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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感觉很 
满足。我所求甚少，
故此充实，也自然 
很快乐。我生命中 
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被重要的工作 
占据着…… 
人们需要我。”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 
医学院 19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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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自己想做 
的事情，感觉很 
满足。我所求甚少，
故此充实，也自然 
很快乐。我生命中 
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被重要的工作 
占据着…… 
人们需要我。”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 
医学院 1916年



诺尔曼·白求恩是多伦多大学与中国之间历史渊源的重要

纽带。白求恩毕业于多大医学院。1938年他远赴中国，

在中国的两年间不辞辛劳地为战场上的伤病员治病疗伤，

而且培训了无数中国医务人员。

自从白求恩于1939年在河北省辞世以来，其精神遗产和

全球影响一直激励着世人直到今天。在其逝世75周年即

将到来之际，多大医学院举办了两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

念活动。

在加拿大第26任总督伍冰枝阁下、多伦多大学校长梅利

克·格特勒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卫嘉莲博士的见证下，多大

医学院于2014年5月30日在多大圣乔治校区举办了白求

恩铜像揭幕仪式，并于5月31日在四季酒店举办了白求恩

纪念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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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在加拿大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依我之见，

他是有史以来最为出众的加拿大人，他的品德不

仅代表了加拿大人民最优秀的品德，而且在中国

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代传颂。

白求恩，无论是作为一名医生、一个人还是作为

加拿大人，都在中国成为了备受尊崇的典范。作

为一名医生，他用超乎寻常的毅力和精湛的医术

救死扶伤。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他将自己的一

切贡献给了一个他事先知之甚少的民族。作为一

名加拿大人，他展示了我国人民最优秀的品质，

即宽厚、善良和包容。

他的一生是励志的一生：他生长在安大略省的一

个小镇上，立志投身医学事业，作为担架员参

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全心全意致力于消除肺结核。

其为他人而不顾自身安危的事例比比皆是。一战

中，当担架员是非常危险的工作，但却意味着他

在拯救性命的同时，能够避免伤及他人性命，包

括敌人的性命。作为医术超凡的胸外科医生，他

设计发明了十几种手术器械。其中几种至今还在

使用中，如白求恩肋骨刀。但他没有从自己的发

明中获取任何利益，反而把一切专利所得交给了

为他制作手术器械的人。1936年，他提出了为

加拿大全民提供免费医疗的政策。但最终，由于

未被任何政党所采纳而愤然离开祖国，奔赴西班

牙支援共和派事业。在那里，他发明了流动输血

站，并在一年的时间里拯救了数百条生命。这一

切都发生在加拿大的麦肯齐帕皮诺旅抵达西班牙

之前。

他的死，是一种殉道。他并没有因手术器材缺乏

而停止工作，而是在没有手术手套的情况下继续

冒险手术，最终由于血液感染而死于败血病。

享年仅48岁的白求恩，在短暂的一生留下了深深

的印记。他活出了真我，也彰显了二十世纪初期

加拿大的气魄 —— 一个蓬勃向上，方兴未艾的

国家。他没能够看到自己的牺牲所换来的果实。

但他致力于帮助人类的信念却从没有动摇过。他

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生命——奉献给了人道

主义。

纪念晚会荣誉主席 
伍冰枝阁下致辞

右：在前线工作的白求恩医生 

(托马斯·费舍尔稀有图书馆

提供)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晚会荣誉主席， 

加拿大第26任总督 

伍冰枝 (Adrienne ClArkson) 阁下

女王在加拿大枢密院成员 (PC) 
加拿大勋章得主 (CC)  
殊功勋章得主 (CMM)  
加拿大警察部队功勋章得主 (COM) 
加拿大军队军功勋章得主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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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庆典对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来

说意义十分重大。我怀着非常荣幸的心情欢迎大

家的到来。1916年白求恩毕业于本医学院之后，

因其无私奉献及医疗创新而成为名扬四海的传奇

人物。他短暂但赋有影响力的一生是人道主义和

人文关爱的真实写照，是本医学院培育学生的座

右铭。距他在中国河北省逝世已有近75年的时

间，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仍在不断发扬光大，

激励着世界人民。

我们尤为荣幸邀请到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阁下担

任本次纪念晚会的荣誉主席。她通过自己撰写的

《诺尔曼·白求恩：一个非凡的加拿大人》一书

在全球推动了纪念白求恩的浪潮。她将本书送给

本次晚会的每一位参与嘉宾，我们对此表示衷心

的感谢。

此外，2014年5月30日本医学院在多大圣乔治

校区举行了隆重的白求恩铜像揭幕仪式。这一

铜像，是我们医学院师生缅怀这位著名校友，

继承其遗志的有力表示。

过去几个月以来，多名辛勤无私的志愿者为本

医学院成功举办的多项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

帮助。他们的热情参与和积极行动也体现了白

求恩精神对我们的无限激励。

最后，感谢各位与本医学院分享这一难忘时

刻。我们很荣幸能与您一道纪念白求恩医生，

见证他的伟大精神传承在本医学院乃至全球发

扬光大。

欢迎词

卫嘉莲医生，博士 
CAthArine Whiteside 
MD, PhD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院长 

