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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慈幼院蒙养园旧址。刘选国摄

刘选国

从西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克勤郡王府”红门
楼进出的学生，还有更多攀爬香山，游览静宜园，
瞻仰红色旅游景点“双清别墅”的游客，可能知道，
或许更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都与民国时期一个
重要人物——— 熊希龄有关，两地都曾是熊希龄的
故居，是成就熊希龄后半生转型为伟大慈善家和
教育家的重要历史场景。

秋日午后，四次乘坐城铁香山线，比对着历史
照片和文字记载，探寻香山慈幼院的历史遗存。两
次探访西城新文化街，尝试进入克勤郡王府，想去
看一看记载熊希龄裸捐家财的碑记而终不可得。
两次溜进香山公园管理处拍得香山慈幼院遗存的
镇芳楼，还意外发现慈幼院图书馆小白楼作为红
色旅游线路的一部分即将对外展出，颇有探寻的
成就感。

“湖南神童”：从投身政务到从事

平民教育

1870 年熊希龄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县，因天生
聪慧，学习刻苦，十四岁成为秀才，二十一岁中举
人，二十四岁成进士，朝考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被喻为“湖南神童”。他与著名作家沈从文，画家黄
永玉都有亲戚关系，今天他在凤凰古城北文星街
故居已是湘西旅游的热门打卡地之一。1897 年他
创办湖南时务学堂，1898 年主持《湘报》事务，因
积极参加维新运动被召晋京，期间因痢疾缓行，竟
幸运躲过一劫，但被朝廷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并
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直到 1903 年才解除处分。
1905 年为湖南巡抚端方引荐充当考察宪政五大
臣出洋的参赞，1906 年被曾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
提携调任奉天农工商局长。1908 年被江苏巡抚陈
启泰推荐到江苏任农工商局任总办，还兼任两江
总督端方的督署总文案，39岁时成为清朝四品卿
衔的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在大清政权即将
倾塌的前夕，他因为才干出众，累被提携升迁。

熊希龄从政的辉煌时刻是他支持辛亥革命，
拥护共和，1911 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人相
互呼应，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章炳麟等合作，成
为维护共和大局、拥护袁世凯、促请清帝退位的有
功之臣。1912 年他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热河
都统，1913 年 7月还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兼任财政
总长，但这一职位只持续了 7个月，1914 年 2月
即被迫辞去财政总长和总理职务。后被袁世凯委
任为全国煤油矿督办，并担任参政院参政。袁世凯
称帝期间，虽然被授为中卿加上卿衔，夫人朱其慧
还被内定为宫中女官长，但他并不认同帝制，曾帮
助蔡锷逃离北京，并借口接济母亲离京返回湖南，
虽被袁世凯任命为湘西宣慰使，但他并未为袁世
凯效力，还曾致函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黎元洪
也曾委任他为赴日特使、平政院长，都坚辞不就，
开始转向参与社会事业和公益慈善。

从 1917 年参与顺直救灾开始，熊希龄开启了
他后半生二十年的慈善家和平民教育家的辉煌人
生。受任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参与设立救济灾
民的慈幼局，担任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本是时局
需要的偶然事件。但当他接触到灾民需求，看到因
灾流浪生活无着落，更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孤儿，萌
生了他从事平民教育的理想。他广泛动员各方资
源，利用顺直赈灾的结余资金，开始创办香山慈幼
院。地址设在原清朝皇家园林香山静宜园(今香山公
园内)，慈幼院主要招收孤贫儿童，称正生。院方包揽
其生活和教育，“授以国民学识生活技术，使儿童得
有自立之能力。”除正生外，学园还收少量慕名而来
的自费富室子弟，称附生。据统计，慈幼院从 1920年
建院到 1948年，共招收平民子女 6000余人。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广泛

