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史演变示意图（1881—2017）
从泛黄、斑驳的老照片上，仍然可以感受到“海南医院”

当年的恢弘气势。照片中的海南医院首门呈拱形，顶眉刻有
“海南医院”四个大字；在1930年全体筹备人员的合影上，不
论是西装革履者，还是仍穿长袍马褂者，或是身着白帽白裙
的医护人员，人人都显得精神抖擞，踌躇满志。

医院旧址位于今海口市滨海大道东端与长堤路和龙华
路交界处，当年还没有滨海大道，一道窄窄的盐灶溪，将医院
天然地划分为南北两区，连接南北的是一座单拱的“林树森
桥”，大方的设计、简约的流线，旧照上的它仍是那么耐看。

2017年11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寻访“海南医院”遗
址时，只见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院区北面的旧城改造区域，
腾出了一片空旷之地，从医院大门向北望去，一栋三层高、东
西走向的红色砖墙洋房，显得特别抢眼；走近一看，多数木制
的百叶窗还完好无损，显得古朴端庄。与它相依的，是南北
走向的一幢副楼，也是三层高，让人唏嘘旧事已过，却仍有迹
可循。现在，这里作为出租铺面和仓库存在。

专业人才和各界人士共襄盛举，是海南医院诞
生的巨大动力。

1930年4月27日，海南医院创建发起人召开第
十三次会议，唐品三、朱润深、周成梅、何位川等人出
席，决定聘请朱润深博士为院长。

朱润深（1894—1957）是万宁人，青年时被基督教
会保荐到杭州三江大学读书，两年后转入湖南湘雅医
学院，毕业后考入美国耶鲁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是
海南最早获得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1925
年，朱润深返回家乡，在嘉积福音医院服务，次年应北
京协和医院聘请，充任该院教授兼医师，期间曾写信
给海口同乡好友，切磋筹建新医院的事宜。

1927年，朱润深接受来自家乡的函邀，辞职返
琼，共商筹建海南医院，担任筹备委员会筹建工程规
划委员。

朱润深在协和医院的经历，对海南医院的影响
极其深刻。首先，他设计的主体大楼就模仿北京协
和医院主楼样式，南边院区内有中楼、南楼和北楼，
三者之间有副楼将它们连为一体，从平面图看就像
一个“王”字。

中楼也叫正院，正面二层顶楣灰雕“海口海南医
院”6个大字，如今尚存的便是中楼和连向北楼的那
栋副楼，它们的组合就像一个不规范的“L”字母；南
楼也称南院，由香港爱国富商周雨亭捐建，因此正面
二层顶楣题刻“雨亭楼”三字；北楼又称北院，由泰国
同胞王魁文捐建，正面二楼顶楣署名“大章楼”。

医院的北区是海口闻名遐迩的“椰子园”，在其
西边修建了两层的“明吉楼”，西式风格，绿瓦红砖，
坐南面北，是传染病院，为纪念旅泰侨胞沈明吉捐建
而命名。

朱润深还给海南医院带来一片新气象。1930年
7月1日，耗资十万余元大洋建成的海南医院正式开
业，他不但是首任院长，还兼任外科和妇产科主任医
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国内医院还没有“护理三
班制”“医师三线制”和医护技术人员“24小时值班
制”，而海南医院却已开始实施，成为全国首创。此
外，医院还设员工出入卡片登记处，登记外出事由、往
所，以便急事通知回院。工作制度完善，职员职责分
明，科室协调运作，使得海南医院发展极其迅速。

1931年，朱润深还兼任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的校
长；抗战爆发后，还出任全国救济总署柳州伤病医院
院长；1940年担任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副总队长。

1948年，私立海南大学医学院成立后，朱润深
出任院长兼附设实验医院院长；1950年海南解放后
移居香港。

在海南医院的创建发起人中，家住琼山县府城
甘蔗园村的王国宪（1853—1938），也是重要人
物。他博览百家典籍，通晓文史，集藏书家、出版家
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一生都在积极主导或参与海
南近现代史上重大的文化事件和公益事业。周成
梅发出倡议后，他也积极捐款，并拖着老迈之躯四
处奔走募捐。