多伦多大学主管医疗机构 

关系副教务长

伍雋雄

Justin Poy 
诺尔曼·白求恩庆典主席

右：特伦斯·唐纳利细胞与生

物分子研究中心是多伦多大学

的一个跨学科合作研究中心，

汇聚了来自医学院、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以及文理学院的专

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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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多伦多大学校长和一个自豪的加拿大人，我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医生

的庆祝活动。白求恩永远是本校最著名的校友之

一，也是本校医学院成就超凡的毕业生。作为一

名享誉世界的人道主义者，他曾是，也将永远是

连接加拿大和中国的纽带。多伦多大学为拥有这

样一位校友感到无比自豪。他为多大的学者和校

友同中国知名的教育及研究机构建立了沟通的桥

梁。不久前我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在多大医学院和

安省立法会大楼前为白求恩铜像揭幕的仪式。这

座铜像是纪念两国友谊的象征，也将永远激励我

们为实现多大医学院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白求恩对创新的孜孜追求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魄

力，今天体现在多大医学院师生和校友的科研、

教学以及临床工作之中。多伦多大学拥有世界上

最优秀的生物医学科研网络之一，汇集了九所教

学医院、1500名研究人员以及5000名硕博士及

博士后研究生。多大同中国的伙伴院校在多个医

疗及卫生领域进行合作研究，包括神经学、血液

学、生物材料干细胞交付策略、重症监护医学、

癌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结核等。这些合作伙伴

关系充分体现了本医学院通过教育及科研创新推

动全球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使命。 

我今天与大家一道参加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医生

庆典活动，衷心期望此次活动将有助于加强现有

的伙伴关系，并帮助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我谨此

以多大校长的名义，感谢伍冰枝阁下担任本次纪

念晚会的荣誉主席，感谢所有慷慨付出的捐赠者

和志愿者，也感谢本次庆典主席伍雋雄先生。

白求恩是我校、我国的伟人，我衷心祝愿此次庆

典圆满成功，并祝愿加中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

与日俱增，地久天长。

多伦多大学校长 
梅利克·格特勒 
致辞

梅利克·格特勒教授，博士
MeriC Gertler 
多伦多大学校长

右：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有九家

附属医院，均位于多伦多市中

心的“医疗科研城区”(Discovery 
District）。区内汇集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最具成果的生物

医药研究网络，包括：湾顶老

年人护理中心、多伦多戒瘾及

精神健康中心、多伦多儿童医

院、Holland Bloorview儿童

康复医院、西乃山医院、多

伦多圣米高医院、新宁健康科

学中心、大学医疗网络和惠仁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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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家属致辞

大卫·普莱斯医生
dAvid PriCe,  
哈密尔顿卫生科学中心家庭
医学科主任 
诺尔曼·白求恩家属

谢莉·白求恩
Cheri Bethune 
诺尔曼·白求恩家属

在白求恩家族中，对诺尔曼的回忆既为我们带来

鼓舞和激励，又时而让人望而生畏。他一直是英

雄般的人物，而且他的声望还在不断上升。

童年时，我和表妹谢莉·白求恩经常阅读有关诺

尔曼的文章，并为之所吸引。不论是关于他在西

班牙内战前线创立流动输血站（即史上第一所陆

军流动外科医院），还是他任职于蒙特利尔儿童

医院期间发明了白求恩肋骨手术刀，他的事迹都

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家族里认识诺尔曼的长辈们，在谈起他时总是对

他超人的能量、热忱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表示既

崇敬又惊叹。这些品格在他对病人的无限关爱中

都显示得淋漓尽致。

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勇于奉献、甘于吃苦、具有

坚韧不拔意志的榜样和楷模。作为他的远房表

亲，我感到光荣，但同时因没有跟他同姓而感到

些许欣慰。知道你是白求恩的亲属，人们该有多

高的期待！我的父亲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应邀

去中国帮助创立一个肾脏医学项目。谢莉也曾作

为教育专家访问过中国，并和无数的中国同行讨

论过诺尔曼的事迹。白求恩家族与中国的渊源依

然紧密。我希望他在天之灵能为我们这些“小字

辈表亲”在医疗事业上开展的工作而感到自豪。

应邀参加今天的纪念晚会，我们感到莫大的荣

幸。当然，多数加拿大人还并不充分明白诺尔

曼·白求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受到何等敬仰。此

次晚会无疑将发挥宣传作用，使更多同胞了解，

加拿大的国际声誉因为诺尔曼的无私奉献而大大

提升。 

 

您真诚的，
大卫·普莱斯医生

Dr. David Price

白求恩故居，位于安大略省 

格雷文赫斯特镇的国家级历史

文物单位

中加友谊被。这份艺术品由 

加拿大马斯科卡地区和中国 

河北省唐县地区的缝纫艺术家

于2007年共同完成。这幅作品

包括14个部分，描述了白求恩

医生、他的诞生地格雷文赫斯

特镇以及加拿大和中国的一些

典型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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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的3月4日，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生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镇。他的祖先

