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2015年的第一天，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小

的心愿——— 这一年，每天都记一篇日记（到7号
写了7篇）。这件事对我来说，形式大于内容，我
不在乎每天写下多少华文，但我要保持与纸和
笔的那种亲近感，或者说，是刻意与电子媒体
保持距离。如果这个心愿在年底能完成，当翻
开这本日记，我不仅会记得那些文字说了什
么，还会记得那些文字是以什么形态展现在我
面前，它又能带给我怎样的观感和触感。这种
感觉，应该很不错吧。

宫崎骏老师说，“我一点不担心手绘动画
的未来，因为，首先我，我就不会放弃它。”听到
这么自信的话，我就想，我也该把自己的手艺
活儿练好，让我编辑的报纸具有报纸该有的品
位和风格。

前面真算是絮语了。
编辑这期的稿件，才知道了山东省立医学

专科学校的历史。这所省内最高级别的医学
院，创建于1932年的济南，1948年改为山东省
立医学院，首任校长及附属医院院长一直由尹
莘农先生担任。1949年后随着社会变革和尹莘
农去台湾，省立医专的历史几乎完全被遗忘
了。改革开放以后，这段历史逐渐开始被关注，
一些文献被发掘整理，海外也有部分信息资料
交流。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史》第一次记录了
这段历史沿革并登载了尹莘农校长传略。尽管
如此，当前能看到的相关材料依然很少，今天
B1版的《尹莘农与山东省立医专》一文，力图在
现有材料基础上，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这段历
史。说到山东的医学教育，人们了解和听说更
多的是齐鲁大学，却很少知道齐大医学院正是
在尹莘农先生视察接收之后才被政府承认。山
东省立医专作为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代正规
西医学校，在那个战火频仍、积贫积弱的年代，
救国救亡共御外强、抢救伤员医治平民百姓，
同时坚持招生办学教书育人，作为山东大学医
学院（山东医科大学）的前身，山东省立医专和
尹莘农在山东大学历史及山东医学教育史上，
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B2版的《我的伯父》一稿，是我比较喜欢的
文章类型，文字不长，讲述的是普通百姓的日
子，却贵在真，还能让读者通过一篇小小的文
章回忆起过往的岁月。文中的伯父是个能人，
大队里管不好的窑厂、饭店，别人不行，他一插
手，立马就红火起来。为啥，“伯父是个严谨的
人，该说的话，三言两语就说完了，不该说的，
一句也不多说。”这像极了最近的热播剧《老农
民》中的牛大胆，特别接地气，浑身沾着土地
味，都是很可爱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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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壶济世接应革命志士

尹莘农（1893-1973），名懋谦，字莘
农，日照涛雒镇人,医学教育家。自幼聪
慧，尤喜读书。先是负笈青岛，入德国
人开办的礼贤书院，毕业后以优异成
绩保送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后任
上海宝隆医院医师、同德医学专门学
校教授、青岛中德医院院长、国立青岛
大学校医等职。学识渊博，医术高超，
当时稳坐山东德医派第一把交椅。

尹莘农在同济求学期间，追随丁
惟汾投身革命，加入国民党，以学生或
医师身份，往来于沪鲁之间。1924年按
丁惟汾指示，在青岛山东路33号（今中
山路81号）开办“青岛共和大药房”，挂

“医学博士尹莘农”铜牌执业行医，以
此为掩护，接应往来齐鲁之国共革命
人士。1925年5月，身为同济大学学生的
胞弟尹景伊在“五卅运动”中带领游行
队伍示威，遭巡捕枪杀，以身殉国。尹
莘农写《尹烈士景伊殉国痛史》，强烈
控诉帝国主义强盗行径和暴行，表达
对亡弟深切的哀悼和痛惜，“甘死恐为
夷狄笑，轻生深惧祖宗嗔，可怜弱冠成
名未，赢得千秋烈士身”。张宗昌督办
山东时期，尹莘农身份暴露，遭到追
杀，他潜藏礼贤书院，深夜化装出逃上
海，逃过一劫。

