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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施医院：让西医进入东北

英国人创办施医院

1842 年鸦片战争过后，清政
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 丧失了政治、经
济、 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
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
取得了可以在通商口岸设教堂、
开医院等多种特权。 于是大批基
督教、 天主教的传教士纷沓而
至，在中国很多地方建立了各种
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盛京施医
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

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后，英法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天
津条约》，该条约把牛庄（营口）辟
为通商口岸， 西医学首先通过该
口岸在辽宁地区传播。 1869年起
陆续有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辽宁
各地从事医务活动， 最有影响的
是英国传教医士司督阁。

司督阁，1854 年生于英国北
部的苏格兰，他“幼即聪颖，长更
颖悟，每试辄列前茅”。 毕业后，
他“不以一已之学术有成，生活
安逸为满足”， 接受苏格兰教会
邀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展
医疗布道工作。 1882 年 7 月，他
抵达牛庄。 1883 年 6 月，在不通
火车， 更没有汽车的情况下，司
督阁坐了 8 天牛车，来到旧时称
之为盛京的小河沿，开设了东北
第一家西医珍所———盛京诊所，
后逐步扩大为临时医院，由于该
院地处清朝陪都盛京，加之初期
实行免费的慈善医疗，贫困病人
免费就医，甚而免费供餐，因而，
被老百姓称之为盛京施医院。

数百人围观露天手术

1883 年 6 月，诊所正式开诊
后，司督阁成为在东北地区使用
西医西药治疗疾病的开拓者。 对
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中
医疗法治病的国度，司督阁以西
医治病，在盛京引起轰动。 由于
人们不了解这种新鲜的医治方
式，当时从官府到百姓对西医治
病几乎都持恐惧排斥态度，多数
人“率皆以剖腹截肢为不可能，
而叩听检查为施魔术，故对此碧
眼黄发者皆懼而避之”。“彼时虽
人皆对西医恐惧，但亦有沉疴不
起，本好奇心而来试医者”，司督
阁“莫不尽心竭力医疗之，率皆
着手回甦，久之一般人皆由疑懼
转信仰，而就诊者日见增加矣”。

诊所开办之初，由于人员少，
语言不通， 老百姓对西医缺乏认
识，加之医疗条件差，工作难度非
常大。据司督阁本人回忆，当时他
自己要负责全部工作：“我必须配
制自己开出的处方， 实施氯仿麻

醉， 然后独自做手术。 候诊室很
小，诊疗室和药房在同一个房间，
根本没有病房， 已经动了手术的
患者不得不住在自己的家中，或
附近的客栈里。 ”

经过两年艰苦的医疗实践，诊
所工作获得进展。 1884年司督阁
的临时医院已有 12张病床， 这一
年，他开展西医外科手术，为两例
白内障病人成功手术， 据史料记
载，“动手术那天， 有几百人来看，
官府也派人到场监视”。 为扩大影
响， 司督阁把手术床搬到院中，露
天施行手术。当司督阁把遮光发浊
的晶体从病人眼中摘出时，病人兴
奋地说：“我能看见树梢动啦！ ”手
术成功，大大增强了群众对西医的
信任， 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
医院由此名声在外。到 1886年，诊
所共完成手术 251次，全年接待近
患者万余名，已有男病床 50张，女
病床 15张， 并建成了能容纳 150
人的候诊大厅。

1890 年，“奉天府尹感于公
之义举，倡捐巨款于医院，而公
亦以旧所狭小，不敷应诊大量病
人，遂建设较大之医院于今之男
施医院址，有门珍部、药剂部，有
病房容床百余。 每日约二三百
人”。 为适应习俗， 便于工作，
1896 年，盛京施医院在男医院的
北部，又买到一块园地，筹建了
女医院，由苏格兰教会另派两位
女大夫， 负责女医院的医疗工
作。 该院建成后，在东北城乡之
间推行新法接生，还陆续训练出
许多助产士。 这是辽宁乃至东北
第一所女子医院。

