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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Summary	
  
The	
  following	
  guide	
  lays	
  out	
  the	
  history	
  and	
  background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Medical	
  School	
  
from	
  its	
  previous	
  form	
  as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nd	
  Medical	
  School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1906)	
  until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As	
  the	
  only	
  
medical	
  school	
  in	
  West	
  China	
  until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a’s	
  first	
  dental	
  school,	
  and	
  an	
  
important	
  center	
  for	
  medical	
  education	
  in	
  “Free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is	
  
institution’s	
  early	
  history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Website	
  and	
  search	
  instructions	
  (in	
  Chinese)	
  begin	
  on	
  page	
  11	
  below.	
  

一、华西协合大学档案简况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在川的各基督教会决定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府，地址定在四川政治
文化中心——成都。随即，学校着手筹建，在城南购买土地，建筑校舍。 5 年后（1910 年）大学正式
成立，定名华西协合大学。它是中国西部唯一的一所由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五个差会联
合创办的基督教会大学。大学的组织管理模仿牛津、剑桥的体制，实行 “学舍”制，由各差会分别建筑
学舍，并负责其管理。大学的组织领导在国外设 “董事部”，校内管理则组成“理事部”。行政机构设校
长、副校长、会计、文牍等。大学设行政各部，如 1928 年设有教务部（教务会议、注册处），事务部
（社交、庶务、事务委员会），会计部（财政委员会），文牍部，图书馆，出版部（出版委员会），
体育部（体育委员会），学生指导部，卫生部（检察、医药），产业部（产业委员会），博物馆（博
物委员会），建筑部。大学创办之初，设文、理、教育三科。1914 年增设医科，次年添设宗教科，1917
年复增牙科，综合前述文、理、教育科共为六科，成为一所以医、牙为主，文理并重的综合大学。1927
年学校向四川省教育厅申请立案， 1933 年正式获教育部核准立案。其间，学校华大进行了重大改组，
校名改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取消宗教科，合并其余各科为文、理、医学三个学院。到 1949 年，学
校设有文、理、医、牙四个学院。 1951 年，学校更名为华西大学。从 1910 年至 1951 年，学校校长先
后由毕启（1913 年至 1930 年）、张凌高（1930 年至 1932 年，1933 年至 1946 年）、方叔轩（1932 年
至 1933 年，1946 年至 1951 年）担任。
华西协合大学档案全宗内现有档案 4000 余卷，由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组成，各有 1500 和 2500 余
卷。作为外国教会早期在中国创办的 13 所教会学校之一，华西协合大学档案对研究近代中国西南地区
的文化教育史、医学教育史、宗教史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等，都是难得的宝贵材料。其主要内容为：
行政、人事类，教务类，经费类，医药、仪器设备类，校产、房产类，图书、博物类，社团类，教会
类，国际交流类，附属机构类，私人信件类。华西协合大学档案曾经一度移交四川省档案馆和成都市
档案馆，1986 年大部分移交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现四川省档案馆和成都市档案馆尚有部分华西协合
大学档案。2000 年 9 月 29 日，四川大学与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四川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档案现藏四
川大学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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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四川大学
—— 华西协合大学发展简史

