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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 21位创建人

张圣芬  陈永生

1915年 2月 5日，伍连德、颜福庆、刁信德、

俞凤宾、许世芳、古恩康、丁福保、陈天宠、高恩养、肖

智吉、唐乃安、康成、成颂文、李永和、刘湛燊、梁重良、

钟拱辰、黄琼仙、石美玉、陶漱石、曹丽云等21位医

生，在上海 YiLung Lao 餐厅聚会。这不是一次普

通的餐叙，而是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的重要会议，

他们是中华医学会创建人。

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医学发

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百年已成过往，中华医学会

历经沧桑。100 年来，经过与博医会合并、抗日战

争、国内战争、政体更替等等，中华医学会名称从未

变更,会刊《中华医学杂志》的出版从未间断，学会

的学术活动从未停止。这在中国学术团体和科技期

刊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中华医学会对中国现代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21位创建人的功绩应该载入史册。

《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内部刊印）曾对其中20

人做过简要记述，并附有 12 人的照片。笔者在其

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新资料，撰成此文以纪念中华医

学会百年华诞。由于资料仍欠丰赡，对 21 位医师

生平事略的记述详略不一，恳请同道补充、订正。

1.伍连德

伍连德（1879

—1960），字星联，

祖籍广东新宁（今广

东省台山市），出生

于马来西亚。1896

年考取英国皇家奖学

金，进剑桥大学伊曼

纽西尔医学院 。

1903年获医学博士

学位，同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返回马来西亚，

在吉隆坡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开业行医。

1907 年，伍连德应清政府聘请，回国在天津北洋

军医处任职。翌年又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副校

长）。1910年12月，奉命赴哈尔滨任东三省防鼠

疫总医官。清政府为表彰伍连德防治东北鼠疫之功，

特赏予“进士出身”，因此成为21位创建人中唯

一有科举功名者。1911年4月担任奉天万国鼠疫研

究会议主席。1911年7月筹建东北防疫总处并任处

长，直至1931年该处解散。1913年任大总统侍从

医官，前后10余年。 

早在1910年，伍连德赴东北之前，就拟定了

一个建立中华医学会的计划纲要，“但同行们认为

时机尚不成熟”[1]。伍连德在其自传中说到：

“1914年5月，正值我定期访问上海期间，我向

当地医界领袖和执业医师咨询过有关成立全国性医

学会事宜”[1]。当时，他与颜福庆、俞凤宾、刁信德、

肖智吉、古恩康、黄琼仙等7人，在俞凤宾医师家中

共同讨论过组织中华医学会的事宜。根据颜福庆在

《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中华医学会宣言书》中所记，

“同人等以为此事刻不容缓，乃将其具有与会资格

之医生酌拟多名[2]”，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这7人

可称为发起人。

1915年2月5日，中国旧历新年前夕，伍连德

利用在上海参加博医会年会的机会，邀请出席博医

会的华人西医21人，组织成立了“中华医学会”

（英文名称为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可以说，当新一年的曙光照耀中国大地，

随着中华医学会的诞生，标志着当时被称为“新

医”的现代医学在中国成长壮大的时代也到来了。

有学者评价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西医本土化的标

志”,“标志着中国人自己来传播‘新医学’，中国

人从此掌握了医学在中国发展的主动权”[3]。

成立会上，与会者推举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

为书记，刁信德为会计，俞凤宾为庶务，肖智吉、

曹丽云、黄琼仙、康成、唐乃安为委员，并决定暂借

上海南京路34号俞凤宾诊所为学会临时会所。当场

集款300美元作为学会经费。是年11月 ，《中华医

学杂志》第1卷第1期出版，伍连德任总编辑，俞凤

宾为庶务，刁信德为会计，投稿需寄至哈尔滨防疫

局伍连德处。

1916 年 2 月 7 日，中华医学会第 1 次会员

大会在上海四川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殉道堂举行，

选举伍连德任会长，并成立了会员部、公众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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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词部。伍连德还同刘瑞恒、俞凤宾一起承担杂志