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参与过北京协约国国民协会、
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国民外交学会、北京妇
幼救济会、北五省灾区救济会、湖南华洋义赈会、
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世界红卍
字会等众多社会组织，担任会长、理事长、理事等
众多社会职务，1928 年他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
会委员，1925 年任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1933年他组织世界红卍字会救护队，亲赴长城抗日
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和慰问官兵活动。1937年“八·一
三”淞沪会战期间，他在上海指挥红卍字会设立伤兵
医院、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直至 1937
年 12月 25日，他因脑溢血骤然去世前，还在香港坚
持为难民、伤兵募捐，积极开展救亡运动。

“裸捐”第一人：早于比尔·盖茨

近一个世纪

今天位于西城区新文化街 53 号的克勤郡王
府，是熊希龄在京时的住宅，当时称石驸马大街。
按照周秋光先生《熊希龄传》中记载，1914 年他辞
去国务总理后从“原住的北城秦老胡同新居迁往
天津孙宝琦的旧寓”，“3 月 3 日，袁世凯委任他筹
办全国煤油矿事宜；5 月 26 日，又任命他为参政
院参政……将家眷从天津移往北京，在西城石驸
马大街购置了私宅”，此后还将“筹办全国煤油矿
事宜处”迁往石驸马大街的这处王府，就是末代克
勤郡王晏森卖给他的。

今天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一新的克勤郡王
府，已作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园的一部分。因校
园安全和放假的因素，我两次探访只能围着校园
转圈，没办法进入。这座据称为清代顺治年间所
建、现保护规模完好的王府，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之
孙、清初世袭罔替王爵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
克勤郡王岳托之子罗洛浑所建。有学者考据，写

《红楼梦》的曹雪芹与平郡王福彭是亲戚关系，定
居北京时常在此府走动，《红楼梦》中所描述的“东
西荣宁二府”之“西府”，就是指克勤郡王府。

熊希龄购得此宅后，在此开展了大量的社会
工作。最值得称道的是 1932 年，夫人朱其慧去世
后，熊希龄将这座王府连同全部可计算价值的股
票、公债、银两、房地契等 47万大洋、6 . 2万两银
两的家产，全部捐出成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
社。基金社由社会人士参与的理事会来管理运作，
计划举办 12 项教育公益事业，包括在北京创办幼
稚园、托儿场，在湖南长沙和芷江创办学校和图书
馆等。熊希龄和儿子每月分别只从基金领取 100
元和 200元的生活费用。有资料介绍，1935 年熊
希龄再婚，基金社的董事会提议将一半产业归还，
但夫妇二人都表示不可。后董事会决定，每月给熊
家 800元生活费。

熊希龄堪称是中国现代慈善裸捐第一人，也
是中国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先行者。他倡导裸捐早
于比尔·盖茨等世界富豪近一个世纪。其做法与同
时代的美国慈善之父卡耐基的慈善理念“富人的
巨额剩余财产应在他们生前通过适当的运作用于
造福公众的事业”，如出一辙，虽然他的财富远没
有卡耐基那么多。在《熊希龄与香山慈幼院》画册
里，有记述这一创新善举的碑记拓片和章程。有网
友介绍，现在该碑记仍留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东
翼楼内，不知道保护如何，但此碑应当成为中国慈
善史上的一件珍贵的文物，也应当是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开展公益慈善教育的重要内容。

熊希龄生在湖南，辉煌在京城，逝在香港，但
其最大成就的阵地在香山。他在香山慈幼院的教
育创新，探索应用现代教育理念教育中国平民，培

养了六千多位学生，其中一大批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的优秀人才，多位成为共和国的部级干部。他探
索开创的“德智体群”四育全面发展、“学校、家庭、
社会三合一”的教育模式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
习借鉴。香山公园残存的这些遗址，更应当好好保
护，成为中国教育和公益慈善事业的研究基地。