（一）华西协合大学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自成体系的洋学堂逐步进入中国。 1877 年，西方传教士大批进入四川，在传教布道
的同时开设医院和兴创学校。1904 年，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基督教差会美以美会（卫理公会）、浸
礼会、英美会（中华基督教会）和公谊会开始筹划在成都开办大学。 1905 年 11 月，“华西协合大学临
时管理部”成立并负责筹建工作，随即选定成都南郊风景清幽之地作为学校的校址 。这里距城中心仅二
里左右，相传为古代中园，占地面积大约二百亩，土地平坦、清旷，是理想的大学校址。 1918 年圣公
会加入了学校的办学活动。因此，当年的成都市民称华西协合大学为 “五洋学堂”或“五会学堂”。
在筹建时期，学校得到了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等国外著名大学的大力帮
助。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家波尔顿和张伯伦亲自来到成都考察和指导学校的筹建工作。 1907 年，学
校开始兴建校舍。
1908 年 10 月正式拟订的《华西成都基督教大学筹办方案》规定学校的办学宗旨为： “借助教育为
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在后来制订的学校章程中，更是明确指出：学校是 “为与华西各差会有关系的
中国或其他国家人士提供教育设施 ”，“为所有其他阶层青年提供受教育的手段。”由此，人们不难看出
学校作为西式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办学性质。
1910 年 3 月 11 日，在校舍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正式开学，成为今日四川大学重要组成之一的华西医科大学的历史起源。它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苏
州的东吴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和山东的齐鲁大学等，并列为全国十三所教会大学。
与其他教会大学一样，华西协合大学具有基督化、西方化、国际化的特点，实施的教育以西学、神学
为重，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之人，早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差会的拨款和传教士的募捐。华
西协合大学的创办正值四川社会和教育的重大转折时期，古代书院的衰落和新式学堂的成型是这一时
期的发展主线。由此，四川出现了两种性质迥异的高等学府：一是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为标志的四川
近现代高等学府，一是以华西协合大学为标志的西式教会大学。它们一中一西，一官办一洋办，是当
时四川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最后都成为今日的四川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0 年主持并创办华西协合大学的许多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卫斯理大学文学博士、
神学博士毕启（Joseph Beech）。他 1913-1946 年先后担任了大学校长和校务长，曾经获当时国民政府
授予外籍特殊勋绩人士褒奖——红蓝镶绶四等彩玉勋章。他强调，要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办学，
突出技术科学、应用科学，注重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出路，使各学科专业体现出实业性的特点。毕启 自
1913 年到 1942 年近 30 年间，15 次横渡大西洋来往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积极为学校筹款达 100 万美元，
为办好华西协合大学贡献了毕生精力。
华西协合大学实行学舍制，按照参加大学组织的差会划分区域，学校则集中精力进行规划建设、
教学计划的实施、教学科研的后勤。华西协合大学的管理体制，按照协合的原则，仿英国牛津大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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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由董事会、理事会、校长行政会（内阁）构成。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由参加联合办学的各教会
分别建造和管理一组学舍，并共同担负大学行政一定经费。
1910 年华西协合大学开办时设文理两科，11 名学生均来自此前开办的华西协合中学。第一年的任
课教师有两个中国人和八个外籍人。学制为三年预科，三年正科，毕业后授学士学位。文科设哲学、
教育、英文、西洋史学和综合文科五个系。理科设生物学、化学、数学、物理学四个系。大学教材除
中国文史外，大都采用国外教材。由于实行了严格的淘汰制度，当 l9l5 年第一批学生毕业时，华西协
合大学仅仅有胡海云获哲学学士和吴树成获教育学士。