的编辑工作，与颜福庆、刁信德一起负责公众卫生

部的事务。1917 年伍连德在第 2 次大会上连任会

长至 1920年。此后，他 4度担任学会监察委员会

委员，3次被推举为《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公共

卫生委员会委员，先后 2次担任董事部董事，并当

选为中华医学会首届公共卫生学会会长。

伍连德在防疫、检疫、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提

倡节制生育、促进对外交流等诸多方面都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在此不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伍连德离开上海全

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举家返回马来西亚，定居

怡保市，开设私人诊所。1960年病逝于马来西亚槟

榔屿。

2．颜福庆 

颜福庆(1882

—1970) ，字克卿，

祖籍厦门。1882 年

农历七月十八日出生

于上海江湾一个清贫

的基督教牧师家庭 。

1903年毕业于上海
圣约翰书院医学部，

入上海同仁医院作实

习医生。1904年赴

南非约翰内斯堡多本金矿当华工矿医，次年返回 。

1906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1909 年 6

月获该校医学博士学位；7月赴英国利物浦热带病

学院进修，12 月获该校热带病学学位证书。回国后，

1910年 2月成为中国博医会第 1个正式中国会员，

并在长沙雅礼医院坐诊，在雅礼学堂教授卫生学 。

1916年再赴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进修，次

年获公共卫生学证书[4]。

颜福庆与伍连德等 7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医学

会。颜福庆后来在《中华医学杂志》创刊号撰文记述

了 1915年 2月中华医学会成立会的情景：“其开

会之精神秩序诚足为将来本会发达之预兆，当场立

筹会款 300元，以为本会基础，并举定临时干事

六人，以定会中各项章程及预备下年二月在上海开

全体大会一切事务”[2]，其兴奋心情溢于言表。

在成立会上，颜福庆被选为会长。在 1年的任

期内，颜福庆完成了学会的申报登记，1915年 7

月 3日，中华医学会获教育部批准立案，成为合法

团体；发表宣言书，昭告了中华医学会“巩固医家

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药卫生，联络华洋医

界”的办会宗旨；大力发展会员，当年 11月已有

会员 232人，巩固了学会组织基础；筹备召开第

1次会员大会，扩大了学会在社会上的影响。

颜福庆曾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部委员、医学

名词委办、介绍会员委员、监察委员、董事部董事、医

院标准委员会主席、医学教育委员会主席、精神病学

委员会主席、医院管理研究会会长、湖南支会执行委

员等职。1932年 4月 15日，他作为临时主席，主

持了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博医会研究讨论合并事宜的

联合执委会会议。

颜福庆先后创办了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湖

南医科大学前身）、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

科大学前身）、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

为中国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任中

国红十字会医院院长、中国麻风救济会会长、卫生署

助产委员会主席、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副主席、中

国防痨协会常务理事等。1930年发起组织上海节

育研究社，1934年该组织调整，他被推选为会长，

在上海推行节制生育，取得许多卓有成效的进步
[5]。1933年任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并曾到古北口前线慰问、救护伤员。1938年

5月—1940年 5月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抗日

战争胜利后，他回到上海医学院教授公共卫生学。

解放后，在上海医学院一直担任学院副职；曾当选

为中华医学会第十七届理事会理事、第十八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

1970年 11月 29日，颜福庆在上海逝世。

3．刁信德

2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01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4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3367.htm


刁 信 德 (1878—

1958) ，广东兴宁人 。

1903 年毕业于上海圣

约翰大 学 医 学 部 [6] ，

1905 年与颜福庆同到

南非某金矿任矿医，几

年后回国，1909 年获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博

士学位。1910 年留学美国,1911 年获宾夕法尼亚

大学卫生学博士和热带病学博士学位。1915 年初

回国，在上海虹口同仁医院（圣约翰大学医科教学

和临床实习基地）任职，历任上海同仁医院内科主

任、监督、主席、董事等职。1927—1928年曾任上

海红十字会医院院长。历任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授、

教务长、院长，执教 30余年，沪上不少名西医皆

出其门下。同时在上海开业行医。1917年，发起成

立中华职业教育社。

刁信德是中华医学会 7位发起人之一，在成立

会上即被推为会计，一直担任到第 3次大会召开；

第 2次大会还被推选为《中华医学杂志》分科编辑、

卫生部及研究部委办，兼任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

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联合组成的中华卫生教育联

合会副会长；第 3次大会当选副会长，兼卫生教育、

名词委办；第 4次大会被推选为会长，并与俞凤宾

同为《中华医学杂志》总编；第 5次大会被推选为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主笔及上海总会执行委员之一；