香山慈幼院总院大门基本保持完好，仍用作
香山公园管理处的大门。进大门左侧，还完好保存
了当年慈幼院的建筑格局。由担任过直隶总督、盐
业银行董事长的张镇芳捐资兴建的、熊希龄当年
办公的镇芳楼尚保存完好，去年看还爬满青藤，今
年已经修整一新。当年的慈幼市政所，也就是慈幼
院行政办公的二层楼仍在，作为今天公园管理处
的办公场所，门柱和墙壁都爬满青藤，让我们感受
到了岁月的沧桑。与镇芳楼相对的几处青砖平瓦
房，应当是当年的食堂和电厂等服务处所，还维持
着旧状。与镇芳楼相连的一排平房，是当年男校宿
舍。与致远斋连接的小门旁，已经立了一个牌子，
介绍 1949 年这里曾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处
办公地，列为红色旅游景区线路之一。但进院右手
边一大片二层的灰砖石建筑，肯定是后来商业开
发建设的房子，挂的牌子是博雅总裁商学院、香山
大学堂、教学基地、百家会投资字样，还有一个医
疗机构入住，但似乎人气不太旺，蒿草长得挺高，
有些房屋看似很久没人打理。这一片是当年慈幼
院男校的教学区和运动场。

思亲舍：在富于情感的建筑里过

“回家节”

从今天香山公园的正门，也是静宜园正门和
昔日香山慈幼院的宫门进入，向右行数百米可以
找到当年的蒙养园，整片建筑保存完好。当年香山
慈幼院蒙养园收育未到学龄的儿童，采取家庭式
养育与学校式教育结合的模式，让入园的孤儿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蒙养园”三个大字还是熊希龄
当年亲笔题款。近年可能在整顿，大门紧锁，透过
门缝可以看到里面保存完好的庭院式建筑。从松
林餐厅台阶，走到后侧试图进入后院，探寻当年潘
履园捐建的“履园堂”，还是没有成功。靠近东侧围
墙，可以看到几栋闲置的青砖房，比对历史照片，
这里应当是当年香山慈幼院的香山农工银行和第
四校学生开展职业教育的铁工厂遗存校区，目前
似乎成了库房。再往西北方向走百十米，琉璃塔下
是颇具江南园林风格的见心斋，一座环形庭院式
建筑，两次路过都没有赶上开门时间。当年这里一
度成为香山慈幼院第三校、幼稚师范的校区。现在
登香山索道入口不远，是美丽的眼镜湖，两泓圆形
湖水由一座白石拱桥相连，形似眼镜，以香山顶峰
为背景，蓝天白云下，湖水返照着青山白云的倒

影，是香山一处特别适宜拍照的景致，这里是当
年慈幼院二校的校区，蒙养园和四校的同学也常
来这里游玩。想当年，在这个青山环抱、松柏苍翠
里的平地上，香山慈幼院这些失去家庭的孤儿
们，能在这样舒适优美环境里不愁吃不愁穿，还
能学习读书，唱歌运动劳动，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从香山公园正门进入往左沿香山步道的左
侧是香山饭店，当年这里是香山慈幼院女校区
所在地。按照《北京香山慈幼院院史》介绍，当年
女校校址建在清皇宫寝宫，有 8所教室、4所宿
舍，还有办公室、图书馆、商场、浴室等 46所建
筑，还有亭阁楼台、曲水流觞。上世纪 80 年代
初，国家在此建了被誉为“集中国建筑传统艺术
与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完美结合”的香山饭店，
由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青山绿水，白墙灰瓦，
高低错落，登高远可俯瞰京城，近可细品园林，
是一间风景可餐、格调上乘的四星级酒店。遗憾
的是官网简介和酒店内的介绍，鲜有提及曾经
的香山慈幼院。