此外，文化商人、海南书局的老板唐品三
（1886—1947）也多次捐款支持海南医院的建设，后
来被推选为海南医院董事会的董事，在他的带领和
表率下，众多商号和商家纷纷慷慨解囊，使得医院顺
利建成。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口市，占领了海
南医院，毁坏了医院头门的“海南医院”四个大字，改
成日本同仁会医院。唐品三的海南书局也被日军占
用，作为《海南迅报》报社。

日军投降后，海南医院再次回到周成梅等琼州
乡贤的手中，但海南书局却被国民党政府接收，一直
未归还唐品三，此事让他郁郁寡欢。

1947年，身患高血压的唐品三在家昏倒，海口福
音医院院长、能讲一口流利海南话的美国医生陈大业
上门探望，建议他去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但是唐品三
坚持去自己参与创办的海南医院。“当时，院长朱润深
知道后，在三层高的主楼一楼，安排了两间病房（总共
5间），其中一间给家属使用。”唐品三92岁的长子唐
南椿11月7日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海口福音医院的
医疗技术要比海南医院强得多，他父亲拒绝陈大业的
好意，多是出于民族气节。大约10天后，唐品三病
危，出院回家，不久逝世。

唐南椿说，过去包括他们一家在内的海口人生
病了，一般都是看中医，吃中药，很少去看西医，除非
中医搞不定。1950年，海南解放不久，唐南椿一度
罹患疟疾，曾在海南医院住了十天左右，直到病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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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海南岛曾是“瘴疠之地”。
据1947年成书的《海南岛新志》，70年前

海南常见的“恶疫”有疟疾、钩颈虫病（多见于
农民）、黑死病（鼠疫）和虎疫（即虎烈拉）等；
民国《琼山县志》记录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海口海甸、白沙、新埠各村鼠疫盛行，
死亡千余人，棺木几尽。琼州有鼠疫之灾自
此始。”此后时有发生，殃及婴儿、老者，1900
年更是从海口蔓延到府城，持续将近3个月之
久，有些家庭几乎无人存活。

当时，海口地区虽然已有两家教会医院，
但毕竟规模小、床位少，因此从中得到医治者
为数不多。

1926年夏天，当时的海口地区还属于琼
山县管辖，尚未设市。一次突如其来的鼠
疫，迅速流行，当时的医疗条件较差，死者甚
众，人人自危。

海口永发商行的经理周成梅目睹瘟疫造
成的惨状，心如火焚，于是发起倡议，呼吁海
内外的海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设一家
医院，以拯救病人，以免传染范围扩大。

周成梅的呼声得到多人的响应。首先是
海口商会副会长何位川和吴为藩、梁骏臣、王
国宪等本地65人的赞同并协力筹划，还派员
到海外发动捐款。最终，海内外各方贤达共
118人成为发起人，其中海口地区65人、香港
24人、安南（越南古名）29人。

在1927年的发起成立大会上，确定了医
院名称——“海南医院”的同时，初步选定了
得胜沙路的昭应祠作为院址，与会发起人何
位川、周成梅、唐品三等人还每人捐助了大
洋100元。

众人推举周成梅赴港募捐。当年，海南
人到香港募捐办公益事业，第一个要找的就
是周雨亭（1872—1933）。周雨亭是文昌抱罗
昌锦村人，在连任香港华商会会长多年期间，
襄助海南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扶助在港
的乡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对周成梅
的募捐，他自然积极响应，不但慷慨解囊，还
作为香港募捐主要发起人，出任筹建董事会
董事和名誉总经理。