第 6 次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第 7 次大会当选为

总会干事；第 8次大会后被执委会推定担任会员委

员会主席并与前会长一起担任监察委员；第 9次大

会上担任募捐委员会委员，作为大会主席，与中华

麻风救济会共同召开全国麻风大会；第 10～12 次

大会当选为董事或监察委员。

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初，为加强分散各地医生的

联络与沟通，曾编辑《中国医士人名录》，第 1辑成

于 1915年，由刁信德主其事。

1916 年、1920 年任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副

会长。先后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中华健康协会

理事会会长，以及中华麻风救济会副会长等。

4、俞凤宾

俞凤宾(1884—1930) ，名庆恩，江苏太仓

人。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1907

年应聘

服务于邮传部高等实验学堂，并组建脚气病研究所。

1912 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专修热带病学

及公共卫生学，获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1915 年

回国，在上海开业行医，旋即兼任南洋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前身）校医 15 载。在学校进行卫生讲演，

开展传染病预防、体育卫生督导和学生常见病的诊

治等。俞凤宾以美国

医学博士和中华医

学会创建人等身份

兼任大学校医，为

推动中国早期学校

卫生和校医制度的

发展做出了显著贡

献。1923 年任圣约

翰大学医科教授，

兼任卫生部中央卫

生委员会委员、中央

大学医学院教授。

1914年 5月，他与伍连德、颜福庆等 7人发

起准备成立中华医学会。1915 年 2 月 5 日，中华

医学会成立，俞凤宾为庶务，并把自己的诊所作为

学会临时办公地点长达 10 年，直至 1925 年 3 月

学会借用上海西藏路 545号时济医院 2 间房屋作

为办公场所。在中华医学会第 1～2 次大会上被选

为副会长，第 3次大会上被选为会长，第 6次大会

被选为执行委员。

俞凤宾在医学名词审定方面贡献突出。在中华

医学会第 1次大会上即发表有关医学名词的演讲，

并被推举为名词部委员，以后连续担任学会名词部

主任委员。第 1次大会后，作为中华医学会代表之

一，出席江苏省教育会举办的医学名词谈话会，参

与了成立医学名词审查会（1918 年医学名词审查

会扩充为科学名词审查会）的筹划；1917 年名词

审查会决议在上海设执行部，俞凤宾作为中华医学

会代表被推为部员。以后，多次作为中华医学会代

表，先后参加了解剖学名词、化学名词、细菌学名词、

病理学名词的审查工作。1927年由他作序的《医学

解剖学名词》出版。

俞凤宾对《中华医学杂志》的创办、发展亦倾注

诸多心血。自第 2次大会当选总编辑后，连任 4届

（第 5次大会当选中文主笔）。第 6次大会召开时，

俞凤宾因病未能出席，时任会长牛惠霖特别报告：

“俞凤宾一向热心于会务，历年负责杂志中文编辑

及一切重要会务，本会当特别函谢”[7]。

1925 年，俞凤宾与牛惠霖同作为中华医学会

3



代表，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远东热带病医学会第

6次大会，并宣读论文。

俞凤宾 1923年发表《健康教育之提倡》[8],这

是中国近代第 1篇使用“健康教育”专门术语所撰

写的专文，在中国近代健康教育史上，有开拓性的

意义。

俞凤宾还在上海创办《医学世界》，暇时热心

著述，著有《学校卫生讲义》、《学校卫生要旨》、《卫

生丛话》（4册）、《个人卫生篇》，译作有《肺痨康

复法》等。其以“俞凤宾”或“俞庆恩”之名，发表

大量文论，据不完全统计，约 250余篇。他还爱好

文学，早年参加柳亚子倡办的南社；收藏了许多善

本古籍；晚年刊印了《太昆先哲格言》以及《太昆先

哲遗书》20余种。

1930 年 12 月 4 日，俞因患慢性肾炎在沪逝

世。据《中华医学杂志》报导，上海医学界 7团体联

合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华医学杂志》等刊物刊登了

悼文。 