北伐胜利后，丁惟汾出任国民党
中央秘书长，尹莘农受任南京国民党
中央党部卫生科主任兼总干事，另一
日照同乡王献唐出任中央党部秘书科
科长。其间尹莘农参加了孙中山“葬事
筹备委员会”医务及奉安典礼筹备工
作。后随北伐军回到山东，出任青岛市
立医院院长，王献唐到济南出任山东
省图书馆馆长。1930年，丁惟汾的侄子
丁基石在中共满洲省委任组织部长，
因搞抗日宣传活动被捕，与饶漱石、赵
尚志等7人一起被定了死罪，关在沈阳
监狱。其时国共已成为两个营垒，尹莘
农冒着很大风险，以共和大药房名义
每月垫送200块钱给丁基石，用于几人
狱中生活，后来丁惟汾找张学良把他
们保了出来。

与王献唐为多年至交

1931年，尹莘农奉命代表国民政
府教育部视察、接收齐鲁大学医学院。
齐鲁大学是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在山
东所办私立大学，但未经中国政府立
案，1930年7月齐大再次向国民政府申
请立案。尹莘农对齐大医学院进行严
格视察评估后认为合于标准，据此教
育部才换发有教育部钤章的毕业证
书，由此，齐鲁大学医科毕业生行医身
份问题得以解决。齐鲁大学医学院
1952年与山东医学院合并成为新的山
东医学院，而山东医学院前身就是
1932年尹莘农创办的山东省立医学专
科学校。

1932年，尹莘农受命在济南筹建
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任校长和附
属医院院长，1933年又创办出版《新医
学》杂志，兼任杂志社社长，1936年当选
山东医学会会长。尹莘农先生任省立
医专校长17年，对于山东医学教育之
发展、医务行政之推广，规模宏开，绩
业卓著。提出“纳国医于科学之规辙”，
引起多方重视关注。虽社会公务活动
繁忙，仍坚持著书执教。所讲课程有医
学纲要、内科学、诊断学、小儿科学等。

尹莘农不仅精研医学，专业教育，
而且熟读史书，长于文章书法，诗词造
诣尤深，日常与文人名流多有往来。其

济南住所位于趵突泉南边的南新街51

号，那条街曾住过老舍等多位文化名
人。尹莘农与王献唐是至交，早年二人
同在青岛礼贤书院读书，同在南京供
职，又在观海山下共同买地建房，一门
进出，通院而居。及至济南，更是朝夕
相处，奎虚堂前，金线泉边，二人赏泉
品茗，纵论古今，多有唱和，仅《余生诗
草》中记有“献唐”二字的唱和之作就
有十几处之多。

1937年抗战爆发，省立医专和省
图书馆奉命转移，王献唐向韩复榘
请派车辆遭拒，尹莘农安排医院车
辆护送王献唐将省图书馆的珍贵馆
藏运出济南，经曲阜辗转南下至汉
口装船去四川。1949年1月尹莘农去
台湾，二人就此天各一方。

八年抗日省立医专

辗转跋涉
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1932年8

月正式挂牌成立，部聘尹莘农为校
长，沈发俭为教务长，阎敦一为训育
主任，是当时山东省立唯一高等教育
机构，学校受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
山东省政府双重领导。招生对象为高
中毕业生，每年招收1-2班，每班40

人，课程有公共必修课、基础理论、专
业医术及实习四类课程。

作为当时山东唯一的省立高等
教育机构，省立医专的师资和教学
质量在国内均属一流水平。尹莘农
是教育部特聘教授，治学严谨，治校
有方。在办学和师资聘用上，效法蔡
元培先生“兼容并蓄”方针，医专教
师队伍人才济济，所培养的学生后
来大都成为各医院或医学院所骨
干。著名儿科专家、山东省立医院杨
亚超教授就曾是山东医专最年轻的
教员。民国二十五年教育部、卫生署
与训练总监部在南京召集全国医药
院校学生总集训，山东省立医专的
总平均成绩仅次于北京协和医学
院，名列全国第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尹莘农奉
命带领医专和附院师生员工携贵重
仪器撤出济南向南转移。为战时需
要，附属医院被国民政府改编为“军
政部第十重伤医院”，官兵编制500