约翰·白求恩牧师早年从苏格兰移民北卡罗莱

纳，并曾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保皇派的军队中

服役。之后他在蒙特利尔建立了那里的首座长老

会教堂。约翰·白求恩牧师的子孙中有多个著名

的牧师和教育家，但其中也不乏爱冒险的后人。

约翰·白求恩牧师的长子安格斯曾经在北部探

险，并与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们一起去过中国。

诺尔曼·白求恩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

求恩也曾是个周游甚广的探险家。但当他在夏威

夷邂逅时为传教士的伊丽莎白·安妮·古德温

后，他的生活起了转变。两人决定一起回到了多

伦多市。在他们1887年成婚后马尔科姆成为了一

个狂热的传教士。他布道的足迹遍及安大略省的

多个城镇。

年轻的亨利·诺尔曼深受家庭的影响。他的祖父

（也名诺尔曼）是一位外科医生和教育家。备受

祖父事迹的激励，年轻的白求恩也立志于医学事

业。虽然青年时代经常转学，但是诺尔曼的成绩

一直非常优异。1907年17岁的白求恩从欧文桑

德镇的一所高中毕业，并被多伦多大学录取。

当时，白求恩的父母不能承担多伦多大学的学

费。但跟其他来自小镇的同学一样，年轻的白求

第一部： 
成为白求恩医生 
(1890年至1927年)

诺尔曼·白求恩是谁？

作者：爱德华•肖特 (Edward Shorter)，杰森•汉纳医学史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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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一直勤工俭学直至从大学和医学院毕业。1909

年，在主攻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医学院预科期

间，白求恩在北面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同时

还任教于一所只有一个教师的乡村小学。  由于

经济上的窘迫，他不得不拖延医学院的入学时

间。1911年白求恩在萨德伯里一边教学一边伐

木。但正是这种辛苦的体力工作和授课的经历满

足了白求恩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帮助他人的渴望。

1912年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但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迫使他停止学业。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他于1914年入伍，成为一名担架队员。

在伊珀尔战斗中，白求恩腿部受伤。白求恩由于

伤病退伍，并得以完成了他的学业。1916年12

月，由于战争的原因而被迫缩短学业的多伦多大

学医学院1917级的学员们正式毕业了（其中包括

费雷德里克·班廷，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毕

业后白求恩重新入伍并成为一名医生军官，之后

在伦敦以及爱丁堡实习外科。1922年，白求恩成

为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成员。

1923年的8月，白求恩与弗朗西斯·坎贝尔·佩

妮结婚。弗朗西斯来自一个显赫的爱丁堡家庭。

她本人聪颖，有教养。但两人婚后的关系并非完

美，于1927年离婚。两年后白求恩又与弗朗西斯

复婚，但于1933年再一次离婚。尽管白求恩与弗

朗西斯的两次婚姻都未果而终，弗朗西斯仍是白

求恩一生的挚爱。

1924年，白求恩夫妇回到北美。当年秋天，白求

恩在底特律开始行医。当白求恩的工作以及生活

逐步走向正轨的时候，噩运却降临了。白求恩36

岁那一年感染了当时非常致命的呼吸疾病 —— 肺

结核。得知胸廓改型手术可能会治愈自己的疾

病之后，白求恩毅然决然地要求手术。手术成功

了！1927年12月，白求恩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并痊愈。这次的经历改变了白求恩的一生，使他

成为对抗肺结核以及结核病对穷人侵袭的斗士。

左（上）：诺尔曼·白求恩毕
业照，1917届毕业生（托马
斯·费舍尔稀有图书馆提供）
左（下）：1911年于苏伯利
尔湖以北的边疆学院（Frontier 
College）。白天伐木，晚上为
移民劳工教授英文和文化课程。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提供）
右（上）：诺尔曼、马尔科姆、
小马尔科姆、伊丽莎白·安 
（古德温）和珍妮特·路易斯·
白求恩，拍摄日期约为1893
年（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白求
恩故居提供）右：在皇家维多
利亚医院，诺尔曼·白求恩医
生、亚瑟·瓦因伯格医生（Dr. 
Arthur Vineberg）和佩龙医生
（Dr. P. Perron）协助爱德华·
阿奇博尔德医生（Dr. Edward 
Archibald）手术。右（下）： 
1905年，年轻的白求恩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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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从肺结核痊愈后，白求恩成为一名胸外科

医生。1928年，在他38岁的时候，白求恩由于

出色的履历以及对救治肺结核病的热情打动了爱

德华·阿奇博尔德医生，成为他的第一助手。 阿奇

博尔德医生是胸外科方面的先驱并在蒙特利尔的

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建立了肺结核研究中心。两人

一起合作到1933年。当时白求恩已急不可耐地想

拥有自己主管的诊所。那年，白求恩成为天主教

圣心医院呼吸科的首席手术师。

在这段时期，白求恩搞了许多创新。他改良了手

术程序，发明了许多新的手术器械、培训了多名

手术师，同时在加拿大和国际医学界多次发表文

章。1932年，白求恩成为了美国胸外科协会的会

员，三年后被选举为该协会理事。

与此同时，白求恩融入到了蒙特利尔充满生气的

文化圈，经常与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激进分子

交往。在学习油画以及写作的同时，他逐渐意识

到社会的不平等是肺结核的根源之一。

1935年，白求恩与班廷 （当时以发现胰岛素而

知名于世）以及其他多名加拿大著名医师参加了

在前苏联举办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在前苏联优越

第二部： 
通往中国之路 
(1928年至1937年)

