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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滂沱山雨终于停了下来，河水暴涨，云雾弥
漫。山陵纵横，幽谷深处见不到几户人家。河南
大学师生流亡队伍的几十户教师和家眷，正拖家
带口，深一脚浅一脚，缓缓跋涉在泥泞的山路上。

那是 1944 年 5月，日军突袭嵩县潭头镇，16
名鲜活的生命说没就没了。河南大学呕心沥血营
造的深山学府，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下毁于一旦。

日寇可能随时渡河，河大教育系教授李秉德
的妻子马上就要临产，危难时刻，河大医学院教授
朱德明、倪同岗夫妇，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为李
秉德妻子接生。

重渡沟附近的关沟村，溪水环绕，只有三户人
家。河北岸的房东孙老汉，在自家屋后的竹林里，
用毛竹、树枝搭起一个茅草庵，放上一张木床，就
成了一个临时产房。

25日清晨，茅草庵里传出了响亮的啼哭声，一
个男婴呱呱坠地。同一天，200多公里之外的洛阳
城，被日军侵占，河南全境陷落，河南大学被挤在
豫西南的弹丸之地南阳荆紫关。

李秉德是洛阳人，家乡沦陷，悲从中来，他为
在重渡沟茅庵里出生的儿子起名重庵，乳名小洛。

后来，李秉德任西北师大校长，李重庵在甘肃
省副省长任上出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医者风骨，念
念不忘，李家与朱家后代成为通家之好，往来密切。

2013年，李重庵来到河南大学，看到校史馆保
存完好的嵩县资料照片时，有些激动：“这是我的
寻根之旅，我对河南大学有无尽的感恩，有血浓于
水的亲情，常常会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崇敬感
和亲近感。河大的大学精神非常可贵，不仅有对
国家、民族的责任与担当，更有医者仁心的高贵品
德，同事、朋友间的同舟共济、生死与共。”

二

宁静的河南大学校史馆内，珍藏着一本厚厚的
书《九十年沧桑》，封面是作者张静吾的照片。照片
上看，他面容清瘦，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这位籍贯
巩县的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和蔼儒雅的外表后有
着刚强执拗的意志。

1927年夏，27岁的张静吾以北京德国医学院
医师的身份，到开封拜访河南大学校长凌冰，力陈
添设医科之必要。1928年，河南大学设置医学学
科，与文、理、法、农一起，成为该校第五个学院，开
启了河南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上海同济大学医
科毕业生陈雨亭和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阎仲彝，先
后出任院长。1934年，曾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
校读书的张静吾，回到母校，担任河南大学医学院
院长兼内科教授。

三任院长知识渊博，理念超前，对同事信任和
爱护，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把师生紧紧团结在一
起。他们以繁荣学术、培养人才为宗旨，成立医学
研究会，创办《河南中山大学医学》季刊、《医学》周
刊、《农学与医学》等学术性刊物，先后建立妇产科
医院、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化验室等，逐步形成了
较为完备的医学教育体系。

河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关爱和讲述，医学院创办
之初，师资多以同济和留德博士为主，学生也多为
优良之才。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张劭，就曾因药物研
制方面的贡献，入选英国皇家院士。1936年，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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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巍峨宏伟的南大门门楣
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让师生刻骨铭
心。中华文化以其源远流长而著称于世，中原文
化又以其博大精深而魅力无穷，百折不挠、自强
不息的精神，铸就了河大人顽强的意志和品质。

1950 年，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河
南、安徽两省共有 1300多万人受灾，4000余万
亩土地被淹。1951年，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数十万群众浩浩荡荡，奔赴千里
淮河沿线工地。

民工和技术人员亟待医疗保障，1955年，淮
河医院应运而生，承担起河南省治淮施工工地疑
难重症患者会诊、转运危难疑难病人救治的工
作。医务人员又频繁奔波在工地与村庄，基本控
制了天花、霍乱和伤寒的流行。