（二）立案前的华西协合大学
华西协合大学仿英美体制，在初设文理两科基础上，设置教育、宗教、医、牙等科，逐步成为一
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文理并重、医牙为主的综合大学，尤其 “医牙两科，成绩特著”。
1914 年华西协合大学创建了医科。在这之前，基督教各差会已在华西地区办了一批医院和诊所。
其中，成都的仁济男医院、仁济女医院、存仁医院、仁济牙症医院已经开始培训中国医助人员。医科
的创办者们一开始就直接借鉴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医学教育管理模式，科目设置和教学计划是按
照美国、加拿大标准制定的。学制初为六年，其中预科 3 年，正科 3 年。自 1920 年开始，医科学制开
始增加为七年，其中预科 3 年，正科 4 年毕业，到 1930 年代后，定为预科一年，正科六年。因学生入
校程度不一，在实行七年制教学时，八年制、九年制也同时存在一段时间。
华西现代医学教育的先驱者多为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他们在学业有成之日，正处风华正茂的年龄
来到了华西协合大学。他们不少人甚至毕生留在四川从事医学教育工作。例如，美国解剖学家莫尔思
（W.R. Morse），作为创办人之一创立了西南地区最早的现代医学专业，一直在校任教至 1937 年。加
拿大生理学家启真道（L. G. Kilborn）在校 30 年，曾任医学院院长和医牙学院总院长。其父启尔德（O.
L. Kilborn）是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人之一，其母启希贤（ R. G. Kilborn）是成都仁济女医院创办人。医
科 1920 年开始有毕业生，第一班有刘月亭、李义铭、胡承先、颜相和等 4 人，第二班有钱家鸿、陈鸿
信、王开基等 3 人。
1917 年华西协合大学创建牙科。为发展专科教育和专科医疗，被誉为 “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的加
拿大林则博士（A. W. Lindsay）1907 年在成都四圣祠开设了牙科诊所，1917 年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办中
国最早的牙科专业。由此，华西协合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中国各地牙科的早期
创建者或领导者大多都是在这里培养出来的。
1911 年，黄天启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学习，后改学牙科。1921 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牙科医生，
也是亚洲第一个牙科毕业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兼任成都四圣祠牙症医院副院长。 1926 年，他留
学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获牙医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中央大
学医学院牙科教授和华西、齐鲁、中央 3 大学联合医院牙症医院院长。他医德高尚，对所有病人一视
同仁，常常说：“医生是看病，不是看人。”
1922 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员们给华西协合大学颁发了临时性的特许状，同意学校的毕业生
学业成绩复核后，由纽约州立大学同时授予该校学位。1934 年 6 月 25 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评议委员
会最终批准了赋予华西协合大学授予以下学位的权力 ；文学学士（B.A.）、理学学士（B.S.）、药学学
士（B.S.Pharmacy）、医学博士（M.D.）和神学博士（D.D.S.）。1938 年，华西协合大学向美国医学
考试委员会全国协会提出的认证申请也获得了批准。这在华西协合大学国际化办学的历史进程中具有
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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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华西协合大学招收的第一班女生共 8 人，建立女生学院，开内地男女合校之先声，也是
全国最早开展女子高等教育的学校之一。1929 年，学校文、理科有女生共 5 人毕业。1934 年，在华西
协合大学 561 名注册学生中，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女生。学校女子学院的多数学生来自于四川各地，
也有来自于朝鲜、苏联和美国的留学生。华西协合大学有史以来培养的第一个女医学博士是著名的妇
产科专家、医学教育家乐以成。她 1921 年女扮男装只身出逃成都求学， 1924-1932 年就读于华西协合
大学，1932 年成为第一个毕业的医学女生。 1952 年起，她在校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在
中国妇产科领域曾有“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成”之说。
曾任四川医学院教授、副院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微生物学家陈文贵是华西协合大学优秀学生的
代表。1927 年，他曾经参加南昌起义，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卫生队队长。1929 年，他毕
业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研究了疫苗血清制造技术，进行
了鼠疫调查和防治工作。30 年代中期，他被聘为国际卫生组织公共卫生视察员，赴印度及南洋一带考
察鼠疫防治措施；40 年代初，他率队前往中国湖南常德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实地调查，写出
了著名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以大量科学根据，判明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细菌战的事实 ；
50 年代，调查、揭露与控诉了美国侵朝战争使用细菌的罪行，荣获朝鲜授予的二级国旗自由勋章。
经过短短十来年的建设，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城南完全呈现了一番新的景象 ：“我们安居在新家，
我们非常地喜欢它，农田里大豆花散发出令人喜爱的芳香 ”。每天清晨，外国“洋娃娃”骑着小马，从玩
泥浆、捉泥鳅的农村小孩身边跑过，到城里的 “加拿大小学”上课。每到周末，精力过剩的外国男女，
做出让老乡百思不解的古怪行为，在刚刚修好的道路上来回狂奔，在草坪上拍打网球。迄止 1925 年，
学校面积已达 900 亩，办公大楼、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已颇具规模，主要建筑已有 29 所。在华
西协合大学建校之初，学校曾专门聘请英国著名建筑师弗烈特 ·荣杜易进行规划。他将西式园林、西式
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风格相结合，创造出了在全国为数不多的中西合璧的 “中国式新建筑”群落。2001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将学校的八幢老建筑列为 “成都市文物建筑”。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华西协合大学学生李宝鲁等第一次组织了 “退学团”。1926 年 9 月
5 日，四川万县惨案发生。华西协合大学校方威胁开除参加 “万案雪耻”示威游行的华西协合大学学生。
愤怒的学生们再次成立了“退学团”，占当时华西协合大学学生半数的 160 余人以及华西协合中学校、
华西协合师范学校、华西协合神道学校、高琦初级中学共约 500 余人退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师
生积极争取学校当局接受和妥善安置了大批的退学学生到校学习 。最后，华大学潮以学生胜利而结束。