5、许世芳

许 世 芳 （ 1884

—？），福建闽侯人。

北洋海军医学堂第 8

届毕业生。曾任山海关

防疫委员、德州兵工厂

总医官、美国军医大学

特派员、学部名词馆医

科编纂（1911 年任名

词馆分纂，专任编订西

药名词）等。1914 年

6 月 28 日被授予海军

军医大监。1915年 7月 17日任吴淞海军医院院长。

1918 年 10月 7日调任海军总司令公署军医课长 。

1919 年 11 月 25 日被授予海军军医主监。1923

年 4 月 10 日任海军上海军医课长。1928 年 8 月

27 日任南京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 。

1929 年 11 月 6 日任国军编遣委员会海军编遣区

卫生课长。

1915 年，许世芳作为 7 位发起人之一，参加

中华医学会成立会议。1918年 11月 8日，许世芳

在学会召开的学术会议上演说研究医术药学的方针。

目前尚未发现更多其活动记载。笔者推测,他可能主

要服务于海军，故未见在沪开设诊所及其后相关活

动的报导。

6．古恩康

古 恩 康 （ 生卒年 不 详 ） ，

1907 年圣约翰大学毕业，1921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热带病医学博

士学位。曾任上海同仁医院住院医

师、内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等。同时

在上海开设诊所。

古恩康是中华医学会 7位发起人之一。在第 2次

大会上与唐乃安、俞凤宾同时当选为会员部委员；

在第 4次大会上，与刁信德、石美玉等共同担任大

会游览招待工作。1924 年担任上海支会会长，

1925年连任。192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 6次大会上

当选副会长，任内曾作为会所委员参与经办上海成

都路基地会所相关事宜。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古恩康曾主持上海商务

印书馆印刷厂的医疗及防疫工作。1924 年他在商

务印书馆设立疗养室，曾聘请高恩养主持。他曾任

中国紅十字会总医院医务研究会委员（ 10人之

一）、中国麻风救济会董事等。

7．丁福保

丁福保（1874—

1952），字仲祜，别号

畴隐居士。江苏无锡人。

自幼好学，勤奋。1898

年就任无锡竢实学堂教

习。1901 年到苏州东吴

大学就读，后因病到上

海赵元益（静涵）处学

医。1902 年到上海东文

学堂学习日文。1903 年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

学馆算学兼生理卫生学教习；1905 年辞职后回无

锡致力于译书。1908 年到沪悬壶，并继续译书，

持续数十年未辍。1910 年，两江总督端方聘他为

考察日本医学专员，到日本考察医学设施，并入日

本千田医科学校短期学习。

丁福保所译医学书籍以日文为主，其中大部分

非全文直译，可视为编译。丁氏译书非常勤勉，其

数量之大，至今难以有人与之相比，仅 1909—

1911的 3年中，即达 77种[9]。他还自办医学书局、

医院。他是民初前后医学“中西汇通”代表性人物

之一，是近代著名的医学图书翻译家、目录学家和

文献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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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的著作、译著除医学书籍外，后期还包

括甚有影响的佛学著作。他先后捐书给无锡县图书

馆、县立第一小学图书馆、上海市立图书馆 3万余册。

1939 年，丁福保将藏书 5万余卷，赠送震旦大学

图书馆[10]。

丁氏是参加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21人中，唯

一没有完成正规西医高等教育者，但在上海开业行

医期间，是一位甚有声望的名医。他在行医期间，

还制作药品出售。《申报》仅1905年起，有关他的广

告、报导，就有1 400余条次。

1952 年 11 月 28 日，丁福保在上海病逝，

享年 78岁。

8．陈天宠

陈天宠（?—1928），福建厦门人，1907年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科，与古恩康同届。毕业后由