年底，医院筹备处收到海口市商会拨付
的捐款大洋18000元后，最终购置了得胜沙
路外的两块空地，即得胜沙西端及原兄弟庙
旧址椰子园（位于现龙华路和滨海大道交汇
处的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第一招待所），依照香
港东华医院的规格，占地200亩的海南医院
开始破土动工。

1928年，周雨亭又捐资大洋17808元，兴
建一座 1350 平方米的南院楼，署名“雨亭
楼”。整座楼宇采用红砖和钢筋水泥混合结
构，屋顶瓦面及屋檐为绿色琉璃瓦，中西合
璧，坚固耐用。

1929年，周雨亭再捐大洋2600元建立院
长室，面积300平方米，屋顶门楣上刻有“周昆
章纪念室”，以纪念其父亲。

另据1930年成书的《海南岛志》记载，当
时海口市除了法国人办的“中法医院”、美国
长老会办的“福音医院”的设备较为完善之
外，琼山县的“琼山公医院”，经费有限，设备
简单；但西方人办的医院由于医术高超者多
为外国人，语言存在隔阂，医患之间的问答往
往需要辗转翻译，难以直接表达和了解病情，
这也是催生本地人办本地西医院的一个客观
因素。

90 年前的 1927
年7月，生活和工作在
海南岛府城、海口地区
的一群文化教育界和
商界社会名流，聚首开
会，决定成立医院筹备
处；同年9月26日，医
院发起人召开的第一
次会议，将医院定名为
“海南医院”。

3年后，“海南医
院”建成，成为当时海
南岛规模最大、设备较
为完善的综合性西医
医院，也是海南社会名
流和海外侨胞捐资兴
建的第一家董事会制
医院。

后来，这家医院成
为今海南省人民医院
的一部分。其实，省医
院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881年在海口成立的
一间免费诊所，诊所后
来发展为“海口福音医
院”。如此算来，海南
省人民医院已经先后
走过了136岁的历程。

一家医院，一部百年医史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通讯员 符壮才

海南解放后，海南医院、海口
福音医院、海口中央医院和海口
市人民医院四院合一，成为新的

“海南人民医院”。老海南对海南
医院和福音医院比较熟悉，但对
另外两家医院知之甚少。

先说海口中央医院。
1929年，南京筹建中央模范

军医院，1931 年 1 月改建为国立
中央医院，1933 年建成，抗日战
争胜利后改称南京中央医院。
1949 年 3 月，南京中央医院在疏
散之前分出一部分人员迁往广东
韶关市曲江，设立了中央医院曲
江分院，8 月改名为曲江中央医
院。

1949年9月曲江中央医院迁
来海南海口，与海南医院签署合
作协议，部分人迁入海南医院内，
部分人安排到海南特区妇婴保健
院。1950年3月14日，曲江中央
医院改名为海口中央医院，当时
郑兆炽任院长，共有32名员工。

1950年4月29日，中国人民
解放军派军事代表孙金榜前往接
管海口中央医院，郑兆炽向其移
交医院库存现金清册。5 月份，
该院并入海南医院，当时该院仅
有正式医师6人、正式护士4人，
全部为内地人，因语言不通、待遇
过低等原因，该院内地员工全部
北返，并带走红外线、紫外线照明
灯、显微镜等医学器材。

另外一家“海口市人民医
院”，可谓昙花一现。

1942年，曲江设置广东省中
心妇婴卫生事务所，1944 年 12
月，随着广东战区扩大，省政府缩
减机构，该事务所仅留医师1人，
护士、助产士各4人，改名为广东
省妇婴卫生实验医院。1945 年
春，广东省中心妇婴卫生事务所
迁往兴宁县恢复工作，抗战胜利
后迁往广州。

1948年，广东省中心妇婴卫
生事务所改为广东省立妇婴保健
院，收留产床增设至40张。1949
年4月30日，广东省立妇婴保健
院经核准迁琼，并改名为海南特
区妇婴保健院，并于6月27日开
业。1950年1月1日起该院改名
为海口市立医院。