的医疗体系的影响下，白求恩与其他从业者组织

了一个学习小组并在1936年提出并推动全民医保

计划。但当时的加拿大医学界并没有准备将医疗

全民化，并对白求恩的提议持有敌对的态度。

白求恩对这样的决定非常失望。1936年7月，西

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决定帮助西班牙共和派抵

御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同盟。通过加拿大援助西班

牙民主组委会的帮助，白求恩在当年10月末抵达

西班牙，同时也带去了宝贵的医疗器材。白求恩

在西班牙的最主要医疗贡献是建立了第一座流动

输血站。这种方式继尔被传承为二战及以后战时

输血的常用方法。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右）同

加拿大输血站在西班牙内战时

期工作。（加拿大国家图书档

案馆提供）

作者：爱德华•肖特 (Edward Shorter)，杰森•汉纳医学史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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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班牙人曾在巴塞罗那设有输血点，但1936

年12月建立在马德里的加拿大输血站却离战场更

近，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提供帮助。因为第一时

间输血能够保存生命，白求恩经常将医疗小队的

救护者开到战场上。1937年的瓜达拉哈拉战斗

中，白求恩亲自驾驶救护车，冒着枪林弹雨抢救

受伤的战士。一颗打穿挡风玻璃的子弹就在他的

头顶呼啸而过。

但是白求恩和西班牙共和势力的关系并不完美。

西班牙人控制了输血服务并在1937年将白求恩送

回了加拿大。

回到加拿大之后，白求恩的事迹被左派称颂。同

时，白求恩在加拿大巡回讲演并募捐帮助西班牙

共和势力。1937年，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白

求恩毅然决然的决定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来帮

助中国。这一次，是白求恩最后的远行，也是最

伟大的一次。

左：诺尔曼·白求恩在西班牙
内战期间为伤员进行输血 
（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提
供）• 肩胛骨升降器和牵开器：
均为白求恩医生发明（加拿大
国家图书档案馆/PA-160616） 
 • 白求恩站在输血站旁边，拍
摄于马德里。（加拿大国家图
书档案馆提供）





16 无限的激励

在多方帮助下，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移动医

疗小组于1938年1月由温哥华乘船来到香港。

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一名会讲中文的加拿大护士

琼·尤恩女士，和一名美国医生查尔斯·帕森。

他们于2月份抵达华中重镇汉口，在那里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先生。之后，白求恩和

尤恩冒着极大风险，长途跋涉来到毛泽东领导的

共产党根据地延安，并立即开始了他们对八路军

的救护工作。因为帕森先生改变了主意，一名传

教士兼外科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临时加入了治

疗小组。

在延安期间，白求恩曾与毛泽东促膝长谈，彼此

对对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白求恩在简陋的地方

医院工作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去前线工作。

为取回当时已从香港抵达西安的医疗设备，白求

恩派尤恩女士南下；他自己和布朗大夫于6月来

到位于当地东北方前线的金岗库乡。一个月后，

布朗先生因传教士工作需求离开了延安，白求恩

大夫就成了当地战时为1300万军民救死扶伤的唯

一的一名专业医师。

尽管白求恩大夫被当地落后的医疗条件惊呆了，

他没有气馁。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并在亲自操刀

手术的同时，负责中国医生和护士的培训工作。

通过他和中国同事们的努力，一个模范手术室出

现在松岩口村。不幸的是由于日军的进攻，手术

室仅幸存了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9月15日到10

月末）。于是白求恩大夫就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游

动医疗小组奔赴前线为伤病员做手术，疗伤。

英雄岁月
(1938年至1939年)

1939年 3月4日白求恩大夫在战场庆祝了他的49

岁生日，骄傲地称自己“战场上年岁最大的老

兵”。他废寝忘食地工作，并将自己的食品和衣

物分给受伤的战士。在4月里的一次战斗中，白

求恩与他的助手们连续工作了69个小时，完成了

115个大小手术。他忘我敬业精神大大地激励了

战士们的斗志。战士们在战场上高喊：“冲啊！

如果我们受伤了，有白求恩大夫为我们医伤！”

。忘我的工作使白求恩大夫的健康受到了很大影

响,他的体重大幅度下降。到了当年的8月份，他

的牙齿和眼睛受到严重损伤，而且一只耳朵已经

失聪。

前线医疗设备和药品的缺乏成了大问题。中国援

助委员会当时筹集到一定数量的医疗设备和药

物，包括少量新式磺胺类抗菌素。但大多数物品

始终未能送到前线。　

到1938年8月，由于没有手术用的橡皮手套的保

护，长期为伤员处理伤口的白求恩大夫的手指受

到了严重感染。1939年夏天他曾两次因严重感染

接受治疗。他当时的抵抗力已经很虚弱了。10月

的一次手术中,手术刀再次割破了他左手的中指。

几天之后在为伤员化脓的头部小手术时，他感染

上了败血症。由于病情恶化，大家试图用担架将

他送到花盆村军区后方医院接受治疗。他的病情

本来是可以转危为安，但由于缺乏磺胺药物的治

疗，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于11月12日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由于找不到加拿大或英国国旗，他的棺