校长卜舫济介绍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任医

官，为工部局医院首席医生；并先后在中国巡捕医

院、印度巡捕医院、隔离医院、监狱医院服务。他擅长

内科，“其智慧才德学力经验卓绝超群”[11]。他是

21中，未见有在沪开设诊所记载者之一。

1928年1月28日《申报》报导：陈天宠“患肺炎、

脑膜炎医治无效，于本月十八日卒于公济医院”[1

2]。

9．高恩养

高 恩 养 （ 1888—

1964），1888 年 10 月

10 日出生于夏威夷群岛

一个华人家庭，14 岁时

来中国求学，在武昌市

Boone 中学毕业后，进

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就

读，1914 年毕业，获医

学 博 士 学 位 。 1914—

1917 年在颜福庆创办的

湘雅医学院任教，讲授矫形学、组织学、外科解剖学。

1917 年通过美国麻省考试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攻

读硕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中尉军医

投入战地服务，直到 1919 年。1920 年高恩养重

回湘雅医学院任职，同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

任教，并在其附属同仁医院（曾任外科主任）、无

锡医院服务，直到 1935年。20世纪 30 年代被厦

门市中山医院聘任为外科学主任。1937—1941年，

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今华山医院）作骨科及普外

科医生；后任同仁医院外科（兼骨科）主任。抗战

胜利后，回檀香山工作，1959年退休。

高恩养参加了 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

在第 8次大会外科大会上曾担任过记录。

高恩养有运动天赋。1915年在上海召开的第 2

届远东运动大会上，获得铅球银牌[13]，并与肖智

吉等人负责大会医务服务。

10．肖智吉

肖 智 吉 （ 1879—

1957），祖籍浙江，出

生于上海。1900 年毕业

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科，

是该校最早的医科毕业

生（同届仅 1 人）。后即

游历欧美诸国考察。1913

年 4月 2日《申报》有报导，

曾以“其闻历之深远学

问之宏富非寻常医学家可比”之语评价肖智吉。

肖智吉是中华医学会发起人之一。成立会上与

曹丽云同为协助员。肖智吉自第 1次大会当选庶务，

连任 3届。第 4次大会被选为学会的英文书记，第

6 次大会当选执行委员、会所委员，第 7 次大会当

选干事。曾担任第 8次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并在

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第 8次大会期间，作为发起

人参加中华卫生学会成立会议并担任第 1届理事 。

1932 年 4月 15日出席中华医学会、博医会两会执

委会联席会议，参与并见证了两会的合并过程，在

两会合并后召开的第 9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为执行委

员、会所委员。

中华医学会出版的《中国医士人名录》，经肖智

吉 3 载调查采访，详加增订，1920 年得以再版，

共收录 1 360余人。1926年 12月 11日，作为中

华医学会代表，出席了中华国民拒毒会在上海召开

的取缔麻醉品会议，在会上发表了《取缔麻醉药品

问题》的演讲，被推举与中国博医会代表负责研究

中国医药麻醉品需用的最低限度，以便提交下届国

际禁烟大会。1924年任上海支会会长。

肖智吉是上海早期开业的西医师之一，诊所业

务甚佳。他社会活动活跃，是多个社会团体的重要

负责人。如组织以发展社会交往为主旨的“万国总

会”，1935年一成立即有会员 417人，肖智吉任

会长，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为名誉会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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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唐乃安

