了两位大夫。这是四川
冷冻胚胎解冻移植产下的首例试管婴儿 。2004 年 3 月云南盐津县罗吉伟在肝移
植两年后怀孕了，这可是中国首位世界肝移植术后最短怀孕的母亲，成对诸多
不确定的因素，她来到了附二院产科，医院为她组成了以曾蔚越等为首的治疗
小组，在紧急情况下采取了急救，剖腹取出一个身长仅 42 厘米，体重 2 公斤的
小生命，当时没有哭声，没有呼吸，心跳十分微弱，全身松软无力，医院新生
儿科姚裕家医生等经 40 多天守护、抢救，终于让他脱离了危险期。出院时罗女
士流着泪说：“我的生命是华西医院给的，我的儿子的生命是华西二院给的，
我和大夫商量好了，准备给孩子取名为“赵华西”，以此来感谢这么多帮助我们、
关心我们的好人！”
10 年中又涌现出一批新秀，入选博士导师 27 人，硕士导师 70 人。招收了博
士生 201 人，硕士生 584 人。2007 年妇产科学和儿科学同时获准为国家重点学
科，获准成立了西部妇幼医学研究院。科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获省部级三
等以上奖励 44 项。如 1990 年廖清奎主持的缺铁性贫血实验及临床和群体防治
十年研究；2008 年毛萌主持的中国妇幼卫生监测体系研究，先后获四川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关于出生
缺陷的研究。那
是始于 1981 年
医学遗传学肖
坤则对儿童和
围产儿童进行
的缺陷调查，
1984 年成立了
我国第一个出
生缺陷监测中
心，建立了监测网，先后绘制了《四川省出生缺陷分布图集》，《中国出生缺陷
地图集》，1987 年经卫生部批准成立“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1995 年肖坤则
主持的中国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及高危高发出生缺陷的病因学探讨获国家科技

进步三等奖。1993 年经学校决定中心隶属于附二院，因肖坤则出国，由张肇达
兼任主任，彭芝兰、周同甫、毛萌、朱军任副主任，朱实际主持管理工作。
1998 年与卫生部妇幼司协议成立了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实施三网合一，
形成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334 个监测区县、1.4 亿人口、监测医院达 783
所的监测网络。2012 年发布了 1996-2006 出生缺陷地图集。2013 年在京举办第
二届中国出生缺陷防控论坛。
提高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2005 年在崇州儿童食物中毒事件中进行了
应急救治，无一患儿死亡。2008 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中参与了省的应急，制定
了处理方案，科学应对，无一死亡；在汶川地震中，救治妇女儿童 329 人，医
院门急诊照常进行，参加灾后重建，获全国总工会“工人先锋”称号。
国际交流日益扩大，与美、澳等国家和地区大学建立了合作与交流。
多年来华西被选拔到国家卫生部任副部长级的只有曹泽毅、殷大奎二人。
曹便是从妇产科走出去的，也是值得华西妇产医学记载的。
曹泽毅，四川江津人 1933 年出生，1956 年四川医学院医学系
毕业。1968 年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2 年
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院获博士学位。1982——1983 年在美
国 Houston M.D.Anderson 肿瘤医院 Miami Jakson Memrial 医
院进修和访问。1984 年任四川医学院院长，1986 年任教授，
后任博士导师。1988 年任卫生部副部长。1991 年任中华医学
会常务副会长，兼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总编
辑、卫生部科技进步奖评委会副主任等职，国际妇科肿瘤学会、瑞士妇产科学
会会员。一直从事教学和专业技术工作。1998 年组织了全国妇科肿瘤组的专家
编写了《妇科肿瘤学》，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诊治规范，为妇科肿瘤病学的
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99 年又组织了全国 160 余位资深专家和一批第
一线的优秀医师编写了 620 万字的《中华妇产科学》，反映了当今国内外最新的
科研成果和水平，是我国上世纪妇产科界的一部巨著。
华西妇儿医学的百年沧桑，反映了华西坝文明进步的伟大旅程，为我们谱
写了憾动人心的美丽篇章，愿它在新世纪中发扬传统，抵制不良侵袭，有更出
色的成就。
参见：华西医院史稿及华西妇产儿童医院史稿及其他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