椁在一面美国国旗覆盖下入土为安。军民在前线

和延安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

（上）：诺尔曼·白求恩（图

左）和晋察冀区司令员聂荣臻

将军（图中）会谈  

（下）：白求恩医生救助中国

伤病员，拍摄日期约为1938
年（加拿大公园管理局，白求

恩纪念馆提供）（加拿大国家

电影局/国家图书档案馆/ PA-
114795）

作者：医学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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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爱戴的白求恩大夫长眠于地下，给八路军战

士们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损失。1939年12月21

日，毛泽东撰文《纪念白求恩》悼念他。文章

称“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

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

端的热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白求恩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白求恩的墓被移至北

京以南的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市。1952年, 白求恩

医学院和国际和平医院在石家庄市成立。毛泽东

撰写的《纪念白求恩》成了学校的必修课文。白

求恩大夫被中国人民尊为自我牺牲的典范。

白求恩大夫逝世的消息两星期后也传到了中国援

助委员会的所在地纽约。由于二战在欧洲战场日

趋白热化，更多加拿大人奔赴欧洲前线参战，中

国的战事被人们遗忘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白求恩大夫自己的祖国加拿

大对他的事迹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 对其本人也褒

贬不一。加拿大劳工联合会于1943年提议纪念白

求恩大夫的事迹，但他们的努力未获成功。1952

年后，由于冷战的加剧，继而出版的白求恩传纪

也只为左翼人群所推崇。更有甚者，一些了解他

在加拿大国内工作的保守派医生对白求恩大夫有

棱有角的性格，＂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以及他

在医学和政治上打破传统,不拘一格的作风大加责

难,声称他冲动外向的品质使他不能被称为一个伟

大的外科医生。

精神遗产
(1939年至今)

左：竹帘画描绘了以中国风景

为背景的白求恩（托马斯·

费舍尔稀有图书馆提供） •          
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白求恩广场 

右：（上）在加拿大发行的英

法中三语白求恩系列邮票（加

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提供） 

 （下）在中国各地有多座伟大

外国友人白求恩的雕像。图为

位于河北省的白求恩墓（托马

斯·费舍尔稀有图书馆提供）

作者：爱德华•肖特 (Edward Shorter)，杰森•汉纳医学史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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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加两国关系在1970年代的解冻，白求恩大

夫的生平和事迹受到了热烈推崇。1974年加拿大

政府正式确认白求恩大夫的历史价值。两年以后,

加拿大公园管理局购买了他在格雷文赫斯特（加

拿大东南部小镇）的故居, 将其开辟成国家级博物

馆。同年，蒙特利尔市在市中心以白求恩的名字命

名一个广场，广场中竖立了中国政府赠送的白求恩

大夫雕像，这一雕像是石家庄市白求恩大夫雕像的

复制品。1979年，中加两国共同举办纪念白求恩

逝世4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

学举办了为期三日的研讨会。

1982年以来，加中两国政府为进一步纪念白求恩

大夫，开始交换有关白求恩的文件和实物，使他的

生平事迹广为世人所了解。来自加拿大，中国以及

西班牙有关白求恩的大量的信息得以披露。大量的

有关白求恩的书籍和文章得以出版，其中包括几部

含有白求恩照片的重要的传记，他所制作的艺术品

的照片、信函和他撰写的文学及科学方面的论文。

1990年白求恩大夫诞辰100周年之际，他的生平

事迹得以在他的祖国加拿大进一步传扬。中加两

国携手推出了白求恩的纪念邮票。有关其生平的

纪录片和电视剧以及一部由唐纳德·萨瑟兰（白求

恩大夫的崇拜者）主演的电影《白求恩大夫》相继

问世。1998年白求恩大夫被选入加拿大医学名人

堂。2000年8月格雷文赫斯特市长、加拿大总督伍

冰枝阁下，以及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在格雷文赫斯特

市歌剧院前为白求恩铜像举行揭幕仪式。诺尔曼·

白求恩大夫终于回到了祖国和亲人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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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大厅里竖立着一块用中英文

两国文字撰写的牌匾，上面清楚地刻着“亨利·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的字样以纪念他在中国所

做的杰出贡献。同一块匾上还有其他几位多伦多

大学医学院的名人校友，包括胰岛素的发现者班

廷和贝斯特教授。2000年该医学院的国际外科手

术办公室开创了一项名为白求恩圆桌会议的发展

中国家外科手术国际年会，以纪念白求恩大夫在

西班牙和中国所作出的人道主义工作和贡献。

白求恩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他为世人以及多伦

多大学医学院所留下的最有意义的遗产。该医学

院在建院伊始直到20世纪都深深地受到传教士传

统的影响。医学院的许多毕业生会到国外和加拿

大北部地区工作。尽管白求恩大夫从小受到作为

福音派长老会信徒的父母的影响，他为中国所作

的一切却是出于他对人道主义的满腔热忱，与宗

教信仰无关。伍冰枝女士在她撰写的白求恩传中

提到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误会，即白求恩在中国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被世人认作加拿大最伟大的“

传教士”之举。其实，白求恩早于他的同辈创立

了一个新的医疗援助模式。“白求恩在西班牙

和中国的贡献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善于洞察社

会发展趋势，并以自身影响之。他创造了历史。

他在有组织的援助诞生以前就以身作则地实践了

它。”

白求恩大夫的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上多个应急救

援组织所传承，如无国界医生组织以及许多其它

国际医疗卫生机构。近年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进一步加大了与这些组织机构的合作力度。2008