（三）立案后的华西协合大学
在“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收回一切外国人在华教育权的斗争。由于华西协合大学师生
爱国运动的推动，加之中外进步人士的努力，华西协合大学于 1927 年向四川省教育厅申请立案。曾经
留学日本的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学系首任系主任程芝轩，积极参与和促成了华西协合大学向中国政府
立案的工作。其目的在于：让中国人参与校政，以表现中国化的特征；取消强制的宗教教育，以避开“宗
教堡垒”的攻击；在沟通东西文化的口号下，引入国学研究，以显示本国文化的精神。 1933 年 9 月 23
日，四川省教育厅转教育部指令：“私立华西大学，应准予立案” 至此，华西协合大学完成了大学转型
和改组，更名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学校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
在华西协合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前后，办学宗旨的修改，管理体制的转变，教学制度的完善，办
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条件的发展，尤其是文学、理学和医学院的建立，使华西协合大学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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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办学宗旨已转变为 “本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高尚品格、增进人类幸
福为目的。”同时，以“仁智、忠勇、清慎、勤和”为内容的新校训体现了儒家的文化精神。中国人参加
主持校政，原校长毕启改任校务长，华西协合大学文科学士、美国西北大学硕士、德鲁大学博士张凌
高任校长。学校最高决策机关理事部的人员组成，中国人超过了半数。同时在新设的大学董事部之中，
中方人员也超过半数以上。
华西协合大学立案后调整了理事部，成立了大多数是中国人的大学董事会。学校取消了道科专业，
将宗教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附设神道学校从大学分离出去。同时，增聘了一批非宗教界的学者名
流，如林山腴、龚向农、李培甫、庞石帚、朱少滨、闻在宥、周太玄、姜蕴刚、傅葆琛、毕天民、魏
时珍、杨佑之、沈嗣庄、李思纯、张铨等。 1932 年米玉士（Meuser. E. N.）创办的制药系是中国最早
建立的现代高等制药教育机构之一。1928 年,存仁医院改为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招收医科毕业生继续专修
眼耳鼻喉科两年。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该类专业。 1929 年，学校将医科与牙科合并为医学院，设有解
剖学系、生物化学系、病理学系、内科学系、外科学系、卫生及公共卫生学系、口腔内外科学系等 14
个学系。此外，尚设有专业英文系。
为了将华西协合大学办成综合性大学，成为西南地区的学术中心，华西协合大学先后成立了中国
文化研究所、华大边疆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国学研
究部、农业研究所、药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有的系虽没有正式研究所，不少教师仍在课余开展研究
工作。在立案后，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科设置更加完备，并突出了其实业教育、实践教育和实用教育的
特色。例如，在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下设了动物组、植物组和农业组,1936 年曾设一年制农业
讲习班。化学系 1935 年后曾设染色专修班、制革科。
华西协合大学历史博物馆于 1932 年正式成立，尤以对中西部古物及边疆和民族器物的收集精良而
著称，是今日四川大学博物馆的直接前身。美国考古学家，芝加哥大学宗教心理学硕士、人类学博士
葛维汉（D. C. Graham），曾任学校博物馆首任馆长。他主持了四川多项重大考古发掘，例如， 1933
年他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四）抗战和战后的华西协合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国立四川大学一样，地处祖国大后方西南的华西协合大学在特殊环境下得到
了较大发展。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
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等学校，先后迁来华西协合大学，汇聚华
西坝上，借用校园、校舍、实验室、教学医院和图书设备等条件联合办学。几个大学设有文、法、理、
医、农 5 个学院，拥有六、七十个学系，各校学生可跨校选修课程，史称 “五大学”联合办学。1942 年
秋以前指金大、金女大、齐大、中大、华大， 1942 年后指华大、金大、金女大、齐大、燕大五校。华
西坝成为抗战大后方教育文化中心之一。吴宓教授为“五大学”联合办学专门撰写了一副对联：“众志成
城天回玉垒，一心问道铁扣珠门。 ”时任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曾经将坝上五大学比喻为 “Big Five”。
史学家唐振常回忆道：“过万里桥，左转，前行，即是当年全国校地之大，校园之美，无出其右者的著
名的华西坝。”当年抗战时的教育文化中心，民间有“三坝”之说：成都的华西坝被誉为“天堂”，重庆的
沙坪坝被誉为“人间”，汉中的鼓楼坝被贬为“地狱”。
1938 年 7 月，“华大、中大、齐大三大学联合医院 ”建立，共有病床 380 张，由中央大学医学院院
长戚寿南任总院长。医院管理制度仿照北平协和医院建立。1942 年建立了华西协合大学医院，1938 年
建立了结核病疗养院，1941 年接收了一所麻风病医院，1943 年筹建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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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学共同成立了战时服务团活动。 1939 年 3 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在智育电影院公演大型话
剧，将公演收入 3100 多元全数支援前线。1939 年 5 月“五大学战时服务团”发起成立了防护大队，师生
参加者 300 多人。1939 年 6 月 11 日，日军轰炸成都，制药系二年级女学生黄孝逴在赶赴学校救护队工
作途中被炸身亡，由教育部通令嘉奖。
抗战时期，学校图书馆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学图书馆之一。这所由美国人赖
孟德 1916 年捐资修建、1928 年落成使用的图书馆，至 1944 年，馆藏图书已达 20 万余册，收藏有大量
珍本、善本和名人手稿，其中所藏四川方志十分丰富，包括了四川 142 县的 280 余种。所藏牙医学书
籍的数量和质量为全国之冠。1942 年，李约瑟博士曾捐赠缩微阅读设备。
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陆续复员。在《联合办学纪念碑文》中，其他四所高校指出：“华西协合大
学之校舍、图书馆及一切科学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
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
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华西各学院继续得以充实和扩大，恢复和新办了一些专业，加强文理医牙
各学科的渗透，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1947 年 8 月，学校成立了以方叔轩为主席，蓝天鹤教授为总干事
的“华西大学募集基金委员会”。在尽力延揽知名教授的同时，学校有计划地派遣教师出国留学或讲学，
以培养和储备高水平的教师。1949 年，在国外进修、讲学的人数有 90 多名，当他们学成后大都毅然返
回国内。1948 年蓝天鹤创办的我国第一个生化研究所成立。在抗战时期，华西协合大学已用 X 光机进
行医学诊断，用镭治疗癌症。刘承钊等发现了 “峨眉弹琴蛙”等生物新种。
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后留学美国的方叔轩是华西协合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和最后一任校长。 在
1932-1933 年和 1946-1948 年，他曾经两度代理华西协合大学校长， 1948-1951 年正式担任华西协合大
学校长。
在抗战和战后，国内外许多知名的教授，如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徐中舒、蒙文通、顾颉刚、
钱穆、任乃强、缪钺，诗人林山腴、许寿裳，语言学家闻宥，国画大师石鲁，音乐家郎毓秀，社会学
家李安宅，会计界鼻祖谢霖甫、彭昌国，世界和平战士文幼章，作家韩素音，天文学家 李珩等都曾在
此执教。其中，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国立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同执教鞭。在华西协合大学学生中，
也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内科学专家翁心植等著
名校友。