香山饭店隔一条马路的西北侧，有一栋正在
维修的两层小白楼，这正是当年香山慈幼院的图
书馆，处在当年男校与女校之间，1949 年这里成
为中共中央图书馆，因此也成为红色旅游景点之
一。沿着小白楼登上北侧的小山坡，有一栋小平
房和一座红色亭阁，这就是让香山慈幼院校友们
魂牵梦绕的多云亭和思亲舍。1935 年，为了让从
慈幼院毕业走出社会的这些孤儿返校，将学校当
成他们的永久家园，熊希龄组织修建了这组富有
情感的建筑，连续开展过两次“回家节”，并把每年
7月 7日定为慈幼院毕业生的回家节，返校者就
住在这个思亲舍。值得点赞的是今天正在维修的
这些红色旅游景点，拟对外展出的铭牌介绍，记
载了香山慈幼院的这段历史。

沿着西南方向登山约一华里左右，即可抵
达双清别墅。今年这里一直在维修改造，不让入
内。去年曾经参观过两次，当年熊希龄建设的风
貌基本保留，熊希龄题字的双清别墅字样也还
在。双清别墅是静宜园香山二十八景之一，因院
内一座石壁下有两眼泉水，乾隆在泉旁石崖上
御题“双清”二字，因此得名。熊希龄建设慈幼院
时，双清别墅是院长办公会客和居住的场所。看
香山慈幼院的历史照片和记载，这里曾是熊希
龄教育事业的重要交际场所，一大批著名历史
人物都曾在别墅前的台阶上和院内湖边合过
影，包括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张伯苓、
陶行知，还有一批批来自欧美、日本的教育参观
访问团。

最早带领中国慈善走向世界

的慈善家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香山慈幼院堪称中
国教育的领军者，其理念今天来看仍不过时。熊
希龄将慈幼院教育目标明确为培养“健全爱国
之国民”，要让学生“德智体群”四育全面发展，
开展慈幼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倡导
一种健全的国民教育理念。从婴幼儿开始，注重
亲情教育、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生活自理，树立
社会互助和图自立的观念，热爱国家。那个时代
他们即开设国语、算术、自然、英语、物理、化学、
地理等课程，还有图画、音乐、体育课程，注重农
工事业，职业技术教育，有农业、工业、手工业等
技术职业教育课程，倡导半工半读，勤工俭学。
尤其是提倡学生自立，熊希龄亲自作词谱曲的
校歌第一句即是“好好学习，好好劳动，好好图

自立”，学校还成立各学科的学会，推广启发式
教学，让学生自己动手，甚至还把学校农工商场
变为股份公司，老师和学生都可以成为股东，在
公司任职，有盈利还可以分红。学校还兴办自己
的儿童储蓄银行，发行钞票，鼓励学生节俭、储
蓄和理财。推动学生自治，成立学生自治会，还
学习模仿西方议会制，在慈幼院设立市议会，下
设事务所、警察所、审判所、邮局、电话局，设议
员、市长、村长等职位，由学生选举投票担任，还
配上制服和标志执法。引入西方童子军活动，广
泛开展军事体育、野营、军事游戏等活动，熊希
龄还亲自带领学生爬香山，搭帐篷野营，增强同
学们集体生活、野外生存技能。正如周秋光先生
评价：“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熊希龄在那个时期
所提出的幼儿教育方案，会发现他的慈幼思想
仍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949 年 3月香山慈幼院校舍借用给中共
中央办公后，学校搬往城内西安门大街 26 号，
政府在阜成路白堆子为其建设了新校舍，后香
山慈幼院更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2015 年再次
更名为北京实验学校。我也曾实地到阜成路探
访过今天北京实验学校的校园，在门口的宣传
栏和其幼儿园的大门口，看到了香山慈幼院的
记述，但愿他们能传承熊希龄当年的教育创新
实验精神。