年，多伦多大学建立了达拉拉娜 (Dalla Lana) 公

共卫生学院，其核心项目之一就是推动全球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该大学的其他院系也在不断加

大对此类项目的重视。

白求恩大夫在医疗创新上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尽

管他发明和设计的许多胸外科手术器械已随着肺

结核治疗方法的发展逐渐被淘汰，他发明的战场

移动输血方法却长期地为军事医学所推崇。他在

上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全民医疗

保健方案也终于在多年以后被加拿大以及世界上

多个国家所采纳使用。

左：位于多伦多大学医学大楼

门厅里的牌匾 • 诺尔曼·白求

恩纪念碑：位于宛平城，靠近

马可波罗桥（卢沟桥），在战

争纪念馆外的公园内 

右：描述白求恩医生英雄形象

的中国画报（托马斯·费舍尔

稀有图书馆提供）



21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庆典

作者简介  
爱德华·肖特博士  
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1991年至今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

医学历史教授。他是哈佛大学毕业

的社会历史学家，于1967年加入

本校历史系。他撰写了大量有关现

代家庭演变、医患关系以及心身疾

病和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历史专

著。他最近的著作《追求卓越：多

伦多大学医学院和各学术医院的伙

伴关系》（2013年，多伦多大学出

版社）一书讲述了多伦多大学医学

院由早年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省级

医校发展成为现今世界知名的卫生

科学机构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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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世纪7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校友

和教师就开始在中国生活、工作和学习。这一

合作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久盛不衰。

应对全球挑战 
的历程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应当是中加两国友谊最广为

人知的代表。但在多伦多大学的毕业生中却不乏

像他这样在中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校友。早在1892

年，威廉·马林博士（Dr. William Macklin）就

在南京创立了鼓楼医院。这所医院后来成为了

中国最大的医疗机构之一。 世纪末，启希贤博

士（Dr. Retta Kilborn）创立了一所妇幼医院和

护士培训学校。20世纪20年代罗光普博士（Dr. 

Robert McClure）在怀庆组织当地的义工为周边

的村镇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 他创立的农村医疗

保健系统的成效令人惊叹。蒂尔森·夏理逊博士

（Dr. Tillson Harrison）被誉为加拿大的第二个白

求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服务于中国红十字会

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回顾历史，过去 140多

年来正是这些仁人志士的无私奉献帮助建立了多

伦多大学与中国的深厚友谊，为中加两国人民带

来了福祉。 

白求恩医生在中国战争前线搭

设的帐篷内进行手术（托马

斯·费舍尔稀有图书馆提供）



21世纪的今天，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继往开来，

与包括中国多所顶级大学在内的全球伙伴紧密

合作，在癌症、干细胞生物学、再生医学、营养

科学、传染病、人口健康、社区医学、知识转换

以及卫生政策等领域共同开展着最尖端的科研工

作。多大医学院与中国的合作内容不断丰富包括

联合研究、教师交流、博士后奖学金和学生交流

等项目。

诺尔曼·白求恩等人几十年前开拓的中加友谊之

路正在不断拓宽。我们通过与亚太地区的紧密合

作，正在努力开创更美好的明天。

Calvin Law医生，94级医学博

士毕业，外科副教授，是肿瘤

外科专家和创新者，也是提升

病人护理水平的世界领军者。

推动21世纪 
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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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本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医疗卫生进步将通过合

作实现并在全球推广，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致力于

加强同中国顶尖研究院校的合作。

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正在提升对医疗卫生的理解

并提供创新的学习机会。今天，我们已经参与到

多项同中国合作并在中国进行的项目中。举例如

下：

通过教育和研究推进 
医疗卫生事业

1. 生物医学研究合作

同复旦大学合作

2011年，本医学院分子遗传学系刘军教授被委

任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其研究重点为开发出控

制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性疾病之一肺结核的新方

法。他同复旦大学的一个肺结核疫苗研究团队合

作。

国际感染和免疫研究所

国际感染和免疫研究所是汕头大学医学院

（SUMC）和大学医疗网络（UHN）合作推出的

研究机构，专门研究传染疾病。多大免疫学教授

大卫·凯尔文（David Kelvin）任联合主席。该

研究所坐落在汕头大学医学院，包括70多名研究

员，主要研究登革热、SARS、高致病性流感等疾

病的病毒学和免疫学。科学家希望在他们研究结

果基础之上找出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来预防这些

疾病的传播。最近，研究所在禽流感H7N9的传

播机制有重大发现，为研究未来出现人类疫情的

可能提供了新依据。

多伦多大学免疫学系和国际感染和免疫研究所自

从2009年开始进行针对加拿大本科生的联合培训

项目，主讲新兴传染疾病。每个夏季，该课程在

中国举行，为加拿大学生提供关于东南亚新兴传

染疾病的实践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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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遗传学学生交流项目：国际合作

2010年，分子遗传学系建立了国际本科生研究项

目，从中国顶尖生物医药研究大学招收最优秀的

生命科学专业本科生来多大培训。

交流学生接受为期8周的高强度培训，同系内顶

尖的科学家并肩工作。参与世界领先的分子遗传

学研究，能够鼓舞并激励学生在加拿大、中国或

世界其他地方的院校继续进行研究生学习深造。

3. 亚洲研究所 

 