唐乃安（1874? —

1929），号庆生。祖籍

广东，出生在浙江金华 。

1893 年与钟文邦（钟拱

辰）、经亨咸（曾任天津

海军军医学校校长、海军

军医主监，上虞春晖中学、

大同医院创办人）等人，

同期考取北洋西医学堂，

1894年入学，1898年毕业，为北洋医学堂第 4届

毕业生。毕业后任海军医官，后到上海行医，开药

房，办药厂，收入非常丰厚。

唐乃安作为7位发起人之一，参加了1915年

中华医学会成立会，并当场捐出100美元作为学会

活动经费。1916年2月在第1次大会上被选为书记

兼名词部委员。唐乃安作为学会代表之一，出席了

1916年2月12日江苏省教育会邀集的医学名词谈

话会；作为学会推定的审查解剖学名词代表，参加

了医学名词审查会第1～3次大会。1917年4月2日

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成立，被选为第1任会长。

唐乃安在上海西医界、药品商界甚为活跃。1906

—1929年，《申报》有关其行医、药品、社会活动、广

告等信息就达1 100余条次。1927年，他代表中英

大药房申请成为上海总商会会员[15]，可见他的医

药商业活动突出。是年唐乃安 54岁。1930年 1月 9

日，中英大药房曾经在《申报》公告“本药房前经理

唐乃安君故后，由董事会公举朱瑞臣君为经理…

…”。据此推算唐乃安卒于 1929年，享年 56岁。

12．康成（康爱德）

康成 1873—

1930？），又名康爱

德，女，生于江西九江。

在出生后 2 个月时，

因家境贫寒被美国传教

士霍格（Hoag）女士

收 养 ， 取 英 文 名

IdaKahn。1892 年被

豪（Howe ）小姐带至美国(同行有石美玉等)，入

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1896 年学成，与石美玉一

同回国。当年梁启超曾在《时务报》上撰文，极力赞

颂康爱德的成就。1898 年与石美玉在九江创办但

福妇幼医院，该医院 1911 年正式开业。以后，她

又回到南昌办医。

1899 年，康成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妇女协会

会议。1907 年她再次游学海外，先后在美国西北

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

造。4 年后回南昌继续施医，并注意培养训练女医

生。除 1916—1918年，她曾经任天津女医院院长

兼附设护士助产学校校长外，主要在南昌妇幼医院

工作。1931年去世，终年 59岁。 

康成参加了 1915 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会。在

1916年第 1次大会期间多次主持讨论会。1920年

第 3次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华医学杂志》编辑。

13．成颂文

成颂文（1873—1965），苏州人。1897 年

入苏州博习医学堂学习，1902 年毕业。毕业后留

校襄理院务，曾任学堂华人提调。1908 年由教会

资助到美国进修。回国后在苏州开业，是当时苏州

著名的内儿科医师。他的学生顾福如，后来亦成为

苏州著名的医师。他曾经多次担任吴县医师公会理

事、监事等。曾兼东吴大学校医。

成颂文是 1915年 2月参加成立会的 3位苏州

医师之一，曾在第 4次大会上宣读《肺痨病之治疗》。

后又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数篇论述。1924年与

俞凤宾同为中华医学会生理名词审查代表，出席第

10次科学名词审查会。

成颂文在苏州积极参加卫生公益活动，如会同

杨济之等在夏秋发起创建时疫医院（传染病医院），

专治痧症、泻症、痢症病人，病人入院治疗概不收费，

并承诺每天要为 12名病人免费诊病给药。其 90高

龄时仍在施诊。

14．李永和
（李咏和）

李 永 和 （ 生

卒不 详 ） ，又名

李咏和。1904 年

毕业 于 博习高 等

医 学 堂

（ Soo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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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ollege），毕业后留在博习医院任医师。

在医院创建验病室（检验室），用显微镜进行粪便、

血液等检验。1912 年他用显微镜检查疟原虫，成

功用于诊断，并使用金鸡纳霜治疗取得显著成绩。

他逐渐成为医院的主要技术力量，兼任监理。据柏

乐文（W.H.PARK，1858—1927）60寿庆纪念

册记载，当时美国监理会博习医院干事共 7人，柏

乐文列首席，前 3 位均为外籍人士，李咏和（Lee

Yoong Woo）列国人第一。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后 ， 他 与 苏 迈 尔

