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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巧稚（1901-1983），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就读于厦

门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协和医学院，获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医学博士学位，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

员会委员。回国后，继续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北京协

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唯

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一生未曾婚育，却亲手迎接了

5 万多个新生命，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她称自己是

“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并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医学

事业。

在鼓浪屿的涛声中成长

1901 年，林巧稚出生于

福建厦门鼓浪屿的一个基督

教家庭，父亲林良英给她取名

“巧稚”，寓意她一生灵巧而天

真。

林良英曾是厦门郊外的

农民，尚未成年便跟着父亲远

走南洋。在新加坡，父亲外出

做苦工，他进了英国人开办的

教会学堂。后来，林良英回到

了厦门，与当地姑娘何晋成了

亲。鼓浪屿这片“万国公地”需

要懂外语的当地人，林良英和

妻子在鼓浪屿定居下来后，靠

翻译和教书维持生计。

林巧稚 5 岁时，何晋因患

妇科肿瘤病故。对这个从小失

去母亲的女儿，父亲有一份格

外的疼爱。他把巧稚当男孩子

一样养育，希望她有教养，有

出息。父亲经常带着巧稚去海

边玩耍，漫步在海边，父亲有

时会给巧稚讲《圣经》故事和

圣徒的传说，也讲他在异国他

乡求学的事情。14 岁时，林巧

稚在岛上的教堂受洗。

鼓浪屿的东边是升旗山。

升旗山下，坐落着厦门女子师

范学校。林巧稚在这所学校从

小学读到高中，度过了 10 年

的光阴。当时，大姐、二姐都已

出嫁，巧稚成了家里的长女。

平日里放学后，还要回家做家

务，帮继母照顾弟弟妹妹。她

十分懂事，学习勤勉刻苦，成

绩也一直名列前茅，且对生物

尤为兴趣。后来，她曾对人谈

起，她之所以喜欢医学，和当

初喜欢生物有很大关系。

起初，为了缓解家庭的经

济负担，也因为老师格外喜爱

这个看上去腼腆缄默，却为人

热情、明朗率直的女生，她在

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前半年，受

邀成为了该校的兼职老师。她

先只是在教导处帮忙，做一些

教务方面的杂事；半年后，就

以优异的毕业成绩和工作表

现被学校续聘，成为学校初中

年级的英语老师。

经历过亲人去世的痛苦，

林巧稚树立了一个终生理想：

怀着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虽

然一毕业就留校教书，这让许

多人羡慕，但她真正的愿望是

继续求学，成为一名医生。在

那个思想还有些保守和传统

的年代，很多人都认为做医生

应该是男人的事情，而女生应

该更多的是做护士之类的工

作。不信邪的林巧稚选择了

医学，她志愿做一名救死扶

伤的医生。刚好那一年，北

京协和医学院在全国范围内

招生。历经层层考试选拔，林

巧稚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

了校方认可。就这样，在 19

岁那一年，她踏上了从厦门

开往北京的列车。

做人民信赖的好医生

到了协和之后，林巧稚就

像是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仅

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天资聪颖

的她就已经崭露头角，并获得

了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认可。在

读完本科之后，她转而继续攻

读研究生和博士。1929 年，立

志做医生的林巧稚，成为北京

协和医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

中国女医生，从此开始了 54

年的从医生涯。当年，她获得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科学士及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

学位，是当届“文海”奖学金唯

一获得者。

为了挑战女性不能拿手

术刀的偏见，为了那些对妇产

科疾病一无所知的中国妇女，

林巧稚毅然选择了当时被许

多人看不起的妇产科。在这

里，孕妇临产的时候，林巧稚

总是握着她们的手，帮她们擦

去脸上的汗珠。时任协和妇产

科主任的美国人惠特克不屑

地说：“林大夫，你以为拉拉产

妇的手，给产妇擦擦汗就能成

为教授吗？”而就是这一握手、

一擦汗，让病人无条件信任、

信赖她。数十年后，林巧稚已

成为国内妇产科首屈一指的

专家，而她仍会握着产妇的

手，给她们擦汗。她用自己的

行动和成就完美地阐释了她

一生的理想信念———做人民

的好医生。

在认真、严谨的工作态

度和优秀的医疗水平之下，

1931 年，在而立之年，林巧

稚升任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总

住院医生。同时，她还被聘任

为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学系的

助教。

此后，林巧稚并未停下前

行的脚步。1932 年，林巧稚到

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

医学院进修深造；1933 年，到

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

1939 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医

学院当研究生。1940 年，林巧

稚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

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

国，不久升任协和医院妇产科

主任，成为该院第一位中国籍

女主任。

七天七夜，成功抢救“新生儿溶血症”患儿

1962 年，林巧稚收到一

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

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

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

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

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

中的婴儿……”