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亚洲研究所是开展关于亚洲的

跨学科研究和教学中心。有一百多名人文学科和

社会科学领域学者，包括几名世界领先的中国研

究专家在该研究所工作。亚洲研究所致力于创新

教学方法和体验式学习。

• 多大经济学教授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

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在国际顶尖的经济学期刊上

发表过多篇论文，他也参与了在中国和越南进行

的大规模家庭和企业调查研究。他也是《伟大的

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的联合编辑和主要贡献者。

这本书全面分析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举世瞩目、令人

惊叹的经济腾飞，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

• 2013年，亚洲研究所的大卫·楚（David Chu）

亚太研究项目邀请到了汪晖教授作为杰出访问学

者。汪教授任清华大学文学和历史系教授及清华人

类学和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他是中国最顶

尖的学者和评论家之一，其盛名享誉世界。

• 亚洲研究所所长约瑟夫·王（Joseph Wong）在

上海和北京讲授一门暑期课程—转变全球政治：比

较分析和中国视角。通过此课程，多大学生和复

旦大学学生有机会聚在一起，参与跨文化对话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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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项目 

 

1997年，多大Factor-Inwentash社会工作学院推

出了中国项目，汇集了中国和加拿大的研究专家

及从业者共同推进两国的社会工作事业。在多大

教授曾家达（Ka Tat Tsang）的带领下，项目最初

重点与中国合作院校一同开展当时在中国亟需的

社会工作教育。现在，中国项目由两部分组成：

同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的同行协作；改善加拿大

华裔社区的社会服务。

左：河海大学，江宁校区 
• 曾家达教授 

右：曾家达教授在中国

4.  可持续和繁荣的社会 

 

多伦多大学与各个中国合作伙伴通力合作，为打

造更智能、更宜居、更繁荣的城市区域而努力。

我们一同开发创新型技术、基础设施以及产品和

服务，并且将知识转移给关键的政府领袖和决策

者。

多大和中国大学合作项目包括：

• 同河海大学和南京大学合作研究地下水整治问题

• 在北京、南京和哈尔滨等地研究管道、泵和涡轮

系统相关的技术问题

• 研究高压输电系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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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全球公民

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多伦多大学的学生，最

能体现我校的全球化进程。早在20世纪初，一

小批亚洲学生就来到了多伦多大学就读。一个世

纪后的今天，每年来自亚洲的学生人数超过了

6,000人。本科生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国际学生来

自亚太地区。另外，数千名生长在多伦多这座多

元文化大都市的亚裔学生也是多伦多大学学术及

校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多伦多大学，学生们可以获得世界一流学者的

教诲，可以在同侪小组互动学习，也可以参与无

数的研究活动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深造的机会。

他们最终将成为全球大使，在加拿大、亚洲和全

世界为自己的社区做出重要贡献。



左：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

典礼 

右：多伦多大学亚太毕业典礼

每年在香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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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下一代

白求恩医生辞世已75年了，他的事迹仍然激励着

全世界的人们。2013年，老牛基金会的创始人兼

荣誉主席牛根生先生和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会长张

斌先生，为了纪念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向多

伦多大学医学院贡献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捐款。他

们的慷慨捐赠将用于学生奖学金和助学金，以及

在圣乔治校区树立一座白求恩医生的铜像。

作为国际艺术和文化事业的支持者，张先生和牛

先生深知培养技能和学习深造的重要性。他们的

医学院院长卫嘉莲（Catharine 
Whiteside）和中国文化产业协

会会长张斌。张先生于2013年

以纪念白求恩的名义向医学院

提供了慷慨捐赠。

捐赠彰显出了本医学院致力于培养卓越人才的承

诺，在学生中宣扬了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

并为学院的优秀学生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2014年5月，医学院很荣幸将白求恩奖学金授予

了其第一批得主，开启了一个在白求恩精神激励

下勤奋学习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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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尔曼·白求恩雕像
(2014年5月30日)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借助张斌先生和牛根生先生的

慷慨捐赠，委托了加拿大著名雕塑家大卫·佩雷

蒂先生（David Pellettier）塑造一个真人大小的

诺尔曼·白求恩铜像。

铜像的揭幕典礼于2014年5月30日举行。雕塑家

以微妙的手法刻画出白求恩的英雄品质。身着中

国传统服饰，白求恩大夫手捧日志本沉浸在片刻

沉思的宁静中。他亲切的造型和谦恭的姿态吸引

了包括学生、游客和普通大众在内的众多观赏者。

“出于大卫·佩雷蒂之手的这座传奇医生白求恩

的精美雕像，进一步提高了多伦多大学和医学院

的知名度。” 多伦多大学艺术系代理主任伊桑马

特·卡瓦勒教授这样评论道。“佩雷蒂为白求恩选

择了头项微翘寻找灵感的坐姿，而不是通常的手

握听诊器的千篇一律的站姿。他沉浸在一种疗愈

和深思的境界中，对人生使命的召唤充满了憧憬 雕塑家简介 
大卫·佩雷蒂  
 
大卫·佩雷蒂生于多伦多
市，毕业于安大略艺术学院
雕塑系。这位加拿大艺术家
的作品可见于多个著名收
藏，包括加拿大壳牌石油公
司、汉密尔顿艺术馆、约瑟
夫·E·施格兰父子有限公司
以及众多国际私人收藏。他
最近创作的已故新民主党领
袖杰克·雷顿的雕像，坐落
在以雷顿命名的渡轮码头 
(原多伦多岛渡轮码头)。