1950 年 6 月 1 日，海口市人
民政府成立，海口市立医院易名
为海口市人民医院。同年9月16
日，海口市人民医院被并入海南
医院，当时海口市人民医院共有
工作人员35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海口
市人民医院”与今天的海口市人
民医院不存在历史传承关系。如
今的海口市人民医院其前身为
1901 年法国人建立的“中法医
院”，1953 年海口市人民政府派
符振文、陈钟圣等人接管该医院，
更名为海口市人民医院。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海口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海南军政委员会先后负责岛上医疗机
构的军事管制和接管工作，进行整编，当时海口市内
的医院主要有海口中央医院、海口市立医院和海南
医院。1951年4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
成立后，海口中央医院、海口市立医院、海南医院在
医疗机构整编过程中相继合并整合，其中海口中央
医院并入海南医院；海口市立医院更名为海口市人
民医院，并于9月16日与海南医院合并成立“海南人
民医院”，海南行政公署民政处卫生科科长兰迪兼任
首任院长。

1951年7月1日，海南人民医院与海口福音医
院合并成立广东省海南人民医院，1984年10月更
名为广东省海南行政区人民医院。

1988年4月，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时，医院更名
为海南省人民医院。

今天，作为原“海南医院”仅存的两栋建筑物，红
色的砖墙、绿色的琉璃瓦，可谓中西合璧，落落大方，
与其建筑风格一样，海南省人民医院经过136年的
风风雨雨，成长壮大，已经发展成为涵盖中西医领
域，跨越多学科的大型综合医院。

两栋老建筑依然矗立在世人的眼前，更是值
得后人去珍惜，去呵护，毕竟，它们见证了海南医
院的发展历程，也凝聚了先辈们爱乡、爱民的赤诚
热心。

根据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院史资料，这家医院的
肇始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晚清传教士开设
的免费诊所，时间跨越3个世纪，延绵136年。

1881年11月，丹麦传教士冶基善从广州来到海
南岛，在今海口市龙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院区
门诊部一带设立传教活动总部，同时开办了一家免
费诊疗所，开创了西医传入海南之旅。5年后，诊所
搬到府城的一家祠堂里，此后直到1893年间，诊疗
所又在海口和府城两地几易其址。

1894年，美国纽约基督教长老会海南传教团康
兴利等人买下德国一家公司在海口盐灶村的一块土
地，建设福音堂和福音医院。2年后，海口福音医院
（原址在今海口市龙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院区）
和医生住所建成，当时有7名工作人员，设有内科、
外科、产科，病床和产床共40张。

在此后的40多年间，海口福音医院规模不断壮
大，设备不断增加，1932年还附设了高级护士学
校。1942年2月，侵琼日军强占福音医院，医院的病
室和学生的教室全部被日军占用，改称“日本同仁会
医院”，美籍医师全部离开海南回国。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纽约长老会海
南传教团决定复办海口福音医院。次年，原先的美
籍医师陆续返琼，这一年的12月，之前附设的护士
学校也得到恢复，更名为“琼山县私立福音高级护士
职业学校”，海口福音医院负责办学经费。校董会董
事长钟衍林是私立琼海中学（今海南中学）的校长，
校董有朱润深、周世光、陈大业等10人。

1947年，上海张治道教授携美国心电图诊断仪
来到海口福音医院，用于医疗检查，这是海南岛第一
台心电图诊断仪。

1950年，海口福音医院成立董事会，冯策、钟衍林、
周世光、陈大业等15人为董事，其中冯策为董事长。

【编者按】

海南省人民医院龙华院区门诊大楼。

海南省人民医院演变史示意图。 符壮才 绘图

1926年
的一次瘟疫 CC 肇始 源于1881年

的福音医院AA 缘起

DD 整合
见证海南医疗
事业发展历程

四院合一
变身“海南人民医院”
文\海南日报见习记者 梁君穷

“海南医院”尚存的主体建筑的
中楼。 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

海口福音医院大门旧照。

海南医院大门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