施医院的重建

1900年， 义和团运动传入东
北，6月， 沈阳城内各处都有反对
西方教会的标语，6月 21日，为免
遭不测，司督阁离开沈阳，逃避牛
庄（后转道上海，乘船回国）。 6月
30日，义和团闯入沈阳城，盛京施
医院遂成为义和团盲目排外的牺
牲品，当日，盛京施医院包括男医
院和女医院被全部烧毁。

1901年，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
八国联军双重打击， 清政府为求
生存开始推行新政，与此同时，清
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
政策也发生变化， 当重建被毁教
会医院或新建教会医院时， 各地
官员都予以租地等方面的支持。
1902年，司督阁回到奉天，着手开
展医院重建工作。 当时政府对医
院重建给予大力支持。1903年，女
医院重建竣工。 1904年制定重建
男医院计划， 因日俄战争爆发而
停建。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推
行新政， 将盛京施医院纳入重新
建院的计划。 盛京施医院重建得

到社会各界资助， 赵尔巽捐银
4000 两， 奉天商会先后捐助约 2
万银元。 1907年，男医院落成，重
建后的男医院有病床 60 张，有设
施完备的手术室及各种附属设
备。 3月 5日，盛京施医院在小河
沿隆重举行开院典礼， 赵尔巽亲
自出席剪彩并讲话。

重建后的盛京施医院位于沈
阳小河沿（今省肿瘤医院院内），该
楼建筑面积在 1000 平方米左右，
是以青砖为主的中西复合式二层
建筑， 目前仅存一座当年的住院
楼，已成文物级建筑受到保护。

重建后的盛京施医院，“增
床分科较前尤具规模”，“东北贫
民沐恩受惠者实难计数，是故东
北各地妇孺之间，不识小河沿盛
京施医院者为数鲜矣”。 盛京施
医院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屡次施善获皇帝表彰

盛京施医院在开展医疗治
病的同时， 从 1888 年到 1910 间
参加过多次重大慈善救济活动。
虽然这些慈善救济活动有传教
上的考虑，但在近代东北的慈善
救济事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888 年 8 月， 盛京连降暴
雨，浑河泛滥，大片庄稼、房舍悉
数被淹， 无家可归者数以千计。
盛京施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整个
汛期先后救出很多被灾难民，同
时，积极开展灾后传染病防治工
作，仅治疗疟疾即达 4000 余例。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盛京施医院与红十字会合作，创建
了 7所红十字战地医院，抢救千余
名中国伤病员。 1895年，司督阁获
光绪皇帝授予的双龙敕书和勋章。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日俄
以东北为战场展开厮杀，主要战
役多集中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
的辽河流域、平原地带。 奉省人
民备受蹂躏， 据不完全统计，当
时流入沈阳城内的难民达九万
余人，难民中时有天花、麻疹等
疫病发生。 受盛京将军増祺指
派，司督阁组织成立了沈阳难民
救济会，在他的策划下，建立了
四个传染病院，多数的医务人员
都由施医院调派，使传染病在最
短的时间得到了控制。

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爆发
百年不遇的烈性鼠疫。 宣统三年

十月二十五日满洲里鼠疫流行，
同年十一月八日侵入哈尔滨。 很
快，东北三省被疫情包围，并且继
续向南扩散， 每天死亡几十人甚
至上百人。宣统三年一月二日，经
由哈尔滨、 长春乘火车的 1 名旅
客患鼠疫死于沈阳， 由于当时沈
阳无防疫机构和装备， 又没有及
时采取措施，疫情迅速蔓延，仅月
余已波及 26 个府、厅、州、县及旅
顺、大连地区，东三省总督锡良在
上奏朝廷的奏折中称疫情“如火
燎原，如水溃防，竟成不可收拾之
势……”。 疫情发生后，司督阁临
危受命，应东三省总督之聘，出任
沈阳抗击鼠疫总指挥， 在他的组
织下， 沈阳迅速建立了防疫院隔
离所、消毒站、检查站、掩埋队等
临时防疫机构 630 余处， 为控制
疫情在沈阳蔓延起到了重要作
用。在抗击鼠疫过程中，盛京施医
院医务人员也都亲临第一线。 英
籍医学教授嘉克森应司督阁之聘
来盛京施医院工作， 一月二十四
日， 他在皇姑屯车站特别防疫站
参加鼠疫防治工作时， 不幸感染
肺鼠疫，以身殉职，东三省总督锡
良赠金 1万元， 嘉克森之母则将
该款捐作修建奉天医科大学之
用，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