（J.A.SNELL，1880－1936）、王拙存（博习药

学院毕业）办戒烟所，对烟瘾者实施戒除，特别有

利于无力承担戒毒费用的贫苦大众。戒烟所早期拟

收 300 人，随着病人增加不得不扩大，在社会反

响极好，被认为“成效卓著”。

李永和 1915 年参加中华医学会成立会，后发

表过一些文章[16]。

15．刘湛燊

刘湛燊（生卒年不详），北洋医学堂第 10

届毕业生。是 21 人中，笔者至今了解资料最少的

一位。

16．梁重良

梁重良（生卒年不详），毕业于香港医学校，

历任南京中西医院医士、广东军医学堂教员、随营病

院院长、江北军医局长、四川军医学堂监督、军医局

长；后任江浙联军军医部长暨宁垣中西医院院长，

1911年到沪开业行医。1912年任《天铎报》协理。是

年，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徐绍桢等人（联名）在

上海《民权报》刊登《介绍西医士梁重良启事》：“梁

君重良，南海名士，精研医学，确有心得。早岁毕

业香港医校，历任南京中西医院医师，广东军医学

堂监督，随营病院院长，江北军医局长，四川军医

学堂监督，军医局长。……民军起义，编卫生队出

秣陵关，救护受伤兵士。雨花台之役，不避艰险，

于硝烟弹雨之中，设幕救伤，始终不懈。受创者多

赖以全活。金陵既克，任江浙联军军医部长，暨宁

垣中西医院院长，热心毅力，万人同钦。现因事平，

辞职来沪，任《天铎报》协理。同人等以梁君学有渊

源，经验甚丰，竭力请其于馆政余暇，以仁术济世，

业蒙慨允，用述大略，以当告世，倘亦卫生家所乐

闻乎”[17]。

梁重良参加了中华医学会第 1次大会，在沪诊

所设在英租界，曾有人在《申报》撰文赞誉他治疗肺

病及戒烟等疗效。1918年梁重良卷入南洋兄弟烟草

公司经理简寅初被敲诈勒索案。1919年 5月 15日后，

在上海销声匿迹。目前笔者未发现之后的资料。

17．钟拱辰

钟拱辰（1873—？），名文邦，字拱辰，生

于广东香山。初学于上海中西书院，1893 年从上

海赴天津，入北洋医学堂，1898年毕业，与唐乃

安、经亨咸等同为第 4届毕业生。1898年曾任小站

新练陆军军医。1902 年，任天津军医学堂教员 。

1903年以后，历任济南、南京医院总医官。1905年

根据《申报》记载，在沪以钟文邦或钟拱辰之名行医。

1908年，任广州军医局局长。1909 年，自费游美。

1911 年，入华盛顿医科大学专习细菌学及病理学。

1913 年回国，行医于上海，住址及通信处为上海

界路(今河南中路)181号[18 ]。据陈伯熙编著的《上

海轶事大观》1924 年印本，记有“钟拱辰住址上

海界路一百八十一号，诊所南京路口之贵州路”。

钟在沪行医时期，在《申报》反复刊登广告，早期常

突出“统治男妇内外科小兒科，精医眼耳喉鼻科、

皮肤科，擅医花柳毒门疳疔淋浊等症，并包戒洋

烟”；1930年后则侧重宣传“留美痔科专家钟拱

辰博士专医男妇內外科”等。

钟拱辰1915年2月参加了中华医学会成立会，

次年中华医学会召开第1次大会，他积极参加会议

的准备、服务工作，在大会上代陈邦祁宣读了 《旧

医之弱点》等演说稿。1918年9月3日，在上海支会

举行的常会上，钟拱辰作了有关梅毒显微镜检查的

学术报告。

钟拱辰曾任上海青年会董事，积极参加多项社

会活动。1942年1月1日《申报》报导钟文邦医师与仁

记华行所订经销安替保（ＡＮＴＩＰＯＬ）针药合

同纠纷，可见此时仍然在沪行医。

李学通主编、于 1917年编印的《游美同学录》

记录钟拱辰时年 44岁[18]，据此推算，钟拱辰当出

生于 1873年。

18．黄琼仙

黄琼仙（Dr.A.M.

Wong186—1933），女，

上海市人。她中学毕业后，

即专修护士学，并在武

昌服务了近 10 年；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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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医，主修妇产科。回国后曾受