1975年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事件发生后，三
批医疗队35天日夜救灾；1978年“杨庄事故”时，
淮河医院收治42名伤员，重伤员 8人，他们用手
电筒照明，在医院大礼堂处理伤员；1979 年和
1981年新郑、中牟暴发伤寒，医疗队经过 3个月
拼搏，控制根源，消灭伤寒。在河南对外医疗援助
的 40多年间，30多名淮河医院医务人员远赴埃
塞俄比亚高原和赞比西河畔，以精湛的医术填补
了受援非洲国家医学史上的多项空白，娄敏医生
在战场进行救援时，自己伤断了两根肋骨，仍然坚
持工作……

2020年春天，一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
活轨迹。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1月 26日，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和第一附属医院的 52 名医务人
员，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驰援武汉。

在河南大学抗体药物开发技术国家地方联合
工程实验室，马远方教授带头的应急研发团队，在
与时间赛跑。2月26日，马远方团队率先研发出
新冠病毒特异性IgM和 IgG两种检测试剂盒，可
在 5至 10分钟时间完成新冠抗体快速筛查。项
目的前期结果，已由研发团队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说，“读书不忘救
国”“尚诚朴，勤学问，重团结，养正气”，百年风雨
给了河大人太多的艰辛与磨难，历史沧桑给了河
大人太多的坚韧与刚毅，河大的历史永远是一部
厚重的、自然的、人文的教育史、发展史。河南医
学高等教育起于河南大学，而后折枝为林，蓊郁
青葱，以医学教育造福中原人民的宗旨从未改
变。今天的医学院，是第一批国家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项目试点高校，拥有2个国家工程实验
室。临床医学学科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 11个，39个省级重点学科，20个省部级重点
实验室和研究中心，6个院士工作站。2018年 9
月，临床医学学科进入ESI学科排名全球前 1%
（ESI为《基础科学指标》的英文缩写，是全球公
认的评价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

百年路途之上，每一片新芽，每一次花开，每
一处跌宕，每一段艰险，医者之傲然风骨，清冽之
气，早已氤氲开来。1

（本版图片提供：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
研究中心）

四

亭台水榭，花木扶疏，鸟鸣其间，分外幽静。这
个春天的河大校园，静寂平和。明伦校区的西南
角，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掩映着一座灰色的两层
长楼。校史馆负责人说，它建于上世纪 30年代，曾
是医学院的教学楼，校史馆保存的几张照片，就是
以它为圆心，记录下医学院成长的历程。

方砖宽厚，楼宇依旧，或远或近的一幕幕场景
相互交叠，让那些动人心魄的故事扑面而至。

抗日战争爆发后，医学院附属医院奉命组建军
政部第 11重伤医院，随战事迁转，7年时间救治伤
员和百姓上万人。

1946年，黑热病在河南严重暴发。它是一种寄
生虫病，通过白蛉叮咬传播，传染性极强，人体感染
该病后，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90%以上的患者
2年内将因合并感染其他疾病而死亡。面对凶险的
传染病，30岁的王伯欧教授逆行而上，出任河南黑热
病防治队医师兼队长，最终黑热病在河南被消灭。

1950 年 6 月，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医学院
13名医护人员组成河南省第一批抗美援朝手术医
疗队，赴朝鲜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出发前，他们在
医学院教学楼前，定格了坚定无悔的面庞。

前线护士一人要照顾 160 余名伤员，每天
10000余毫升（20多瓶）静脉输液、夜班、换药、冲洗
伤口、危重病人特别护理，工作极其繁重。在队长
吴国桢主刀或指导下，河大医疗队做了多例难度较
大的手术：后尿道损伤之膀胱上造瘘尿道修补、腹
部损伤结肠露置术……

“山之上，国有殇”，危难之处，挺身而出。河南
大学校长宋纯鹏说，河大人在潜心研究学问的同
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脚步。当
国家民族处于紧要关头，河大师生总是迎危而上，
他们何尝不是河大史学家嵇文甫所呼唤的“ 蹈厉
奋进”的“河南士子”，他们又何尝不是用生命、鲜血
和灵魂续写着、弘扬着“河南精神”!