1911 年 4 月，东三省鼠疫得
到有效控制，为表彰司督阁及盛
京施医院为控制东北鼠疫流行
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司督阁“蒙
政府进奖三等第一宝星，同年英
皇又特授爵士之位，总督锡公奖
与金质奖章”。

培养近代医科人才

司督阁在治病行医过程中 ,
“深感东北医药人才之缺乏，必须
训练本地人士， 以应本地之急
需”。 1892年，司督阁招收 8名学
生，亲自对他们进行医务培训，学
制 5年，当时称为“盛京医学堂”，
“此实为东北人习医之始”。 首批
学员有王宗承、 刘志学和王雅臣
等， 王宗承因学习成绩优异而留
校，后调任东北军授予军医总监，
成为东北军军医的创始人。

盛京施医院重建后， 该院已
“年诊数万，誉满东北”，但司督阁
“不以此自足，觉一人所作有限，非
设立医学训练人才，不足以应付社
会之需要”， 遂有在奉天建立正式

医学校之议。 1907年，徐世昌任东
三省总督，司督阁提出创办医科大
学的设想，得到其大力支持。 1908
年 8月，徐世昌在给奉天度支司的
札文中这样写道：“查奉天各种学
堂渐有起色， 独医学一门问津者
少，今由该医士创办，事虽托始于
他人，效或渐收于我国。 本大臣拟
每年酌给三千两， 以十年为限，即
由该司如数筹发， 以资提倡。 ”同
时，他还决定在盛京施医院东侧拨
地一块，使奉天医科大学筹建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徐世昌称：“查医学
一门于卫生裨益匪浅，当此开办之
日，自应以筹款为先。 此间岁给三
千两，限十年为期，已饬度支司知
照矣。”1909年，司督阁又从英国募
集 5000英镑，补充建校资金。 1912
年，奉天医科大学全部建成，成为
辽宁第一所医科大学。 学校以“教
练中国幼年学习内外医学为宗
旨”，学制 5年，开设化学、体幼学、
外科学、病理学、妇科学等 25门课
程，与英国爱丁堡医科大学授课课
程相似， 所有课程均用汉文教学。
大学招收首届 50名学生， 司督阁
出任第一任校长，1923年，司督阁
退休，辞去校长职务。1925年，东北
三省各界人民为纪念和表彰司督
阁在中国创医立校及他对中国医
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巨大贡献，集资
铸造司督阁半身铜像一座，立于教
学大楼正门东侧， 并刻有碑文，由
张学良将军揭纱剪彩。司督阁回国
后，仍关心医院建设，为医院和学
校开展募捐活动，长达 14年之久，
直到 1936年逝世，终年 81岁。

此后该校几经变迁， 但盛京
施医院作为该校的实习医院的性
质始终未变， 为近代东北培养了
大批西医人才，至 1949 年共培养
本科毕业生 531人（1949年 6月
并入中国医科大学）。 2003 年 12
月 28日， 盛京施医院在建院 120
周年之际，恢复了盛京医院名称。

此外，在培养医本科人才的
同时，1920 年， 盛京施医院还开
办了高级护士职业学校，“民国
十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共毕业生
20 个班，总计毕业生为 244 名”。

盛京施医院是西方传教医
士在东北开办最早的西医院，西
医从此传入东北，客观上改变了
东北传统的医疗观念，推进了近
代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据辽宁省档案馆）

创建于 1883年的盛京施医院是近代东北第一家使
用西医治病的医院，盛京施医院以及后来成立的

奉天医科大学，成为西医进入东北的标志。

1905 年，盛京施医院参与红十字救治工作（后排左侧白衣者为司督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