（五）院系调整前的华西大学
1949 年成都和平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华西协合大学实行军管监督。 1951 年 10 月 6 日，华西协合
大学正式由人民政府收回教育主权，接办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并改名华西大学。动物学家刘承钊教授为
校长。接办后的华西大学仍然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文理医牙 4 个学院，在校学生 1326 名。华西大
学 6 名学生代表西南队参加 1951 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全国各大学参加人数最多的。华西大学女生
赛跑运动员李自初被选拔出国参加世界青年运动会和世界青年联欢节。
成都刚解放时，华西协合大学李安宅教授、蓝天鹤教授就遵照贺龙的指示，带领一批学生随军进
西藏。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华西协合大学一大批远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留学和应聘去讲学的
教师千方百计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学生詹振声、刘开政、高立村等首批 12
名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战场， 1952 年 12 月，詹振声同学在战场不幸中弹牺牲，以身殉国。 1951
年及 1953 年，华西大学先后派出两个医疗队，与当时在重庆的西南卫生部组织的手术队合组 ，直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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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前线，救治治伤员，培训部队医务人员。医防服务队第一批为 “赴朝矫形手术队”，宋儒耀任队长，
邓显昭任副队长，队员为王翰章、曹振家等。第二批由校友谢锡瑹任队长，杨振华、敬以庄等参加。