熊希龄作为民国时期的慈善家，还有一件
特别值得今天中国慈善界记住的伟业：他是最
早带领中国慈善走向世界的中国慈善家。

在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大背景下，中国传统
慈善在西方创设的红十字会、救世军、宗教慈
善的冲击下，纷纷停办倒闭。这时一批中国绅
商和宗教人士，不堪中国本土宗教和慈善事业
的衰落，联合发起了世界红卍字会。该会最初
在济南创立，后经北京政府批准注册，1922 年
在北京成立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以“促进
世界和平、救济灾患”为宗旨，随后快速发展，
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并构建起遍布全国且远
及海外的慈善救济网络。一方面世界红卍字会
学习西方救世军等宗教慈善组织，将中国道
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与慈善事业结合起来，另
一方面向刚刚引入中国的红十字会学习，积极
开展战场救护，成立战时救济队，救护伤兵及
难民，设立临时医院及收容所，还积极开展自
然灾害救助，建设永久慈业包括卍字医院、卍
字学校、育婴堂等。

熊希龄是世界红卍字会的发起人之一，起
初为会员，1925 年被推举为会长，直到 1937 年
他去世为止，连任三届历时 12 年之久。在熊希
龄的主持下，世界红卍字会不仅仅在国内发展
救济事业，成为当时事业发展和影响力与红十
字会并驾齐驱的全国性大型慈善组织，还开展
国际救济，先后参与过 1927 年日本关西地震救
助，1928 年中俄战事救济，1934 年日本大阪飓
风救助等。熊希龄还以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
会长身份出席万隆举行的国联禁贩妇孺会议，
向大会递交中国代表团建议书，使世界红卍字
会真正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慈善组
织。因此，熊希龄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援
助行动的中国慈善界领袖。

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熊希龄：一个人为人
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
许多好事的。从克勤郡王府到香山慈幼院，从一名
政治家转型为慈善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熊希
龄创造了值得让我们永远铭记的功勋，他在香山留
下的这些建筑遗存和在煤厂街的墓园，值得我们祭
缅。在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华诞之际，
香山红色革命旅游线路即将开展，我们在缅怀毛泽
东主席及中共中央在香山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
胜利的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应忘却，熊希龄在香
山慈幼院对中国慈善、教育的创新创造，及为中
共中央入驻香山打下的这些物质基础。

胡胡同同深深处处

从克勤郡王府到香山慈幼院
胡胡同同深深处处

▲病案管理与信息统计中心工作人员钟彬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历库中翻找纸质老病历。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本报记者帅才、刘芳洲

走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历“博物馆”，扑面
而来的，是尘封已久的历史气息。188万份映射着
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脉络的老病历从旧时光里走
来，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光阴里的故事。

存于病历库里最早的病历是 1945 年书写的，
70 多年前的病历字迹流畅工整，堪比字帖，人体
手绘精美得可以挂进画廊。这里有存放纸质版病
历的大型病历库、保存着几十万份影像资料的胶
片库和 188万份已经扫描存进电脑的电子病历数
据库……这些老病例如同现代医学发展的“活化
石”，见证了我国中国现代医疗科技的进步发展和
现代医学的自主创新之路。

医生曾在病历里仔细记录菜名

1946 年，一位名叫罗天学的工作人员在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老办公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建立了
病历库，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保存了 1945 年到
1951 年的病案，最早病案可追溯到 1945 年 10月
12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病案管理与信息统计中心

主任金敏说，病历库藏着很多有研究价值的“古
董”，早期病历以英文为主。对于疑难杂症和特殊
病历，医生都会配上自己手绘的图片，让病人更好
地理解，也为后续医学教育提供素材。到了 1951
年，湘雅医院的病历记录从英文转为以中文书写
为主。当时外籍医生退出中国舞台，本土培养的医
学人才开始发挥作用。这时期的病案保存了医生
的手写原稿，当中有很多医生后来成为国内医学
大家，因而这些手稿极具档案价值。