聘于端方所创办之医院。1910年回沪开办妇产科诊

所[19]。当时女性妇产科西医师在上海特别少，使之

很快成名，收入甚丰。20世纪 20年代中期为中国

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务研究会委员。她还曾参加苏州

的医学教育活动，如 1919年，苏州天赐庄妇孺医

院女医学堂第 7届（最后 1届）学生 5 人毕业，

《申报》刊登学生与老师的合影，其中 6位老师，仅

她是中国籍。

黄琼仙终生未婚，1933年患胆囊疾病手术，

术后并发症，于 1933 年 5 月 7 日病故，终年 66

岁。逝世后将大部分财产捐赠给上海宏仁医院。 

黄琼仙是中华医学会 7位发起人中的唯一女性，

参加了 1915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会。1920年 12月当

选为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会长。1921 年 9 月，中

华医学会在《中华医学杂志》7卷第 3期刊登《本会

第四届大会预志》，公布筹备办事人员名单,其中膳

宿招待员有黄琼仙。1921年 2 月 1 日，上午 9时，

中华医学会第 4次大会正式召开，大会主席委派牛

惠生、王吉民、黄琼仙为提名委办。

19．石美玉

石 美 玉 （ 1873—

1954），女，生于湖

北黄梅，父亲是一位牧

师，母亲在教会女塾任

校长。7岁时，随父亲

到九江。1892 年与康

成一起被美国传教士带

到美国学医，1896 年

毕 业 于 密 歇 根

（Michigan）大学。与

康成一同归国后，在九江创办医院及护士学校

1901 年 12 月，以芝加哥名医 Dr.I.N.Danforth

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但福医院（后名九江妇幼

医院）落成开业，石美玉出任首任院长。1918 年

至 1919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获得博士学

位。1920 年归国后，上海支会专门召开会议，欢

迎石美玉和石斐碧 2 位女医学博士。1920 年，与

胡遵理在上海组织创立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

还开设了 2间药房和 1所护士学校。抗战胜利后，

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重建伯特利

医院。1951 年 5 月，石美玉请求上海市政府接管

医院。1952年 12 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

九人民医院。

1915 年石美玉参加了中华医学会成立大会，

1920 年第 3 次大会上，与康成一起被推举为《中

华医学杂志》编辑。1922年第 4次大会被选为副会

长。1932 年上海支会改选，当选为委员。

20 世纪 20 年代曾任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

会会正。

石美玉于 1954 年 12 月 30 日在美国加州逝

世，享年 81岁。

20．陶漱石

陶漱石(1888—

1984), 女，江苏吴县人

（今苏州市）。1909 年

进入苏州天赐庄的妇孺

医院女医学堂（有资料

又称“女子医学堂”、

“女子医科学堂”、“女

子医科大学”等）。学制

5 年， 1914 年夏毕业，

留妇孺医院任职。1915

年 2 月参加了中华医学会成立会。1917 年秋，参

加由 E Polk、孟医师、美籍护士长带领的13位中国

女性医务人员（医师陶漱石，医学生 5 位，护士 6

位，药剂师 1位），到海参崴当地红十字医院参加

伤病员救护工作。 1918年第 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回到苏州，仍然在妇孺医院工作，直至 1919 年医

院停办。次年，到苏州上津桥妇孺医院任院长

1922 年秋赴美国参加女医师大会，并参观，发表

讲演，历时 3个月；随后到费城妇孺医院学习 1年，

结束后回国，仍然到苏州上津桥的妇孺医院工作到

1926年。1927年 7月—1928年 9月任苏州天赐

庄博习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在苏州行医期间，积极

参加地方的卫生公益活动。

1929 年到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今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任助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申新

二厂医务主任、中华医学会卫生实验区诊疗所儿科

妇科内科主任等。1984年在上海逝世，享年 96岁。

21．曹丽云

曹 丽 云 （ 1886—192

2），女，上海市人。家境

贫寒，经教会资助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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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归国后在南京贵格医院任妇产科医生，后升

任院长。1918年到天津水阁医院（曾名北洋女医局、

北洋女医院、天津女医院）任第 3任局（院）长兼

附设护士助产学校校长（首任金韵梅，次任康成）。

曹丽云到任后，“行医办学有方”，“任职的几年

是女医院建院以来最好的时期”[20]。

曹丽云不仅在 1915 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医

学会，而且一直积极参与学会的活动。成立会时被

推选为协助员。1916 年，中华医学会召开第 1 次

大会时，她曾就《看护妇的训练》发表演说，在这次

大会上当选为会员部委员。1920 年，曹丽云出席

了在北京召开的第 3次大会，并当选为卫生教育部

委办。

曹丽云 1922年 8月因中风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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