（六）院系调整中的华西大学
在 1952-1956 年院系调整中，为适应国家建设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华西大学进行了相应的
专业和人员的调整，相当一部分学科得到进一步加强。尤其是调出的大批师生支援新建院校，为全省
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经过这一调整，华西大学由综合性大学成为新型的
多专业医药院校。
接办后，华西大学即调出一批教师。天文数学家李晓舫调任上海天文台台长，其夫人罗玉君去华
东师范大学任教授。人类学家颜訚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何文俊、管相桓调西南农学院分别任副院长和
教务长。1952 年下半年的院系调整中，学校先后有 70 多名教师调整到其他院校。例如，张孝礼、蒋良
玉教授等调到西南师范学院。蒙文通、蒙思明、缪钺、蒲保民、冯汉骥、赵卫邦、甄尚灵等教授调到
四川大学。罗忠恕、刘之介等教授调到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制革专家张铨教授调到四川化学工业学
院。杨佑之教授、文宝瑛副教授随经济系调整到四川财经学院。著名歌唱家郎毓秀教授调到四川省艺
专（现四川音乐学院）任声乐系主任。闻宥教授调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何伟发教授调到中国科学院
四川分院。陈禹平教授调到四川农科所。宋儒耀、王巧璋教授调到北京整形医院。何光篪、张明俊、
彭子富教授调到西南军医学院（现重庆第三军医大学）。
同时，重庆大学医学院的绝大部分师生包括曾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被誉为 “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的陈志潜等调来华西大学，黄克维教授任学校副教务长。1953 年 10 月 6 日，中央卫生部决定，将华西
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1955 年，山东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的药学系和卫生系部分师生又调到四川医
学院。三校调入学校的教师合计 62 人，为原华西大学医药卫生方面专业教师总数的一半。

（七）改革开放前的四川医学院
1955 年，高教部提出高等教育工作“首应以提高教育质量，切实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中心任
务”。1956 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四川医学院根据自身的特点，积极向苏联
学习，开展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从 1961 年开始，学校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高教 60 条”，教学秩序基本
稳定，学校在稳步发展中探索社会主义大学教育。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学校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停止招生多年之后， 1972 年左右，学校才开
始恢复比较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曲折中缓慢前进。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粉碎后，通
过拨乱反正，学校的工作重心开始全面转移。