和向往。他的膝盖上有一张条幅，上面刻着他的

名言，反映出他不拘一格而又令人钦佩的精神气

概。大卫·佩雷蒂的雕塑作品能够表述人物复杂

的性格和渴望，他在这方面的才能闻名遐迩。多

伦多大学能够邀请到这位大师献艺，的确是件很

幸运的事。” 

铜像坐落在医学大厦旁边，与女王公园安大略省

立法会大楼相望，附近环绕着多座圣乔治校区内

的历史建筑。铜像的选址重现了白求恩在多大医

学院学习时的环境，效果耐人寻味。这座出自佩

雷蒂之手的历史人物铜像，是一座激发人们思索

的里程碑。它将有助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非凡

努力、无私奉献的事迹及其伟大的医学才华广传

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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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学诺尔曼·白求恩
纪念晚会
(2014年5月31日)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晚会组委会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晚会的成功举办，是和晚会

组委会志愿者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这批满腔

热忱和忘我奉献的志愿者为晚会的举办默默付

出，这正是白求恩精神的最佳体现。他们的倾情

参与，使得多大医学院能够最恰如其分地纪念白

求恩留给世人的伟大精神遗产。

2014年5月31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位于多伦多市中心的四季酒

店举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晚会。来自加中两国的

政府领导、业界领袖以及学术精英欢聚一堂，纪念白求恩的丰功伟

绩，欢庆白求恩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一精神传承一直激励着多伦多大

学医学院的在校师生以及医学界新一代领军者积极探索、不断进取。

伍雋雄（Justin Poy） 
诺尔曼·白求恩庆典主席

诺尔曼·白求恩纪念晚会荣誉主席 

加拿大前总督伍冰枝 (Adrienne Clarkson) 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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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样优秀的群体合作，组织一

场纪念一位非凡名人的晚会，这的

确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晚会将给予

白求恩医生当之无愧的荣誉。” 

陈正权 (Philip Chen)

“一听到举办诺尔曼·白求恩纪念

晚会的消息，我就决心要参与其

中。因为这是一场生命和生活的庆

典。加拿大保护中国文物基金会能

参与，真是非常荣幸。”  

章素珍 (sonja Chong)

“有机会参与组织纪念白求恩伟绩晚

会的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他推动

了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并为加拿大人

在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梁恒达博士 (Jack leong)

“我成长在一个中医西医和谐并存

的家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欣

然决定为此次活动作做志愿义工，

以此庆祝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对世

界的影响以及多伦多大学医学院为

世界作出的贡献。”  

廖海珀 (Amber ing)

“我有幸应邀去北京参加过一次文

化对话研讨会，并在人民大会堂参

加纪念白求恩医生的活动。能够贡

献自己活动策划的技能帮助组织这

次晚会是我莫大的荣幸。” 

Annie kwok

“听说中国对小学生进行人道主义教育

时，会给他们讲白求恩的故事。我非常

荣幸能够参加志愿者组委会，将白求恩

的故事世世代代地讲下去。” 

李松青 (Annie song Qing li)

“作为华裔加拿大人，能在多伦多大学

医学院也就是白求恩医生的母校担任教

授，我感到十分幸运。现在，他的铜像

在校园里树起，纪念他光辉的一生。白

求恩医生，母校欢迎你的归来。” 

刘明耀教授 (Mingyao liu)

“我希望白求恩这位曾经被曲解的加拿

大医生能够得到加拿大人的认可，他所

作出的贡献也会得到应得的承认。能参

与纪念他的庆典我很兴奋。” 

larry Mah

“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为加中两国建立 

了坚韧的友谊纽带。多伦多大学医学院 

能如此高规格地纪念他，真令人欣慰。

我借此向卫嘉莲院长以及医学院的教职 

员工致敬，感谢他们的不懈努力努力。” 

Bammy Wong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与其成为

一个成功的人，不如成为一个有价

值的人。’白求恩的精神激励了几

代中国人；他的价值观至今还在激

励着人们，包括我在内。” 

赵慧泉(hugh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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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精神遗产

多大医学院同中国及世界各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源远流长，我们对此引以

为豪。展望未来，我们将通过不断加强师生交流活动、联合研究项目，

甚至将来有一天实现联合研究学位课程，来进一步深化这些国际合作伙

伴关系。这也是多伦多大学名为“前景无限”筹款计划 (Boundless: The 

Campaign) 一个重要的主题。该计划是本校开展的一个多年、综合性筹款

活动，旨在筹集20亿加元用于大学最优先的工作重点。

本院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深入发展同中国的长期合作，具体做法

包括：为来自中国和亚太地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奖学金，通过国际研

究奖学金扩大同亚洲交往，夏季海外奖学金，支持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

如中医，等等。

我们将同校友、捐赠人、志愿者以及中国合作伙伴一道努力，释放下一代

学生的无限潜能，为本地和国际社会做出贡献，正如白求恩医生一样，争

取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我们的 
赞助商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此感谢各位赞助商的慷慨支持，

帮助我们纪念本院最杰出的校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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