“腊豆子、香干子、腊鱼、蛋糕……”这不是大
厨在报菜名，而是湘雅医院的医生在病历里详细
记录着病人的饮食情况，具体到每一种食物的食
用时间和分量。

记者翻阅着老病历，看到医生的记录细致入
微：病人散步时长、每日饮食等情况均记录在案。
中南大学党委宣传部主任严丽说，“这反映了医生
对于病人的关心，时时都以病人为中心。”

记者看到 1977 年 12月 23日神经外科的一
份病历，病历显示，21岁的患者刘女士患有动脉
瘤，经常头痛。为了帮助刘女士，医生于当日为刘

女士实施了动脉瘤结扎术，手术时间为 8个小时，
手术顺利。

2018 年 9月 4日，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医生为
一名同样患有动脉瘤的 53岁患者实施了显微镜
下颅内动脉瘤夹闭术，手术时间为 5小时，手术很
顺利，患者出血量小。

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李学军教授告诉记
者：“这两份病历反映了医疗技术的进步，动脉瘤
手术时间缩短了，在显微镜的帮助下，医生的手术
更加精准，患者的安全系数也提高了。”

在湘雅医院病历“博物馆”内保存着一份老病
历，这份病历写于 1948 年 1月 7日，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党委副书记吴希林向记者展示了这份病
历，他说，“这是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的病历，他曾
于 1948 年 1月 6日在湘雅医院看病，病历的书写
是英文的，记录了他的诊疗过程。”

金敏告诉记者，湘雅医院的病历保存经历
了纸质时代和胶片时代，在没有电脑的年代，姓
名卡片就是查找病历的“搜索引擎”。一沓沓小
卡片，记录了病人的基本信息与病历编号，能够
快速便捷地调阅。如今进入电子化时代，188 万
份病历都有了电子版。现在病历“博物馆”保存
着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病案，对于了解那段时期
的疾病谱构成、变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人
员对当时的 9834 份病历从病种、年份、性别、年
龄等方面进行回顾性分析，疾病顺位排名依次
为传染病、寄生虫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
病等。

“后来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很多传染病、寄
生虫病发病率下降明显，几乎难以见到了。”金敏
说。

记者了解到，病历“博物馆”里有一批“古董”
亟待修复。这是一批 1945 年至 1959 年的老病案，
由于“年纪大了”，纸质破损日益严重，为了避免因
保存年限问题而导致重要历史资料丢失，湘雅医
院正在对一批老病案进行扫描，并建立数据库，目
前还有一批老病案亟待整理和修复。

医生苦练毛笔字写病历

今年 85岁的张成裕教授是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普外科的退休医生，也是病历变迁的亲历者。在
他 63 年的从医生涯中，病历从来都是患者的健康
档案，具有教学和研究价值，也是医生“把病人当
亲人”的宝贵见证。

张成裕教授在苦练毛笔字上付出的努力让他
的病历书写堪比字帖，这一写就是 60 年。“病历写
得越好，医生的诊断就越准确。”张教授说，自
1961 年走上工作岗位以来，自己有一条“原则”，
“只有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彻底了解病人的情
况，才能得到患者的心，治好患者的病。”

“现在我们使用的电子病历和多媒体教学大
大提高了医学教研的效率，但是病历背后的严谨
精神没有变，我们作为医者的初心也没有变。”张
成裕教授说。

“1988 年，我进医院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写病
历”，接受了严格的病历书写教育的还有骨科主任医
师胡懿郃教授。胡教授记得，自己初学写病例时：“一
份完整病历，至少要写满 7页纸，一旦出现不规范或

者缺项，教授就会把病历本扔到窗外去。”
不仅如此，医院还对病历不规范有明确的

处罚规定。“一处错误要罚 5 块钱工资，那时候
我一个月的总收入只有 58 块啊！”虽然胡教授
讲起自己的“辛酸史”时满带笑意，但他对自己
的学生也“毫不手软”。