（八）改革开放中的华西医科大学
改革开放为学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华西医科大学努力适应经济、
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努力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新路子 ，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8 年，学校确定为卫生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为了发挥学校在对外交往方面的优势，加强国际、
校际交流与合作，经卫生部批准，四川医学院于 1985 年 5 月 14 日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1988 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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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开始试办临床医学、口腔医学 7 年制教育。1978 年 2 月学校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4 月重新实行
了卫生部和四川省的双重领导、以部领导为主的领导体制。
1977 年全国恢复统一招生后，四川医学院每年招生 440 至 630 人，学制为 5 年或 4 年。从 1981 年
起，医、口、卫 3 个专业学制改为 6 年，药学、化学制药专业学之改为 5 年，1982 年卫生检验制改为
5 年。1979 年招收 4 年英语师资班，1980 年招收英语医学班。1978 年，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
儿科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皮肤病学、病理学、放射科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核医学、医学
遗传学、传染病学成为硕士研究生培养点，首届招生 36 名。1984 年建立传染病学、外科学、眼科学、
病理学 4 个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同年招收博士研究生 6 名。附属医院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医学院校附属
医院中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1984 年编制床位 1155 张，职工 2177 人。
1996 年 6 月，卫生部和四川省政府签署共同建设华西医科大学的协议 ，将学校列为卫生部 3 所“211
工程”建设的医科大学之一。1998 年，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专业被卫生部列为全国首批 7 年制教育专业。
1998 年，学校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实行联合办学，共同培养 7 年制高层次中西医药结合人才。1999 年 11
月 16 日，学校“211 工程”建设项目获国家计委批准正式立项。
2000 年，全校有正高职称 287 名，副高职称 628 名，中级职称 1611 名，初级职务 1313 名，实验
员、护士等专业技术人员 223 名，合计 4062 名。学校下属 7 个学院（基础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第一
临床医学院及其下属的护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院、成人教育学院和法医学院），2 个学系（外
语系、妇幼卫生系），2 个学部（人文社会科学部、体育部）；设有图书馆、医学教育研究所、学报编
辑部、校报编辑部、视听教育中心、信息网络中心、计算中心和实验动物中心等；学校设有 3 个教育
培训中心（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药事管理培训中心、继续医学教育发展和培训中心），3 个研究中
心（中国出生缺陷监测中心、围产医学研究中心、卫生部口腔种植科技中心），中国医科院华西分院，
12 个研究所和 27 个研究室。学校有 4 所附属医院和 1 家制药厂。
截止 2000 年，学校本科专业从 1978 年的 6 个逐步增至 12 个，即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
卫生检验、法医学、护理学、医学检验、药学、药物化学、临床药学、妇幼卫生、科技英语。全校共
有博士后流动站 7 个，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4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3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40
个。学校有博士生导师 134 名，硕士生导师 350 余名。1985 年至 2000 年，研究生年招生数从 150 名增
至 500 名，在校生数从 500 名增至 1246 名。
从华西协合大学到华西医科大学，建校 90 年来，学校共培养各专业毕业生 35884 名。其中，新中
国成立前为 2264 名，新中国成立后为 33620 名;研究生 2829 名，本专科生 33055 名。1985 年以来，学
校共获得纵向科研课题近 2000 项，经费 6000 万元。学校得到较多国际基金会的资助，其中 CMB 的资
助最大，总共达到 1000 余万美元，用于科研的经费达 100 万美元。1979 年以来，学校共获得科研成果
479 项次，其中省级以上 295 项次。学校 4 所附属医院是西南地区临床医学教育、临床医学科研和医疗
预防保健服务的中心。