人，由尹莘农任院长。12月济南失守，
又经河南转移到汉口，经水路到四川
云阳县，不久又迁至万县。1940年以
后情况有所好转，学生主要免试招收
当时流亡到四川绵阳县的国立山东
六中的高中毕业生，1941年又委托在
沂蒙山区的山东省政府代招了30多
名山东学生，通过日军占领区辗转送
到万县，同时也招收当地学生。到
1943年，第十重伤医院番号撤销，学
校恢复附属医院，对外称“山东医
院”，城内外各设一处门诊。由于医疗
技术条件较好，在当地民众中有较高
威信，直到抗战胜利后几十年，万县
百姓仍对“山东医院”记忆犹新。

八年抗日，省立医专辗转跋涉，
历尽艰险，救死扶伤，除迁移当中一
度停课外，一直坚持正常招生上课，
并增加了军医战时救护学的内容，
为抗日前线培养输送了大批医务人
员，抢救治疗了大批抗日将士和平
民百姓。抗战胜利后，尹莘农于1946

年10月又率全校师生携仪器返回济
南，收回了被日伪“山东省会警局”
所占据之趵突泉前街校舍，原址复
校，同时接收了位于四大马路纬九
路日伪时期建立的省立医专，校址
比抗战前扩大很多，设备也更加充
实。尹莘农仍担任校长之职，并应山
东省主席秦德纯之邀兼任省政府卫
生处处长。

1948年8月，省立医专经教育部批
准改为山东省立医学院，尹莘农因患
脑瘤无法到校视事，改聘为研究教授。
校长由王宝楹接充，未及上任，解放军
攻破济南，学校被接管，随后与华东白
求恩医学院合并，定名为山东医学院。
1952年，又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成
为新的山东医学院。后又改名为山东
医科大学，现为山东大学医学院。

□张玉昆

1964年2月，我由旅顺口某连调往北
大荒农场任履带式拖拉机驾驶员。当年
冬天，农场新添了三台罗马尼亚产“尤特
斯”牌胶轮拖拉机，我便改为轮式拖拉机
驾驶员，并又被调回旅顺口任师生产科
保管员兼驾驶员，还办理了由沈阳军区
后勤部运输部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车
辆驾驶执照，证号为650199号。

在旅顺口，我驾驶拖拉机主要用于
耕种靶场土地及各团营区大块菜地。位
于土城子、营城子的两处靶场，是日军、
前苏军和我军都曾使用过的场地。因为
遭受过三年自然灾害，一些野战部队自

力更生，师团后勤机关还名正言顺地设
立了生产科、股的编制。靶场悄无声息地
成了玉米地，既生产口粮又解决了猪饲
料短缺问题。土城子靶场的地很肥，也很
疏松，长满了野草，用于指挥观察的隐蔽
室也已坍塌，木朽铁锈。地里布满了没有
爆炸的各种炮弹，在犁地时竟像地瓜一
样被从土里翻出来。

此照拍于1965年夏，我刚取消下士
军衔着“两面红旗”领章，背景为旅顺
口64军192师后勤部机关大院。我的拖
拉机、拖车和悬挂犁就停放在院内。二
十个春秋的军旅生涯永难忘记，我常常
忆起靶场，忆起我手中的“武器”———
拖拉机！

任省立医专校长17年 视察接收齐大医学院

尹莘农与山东省立医专

1932年在济南创建
的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
校，1948年改为山东省立
医学院，前后历经17个春
秋，迁移辗转两三省，培
养医生几百人，校长及附
属医院院长一直由尹莘
农先生担任。1949年后，
随着社会变革和尹莘农
去台湾，省立医专的历史
几乎完全被遗忘。

□德夙

省立医专原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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