随着医学的进步和电子病历的应用，病历
模板的设计能帮助医生更加快速、全面地书写
病历。但胡教授坚持，写病历是医生的基本功，
掌握不好这项技能，就不能被称为“好医生”。
“现在的学生虽然有模板可以参考，但我还是要
求他们每周必须手写至少一份完整病历，一旦
出错就重写。”

在湘雅医院有一个著名的“病历痴”，他是
今年 90岁的袁明道，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心胸外
科创建者，中南地区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主要参
与者。退休后，他花了 30年时间守在浩瀚的病历
库里“淘宝”，发掘百年湘雅沉淀的医学经验……

头发花白的袁明道翻开一本病历，他用放
大镜逐字逐句仔细地阅读，沉思片刻，然后将病
人姓名、诊断结果、手术方法、主刀医生等关键
信息用不同颜色的笔记下来，遇到典型病例，他
会复制一份，耐心地贴在记录本上。

袁明道每天早上 8点钟准时来到医院，在
病案室一待就是一天。他手写的病历记录本，浓
缩了几十年来湘雅医院心胸外科的病案信息。

记者翻阅的一份 1987 年 5月的病历显示，
袁明道等医生成功为一位 5岁先心病儿童实施
了心脏手术，一个月后患儿顺利出院。湘雅医院
心胸外科主任医师罗万俊说，在上世纪 80年代，
心脏病手术起步不久，先心病手术属于高难度手
术。而如今先心病手术的技术日益成熟，成为常
见的手术。现在湘雅医院心胸外科已经能够完成
包括心房动脉双调转等各种复杂心脏手术。

温故而知新。在罗万俊眼中，袁明道的病案
就像科室医生的“口袋工具书”，这本工具书实
时更新，不仅对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有参考价

值，对整个科室都有指导意义。
袁明道说：“我如果能活到 100岁，就会整

理病案到 100岁，以后把这些病案本赠送给科
室，医生能用病案本的信息找经验、做研究，我
整理的病历记录，能让年轻人少走弯路，治好更
多的病人，我就很满足了。”

188 万份病历反映中国医学进步

一份完整病历，对医生了解病人的全身情况
并做出下一步诊断至关重要。很多医生都认为，病
历的水平代表了医生的水平，病历的迭代演变也
折射出医疗水平的进步和人们健康理念的变迁。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李学军
教授说，神经外科的发展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一
步步发展起来的，从病历的演变上可以得出明
确结论。早期由于缺乏现代化诊断手段，主要靠
医生采集病史、全面的体查及临床思维判断，所
以早期病例非常注重细节的整理和描述，所有
的病历都是用纯文字记录，部分配有手绘图。

李学军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上世纪 80年代末的
病历：“这份病历是湘雅医院进入显微时代之后的
一份手术记录。这份记录把手术细节描述得非常清
楚，这个阶段神经外科诊疗水平整体开始提升。”
记者翻阅如今神经外科的病历看到，脑科学

时代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脑手术辅助机器人定位
系统应运而生，用于颅内肿瘤切除术。现在医生
能够在病人清醒的状态下给患者实施颅内肿瘤
切除术，并尽可能地帮助患者保留大脑功能。

从产妇在家中生产到无痛分娩的日渐普
及，从第一台心脏移植手术到人工心脏的成功
研制，从 3D 打印骨骼到达芬奇机器人的应运
而生……越来越多的先进医学技术为患者带来
健康福音。

70 年沧桑巨变，人们的就医体验发生了巨
大变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著名骨科专家雷
光华教授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关节炎患者犯病
的时候只能忍着病痛，没有什么有效治疗，到了
上世纪 80 年代，患者只能接受吃药、打针等保
守治疗；上世纪 90 年代，关节置换术开始出现，
但一台手术耗时较久；如今医生在短时间内就可
以为患者实施关节置换术，如果条件允许，病人
甚至可以拥有 3D打印的骨骼。

病历博物馆，“馆藏”中国医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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