（九）并校改革
2000 年 9 月 29 日，经教育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原四川大学与原华西医科大学再次
实现了强强合并，定名为四川大学，成为中国第二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卢铁城教授任党委
书记兼校长。2001 年 9 月 29 日，教育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第二次部省共建协议 ，标志着四川大学
正式进入以“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 ”为目标的国家 985 工程。200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担任四川大学校长。 2004 年，杨泉明教授担任四川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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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四川大学汇聚了文理工医的杰出英才和优质资源，取得了人才培养更具特色、学科建设势头
强劲、科学研究优势互补、师资力量更加突出、资源配置日趋优化和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的跨越式发展
效益。四川大学坚持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文理工医全面协调发展，综合办学实力持续增强，各项发展
事业不断推进。四川大学确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和“严谨勤奋，求是创新”的学风，坚持“以
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实行了“以院系为管理重心，以教师为办学主体，以学生
为育人中心”的管理机制，努力培养“具有深厚人文底蕴、扎实专业知识、强烈创新意识、宽广国际视
野的国家栋梁和社会精英”，形成了“本科生教育为基础，研究生培养和科学研究为重点，其他办学形
式为补充”的办学格局。
截止 2012 年，四川大学设有 30 个学科型学院，学科覆盖了文、理、工、医等 12 个门类，有博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5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274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361 个，专业学位授权点 31 个，
本科专业 136 个，博士后流动站 33 个，国家重点学科 46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4 个，10 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及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含 1 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10 个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和 4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3 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有 9 个国家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及课程教
学基地，7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4 个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2 个国家药物临床实验机构，1 个国家药品临床研究基地。目前在校本科以上全日制
普通学生 6 万余人，其中硕、博士生 2 万余人，外国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 1900 余人。学校还有数万成
人高等教育学生和网络教育学生。学校现有教职工 11000 余人，其中专任教师 4100 人，具有正高级职
称的 1074 人。学校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13 人，“杰出教授”6 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29 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4 人和讲座教授 9 人，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1
人，“973”首席科学家 10 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委托）项目获得者 13 人，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
者 12 人。学校与 4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
由于坚持以科学发展统一认识，以科学发展谋划未来，以科学发展凝聚人心，以科学发展统揽大
局，四川大学已经成为中国高校学科齐全，办学规模、质量、效益最好的大学之一。在 2008 年“5•12”
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在抗震救灾、灾后防疫和灾后重建中，四川大学师生以达观的精神风貌、坚强
的意志品质、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科学的应对方略 , 切实发挥自身的学科、人才和资源优势,全力、全面、
全程参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其间，胡锦涛同志亲切接见了四川大学赴地震灾区医疗队的同志
们，吴邦国、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视察慰问。
2010 年，四川大学隆重举行华西医学百年暨合校十周年纪念活动。《华西协合大学建校百年铭》
全面反映了百年华西医学取得的辉煌成就： “蜀都别苑，锦水赐仁。西学东渐，促我维新。中外合璧 ，
华大植根。筚路蓝缕，博爱筹银。青瓦欧室，双桥化嗔。文理医牙，施教立身。登楼望远，四海通津。
五庠御寇，荟萃龙麟。患难与共，枵腹业勤。弦歌不绝，史籍留勋。旧邦换制，金钟震坤。太极蛇杖，
协力耕耘。栉风沐雨，育才莘莘。革故开放，荷韵桂芬。复朋碧眼，敬道寻真。连翩俊秀，杏林俱尊。
门墙桃李，报本心淳。后承先慧，镂月裁云。飞声腾实，辉映校魂。期颐同庆，勒石迪昆。 ”
在新的历史时期，四川大学确立了建设中国一流研究型综合大学的奋斗目标 。到 2020 年，学校核
心指标的师均量将进入全国高校前列，成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力争
到建国 100 周年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作为国家布局在中国西部的高水平大学，四川大学正在努
力成为社会发展建设的人才库、科学研究活动的集团军、技术开发应用的突击队、重大建设工程的参
谋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团、医疗卫生服务的国家队、时代先进文化的孵化器，在建设高等教育强
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的伟大实践中，成就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鸿篇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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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西协合大学档案目录
1997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吴梓明、历史系梁元生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出版的《中
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第一至五辑中，第四辑即为张丽萍编制的《华西医科大学档案馆馆藏资料》，
可以作为了解和查阅华西协合大学档案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本 。目前，四川大学档案馆正在重新编制《四
川大学档案馆藏华西协合大学档案目录》，有望不久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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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网络资源
《川大记忆：四川大学校史文化资源专题网站》、《华西九十年》和《华西坝朋友的天空》等专
题网站也提供了与华西有关的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可以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借鉴。

（一）《川大记忆：四川大学校史文化资源专题网站》
（http://202.115.46.101:8022/index.html）

注：该网站目前暂时面向四川大学校园网用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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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西九十年》（http://202.115.46.101:805/wcums90/index.html）

注：该网站目前暂时面向四川大学校园网用户开放。

（三）《华西坝朋友的天空》（http://www.myhx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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