三

阳春三月，山花遍野。河对岸是起伏逶迤的
山峦，几户人家隐于云烟深处，潭头镇是世人心中
的桃花源。几间老旧的屋舍，墙面斑驳。十多户
的山墙上，精心悬挂着黑白老照片，注明这里曾经
是河南大学办学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大学流亡办学 8年，辗
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
其中，在嵩县潭头（今栾川县潭头镇）办学长达 5
年。之后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
汉中、宝鸡等地，弦诵之声荡漾在河南、陕西两省
的山水之间。

1939年，高中毕业的张效房，以全国统招第一
名的好成绩，考入河南大学医学院。百岁老人张效
房回忆，在潭头镇，民房、破庙是他们的宿舍和教
室，冬天透风，夏天闷热。上课桌椅及试验台，都由
土坯砌成。校长、教授、学生与农民同饮一缸水，因
陋就简，不因战乱而影响教学科研活动。

清晨傍晚，山径上，林溪间，学生们常常手执
一卷，苦修不厌。黄昏时分，小油灯次第亮起，一
盏一盏闪烁着。

河南大学校友冯友兰曾有抒怀诗句：“智山慧
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如今，张效房是我国
眼内异物研究的奠基人和眼科外伤专业的学术带
头人，他创造的“眼内异物的定位与摘除方法”，被

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眼科学对世界眼科学
的两大贡献之一。

2019 年 4 月，在河南大学的“明德医学讲堂”
上，99岁的张效房老人动情说道：经历过抗日战争，
我们知道国家必须富强。我是中国人，我的经验是
从一个个中国病人身上来的，必须把我所有的一切
都贡献给中国人。河南大学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医
生，我的身份永远是河南大学毕业生。

胡佩兰，194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退休后
连续20多年出诊，被称为“中国最年长的出诊医生”，
在“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的舞台上，她的颁奖词
是：“技不在高，而在德；术不在巧，而在仁。医者，看
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扈江离与
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你是仁医，是济世良药。”

2014年 1月 22日凌晨 5点 30分，在工作岗位
上兢兢业业坚持70年、98岁的“医生奶奶”胡佩兰，
耗尽了最后一丝心血，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弥留
之际牵挂的依然是病人，临终只留下一句话：病人
看完了，回家吧……

良到医学院参观，在医学院学生的枕头下发现辩
证法读物，可见学生阅读兴趣之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血吸虫病在中国长
江流域肆虐。李赋京教授利用教学工作间歇期或
假期，奔走于血吸虫病疫区，研究血吸虫中间宿主
钉螺的分布情况。1936年，他在安徽省发现了一
个钉螺新种，并首次在《中国动物学杂志》上发表
这一发现，经正式鉴定，新种被命名为李氏安徽钉
螺，填补了中国对日本血吸虫病研究的空白。

抗战期间，河南大学流亡办学。在嵩县，医学
院开办“高级助产学校”“高级护士学校”，下设门
诊，终日为求诊者治疗。遇到危重病人时，张静吾
就在汽灯下为患者做外科手术。医学院师生普及
的新法接生，使嵩县婴儿成活率提高到100%。

1944年 5月，日军血洗潭头。16日，张静吾
携带家眷和几个学生遇日军被俘。张静吾的妻子
吴芝蕙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子张宏仲颈部被刺
伤，伤势严重，张静吾跳下深沟，侥幸脱险。“我突
遭家破人亡之祸，痛苦心情实难描述。”

1946年，张静吾以一种超常的精神力量，主
持河南大学医学院。医学院聘请教授、副教授 22
人，建有病理、解剖、药理、细菌等学馆，附设高级
助产学校、护士学校和附属医院，规模空前。1950
年，为了延揽人才，张静吾日夜兼程，奔波于上海、
南通等地，以虔诚、豁达的胸襟，影响、感化着一位
位名家来河南工作，为河南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和
理工专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耕耘此处的学者，受教于此的学子，夙兴夜
寐，孜孜以求，书写着大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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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医学院配置的各种德国制造的试验仪器

1937年河南大学医学院全体人员

嵩县财神庙，1939年河南大学医学院办学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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