做出新生儿溶血症的诊

断并不难，但在当时的条件

下，这种病的患者并没有被治

愈的先例。超出能力范围，贸

然接诊可能会面临许多风险，

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

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

后决定试一试。

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

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

疸，生理指标也越来越糟。林

巧稚冒着风险决定，给新生儿

进行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挤

满了医护人员的手术室里鸦

雀无声。林巧稚先把听诊器

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

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

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

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她决

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

三次换血。

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

退———成功了！整整七天林巧

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

判断和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

儿成为有记录以来中国首例

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

者。

半个多世纪里，林巧稚

亲手接生了 5 万多个孩子。

林巧稚不但给有钱有势的妇

女看病，对穷苦百姓也一视

同仁，交不起钱的病人，她就

免费治疗。她有一个出诊包，

包里总放着钱，以便随时接

济贫困百姓。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她在协和医院

门诊看病，同样鼓励贫民百

姓不要挂她的专家号，告诉

他们“挂我的普通号，同样是

我给你看病”。许多父母给孩

子起名为“念林”“怀林”“敬

林”，以表达对她的敬爱和纪

念。

坚持“预防为主”，推动中国妇女健康普查

林巧稚总是说：“医院只是治病

的第二、三道防线，真正的第一道防

线是在预防上，在对广大正常生活的

妇女进行普查普治上。”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妇女

的生活卫生习惯及疾病的调查，让

很多人不理解。林巧稚积极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了大

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带

领自己的团队克服思想、物质上的

困难，走门串户逐人检查，收集了大

量一手资料，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

大大降低。同一时期，林巧稚还在

全国率先开展了妇女宫颈涂片检

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

值。她曾主编《家庭卫生顾问》《家

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

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

从中受益。

林巧稚献身医学事业，有着丰富

的临床经验，深刻敏锐的观察力，对

妇产科疾病的诊断和处理有高超的

本领和独到的见解。她全面深入地研

究了妇产科各种疑难病，确认了癌瘤

为戕害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坚持数

十年如一日地跟踪追查、积累了丰厚

的供后人借鉴的资料。

1965 年，年过花甲的林巧稚，仍

然活跃在农村巡回医疗的第一线。在

湖南湘阴农村，白发苍苍的她仍步伐

轻快，在关公潭、新泉等村镇坎坷不

平、多雨泥泞的田埂上来回奔走。她

走到哪里，哪里就听得见“林老”的亲

切称呼。

为世界医学进步贡献力量
对待工作，林巧稚有着一颗热情

似火的心。除了医疗、研学等，她还经

常出国访问交流，为工作积累更丰

富、多元的经验，为世界医学进步贡

献自己的力量。

1953 年，林巧稚出席在奥地利召

开的世界 32 个国家参加的世界医学

会议，会后访问了苏联；1959 年，林巧

稚由国务院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

副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首届当选的唯

一女学部委员；又曾任国务院科学规

划委员会医学组成员、中央技术管理

局发明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妇产学会主任委

员和中华妇产科杂志社总编辑，卫生

部教材编审委员、考试委员会委员、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

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她

获得多项荣誉，却仍保持低调谦逊，

奋战在工作一线，为更多的人带去希

望。

1972 年，林巧稚任副团长，率中

华医学会代表团出访美国、加拿大；

1973 年她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

学研究顾问委员会顾问，任期 5 年，

至 1977 年；1974 年任中国友好参观

团团长，率团出访伊朗，同年出席日

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委员会

会议，会后，考察瑞士、法国；1978

年任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出

访西欧四国，在英国患病返回。她对

工作的热情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

减退，而是将自己燃烧到了最后一

刻。

“做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林巧稚家里的电话一直放在床

头，医院有危重的病人，她就整夜地

守着电话等消息。她曾说过，“我的唯

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我随时随

地都是值班医生。”

年逾古稀，她开始忘事，经常忘

记说过的话和安排过的事情，东西也

会忘记放在哪里了，但只要涉及病

人，却又记得比谁都清楚。一次，一位

病人家属推开了妇产科办公室的门

说：“我想找个人，前天住进来的，不

知在哪个病房。”有人回答：“这里不

是病房，你去护士站打听。”那人刚要

走，林巧稚叫住他：“请你等一等。”她

打听了一下病人的年龄和病症，立刻

告诉他要找的人在某某病房的某某

床，嘱咐得一点都不含糊。

1980 年，林巧稚因患脑血栓入院

治疗。缠绵病榻的三年中，林巧稚仍

坚持参与《妇科肿瘤》的编写。50 余

万字的著作，浓缩了林巧稚毕生对妇

科肿瘤的探索和研究，记载了她为医

学事业所尽的最后一份力。

1983 年 4 月 22 日，林巧稚去世。

弥留之际，她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

术台前，喊道：“快拿来！产钳、产钳

……”护士拿来一个东西塞在她手

里，几分钟后，她的脸上露出了平静

安详的微笑，“又是一个胖娃娃，一晚

上接生了 3个，真好！”这便是她临终

前的最后一句话。而在她死后，后人

也遵循她的遗嘱，将其骨灰抛在福建

的海滩上。出去半生，林巧稚也算是

终于回家了。

这一位伟大的女性，虽然接生过

很多孩子，却一直膝下无子，她将自

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的医疗事业。这

种伟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真像是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万婴之母”林巧稚，一生虽无儿

女，却是“最伟大”的母亲。

林巧稚逝世后，厦门鼓浪屿于

1984 年建造了名为“毓园”的林巧稚

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于

1990 年 10 月 10 日发行的中国现代

科学家邮票第二组中的医学家即为

林巧稚。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及福建科技出版社分别

出版了纪实文学《林巧稚传》。中国和

平出版社及百花文艺出版社也分别

出版了《林巧稚》。

冰心老人在《悼念林巧稚大夫》一

文中这样写道：“她是一团火焰、一块

磁石。她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

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黄佳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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