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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女性社会地位变化之关系:

近代韩国女医职业的形成( 1876－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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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般认为，19 世纪东西方女医打破男权社会对于医师职业的垄断，使女医在医学教育、行医资质等方面的权益最

终获得保障，这一过程蕴含了对性别平等这一终极目标和社会正义的追求。但是从韩国的事例来看，近代韩国女医职业化和

女性解放运动之间并没有形成充满张力的互动。与其说女医是现存性别规范和社会旧秩序的挑战者，毋宁说她们更多呈现出

的是顺从、继承乃至拥护旧秩序与旧规范的姿态。韩国女医师这一职业在诸多方面受制于性别不平等和歧视造成的非制度性

障碍。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待于一项长远的、各项机制配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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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n the 19th century，female doctors in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patriarchal societies ended the

male monopoly in medicine，and were finally able to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education，and qualifications to be in the profes-

sion． An ultimate goal of this development was gender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However，in Korea，there was not tensile interaction be-

twee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modern Korean female doctors an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stead of saying that women doc-

tors were the challengers of the existing gender norms and the old social order，it is more accurate to suggest that they were more obedi-

ent，inheriting and even supporting the old social order and norms． As a result，the profession of Korean female doctors was in many ways

subject to non-institutional obstacles caused by gender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undoubtedly awaits the

arrival of a long-term systemat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built on matching social mechanisms．

一、前言

近代西方医学是推动西方社会变革的重要力

量，在东亚历史上亦是如此。当今社会，医学不再单

单停留于医学知识和临床治疗，而是结合了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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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建构社会秩

序和规训大众行为强有力的要素。医学之所以能够

拥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

家权力所支撑的正规医学教育( 尤其是大学教育) 、
证照制度以及政府对于特定医疗人员的排他性、垄

断性、专业性地位的保障［1］(PP196－200)。韩国近代西方

医学的发展历程集中反映了这一事实。
韩国西方医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以下简称

“日治时期”) 正式形成并开始发展。日治时期，殖民

统治当局即朝鲜总督府无视并打压属于传统医学的

汉医学，积极扶植发展西方医学［2］［3］［4］［5］。在朝鲜总督

府的政策庇护之下，朝鲜西医在证照、教育、组织化、
职业伦理等方面逐渐走上了职业化的正轨［6］［7］(PP36－39)。
但是当时在朝鲜西医的内部，存在民族、学历、地域、
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例如，朝鲜人医师有别于日本人

医师，他们进入公立医院就职和大学任教的机会微乎

其微，大部分人只能到私立医院、医校工作，或自行开

业［7］(PP44－45)。除了这种民族差别之外，朝鲜人内部也

存在着因性别、学历等因素而导致的差异。
在近代韩国，女医是具有先驱意义的代表性女性

专门职业。在“男女有别”这一传统社会规范依然有

效的近代韩国，女医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活跃在医

院等职场，这一现象本身无疑具有伸张女权的象征性

意义。不仅如此，要想成为医师这一具有高度专业化

知识的人员，必须有中等以上的学历，并接受专业的

教育，这对于当时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育

秩序和社会规范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以如此单向的视角来探讨女医问

题。虽然近代女医作为高级专门职业的代表，在推动

女性解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局限性和实际

的社会影响力也有必要加以客观评说。即使在今天，

不只是韩国，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

女医在教育、雇佣机会、薪酬、岗位晋升等诸多方面依

然遭受性别歧视［8］(P119)［9］(PP419－420)［10］(P1，P3)。这也提醒我

们有必要客观看待女医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专门职业

在社会性别规范重构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截至目前，韩国学界关于近代女医已经积累了一

定的研究成果。首先，在女子医学教育方面，奇昌

德［11］［12］、金相德［13］等人对朝鲜女子医学讲习所( 1933 年

更名为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京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

( 1938 年) 的设立、运营、教育内容等情况进行了探讨。其

次，出现了针对朴爱施德( 原名金点童) ［14］［15］［16］、许英

肃［17］、郑子英、玄德信、刘英俊、吉贞姬等代表性女医的

生涯及其社会活动的研究［18］。此外，大韩医师协会政

策研究所也出版过相关的通史性著作［8］。

这些研究对于揭示韩国近代女医的全貌以及代

表性人物的生平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第一，以往研究多延续传统医学史的书写范式，

将女医先入为主地设定为先驱者、女性启蒙主义者、

女性运动家等“高大全”的形象，这显然会有损女医原

本更为丰富的历史面貌，也忽视了女医内在的差异

性。第二，以往研究碍于资料所限，没有对女医的社

会地位和自我认同进行深入探讨。第三，大部分研究

仅在国别史的框架下展开，没有对医学、科技中所潜

在的性别政治这一普适性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医学和女性

社会地位变化的关系，重新考察近代韩国女医这一

专门职业的形成过程。为了更深层次地探讨医学和

性别政治的关系，本文在探讨近代韩国女医问题时，

将在纵向上与韩国古代的医女，在横向上与中国、日
本的事例进行比较。

二、韩国古代“医女”的表与里

女医在韩国历史上早已有之①。近代西方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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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古代历史上的“女医”有别于现今“女医师”的概念。前者是指提供各种医疗服务的女性医疗人员，是一个广义的

概念，不仅包括上流社会儒医家族出身的女性医师，而且包括活跃在民间的医婆、药婆、师婆等人员。参见章梅芳、刘
兵:《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 年第 2 期，第

169 页。因此，有些研究者也会采用“女性医者”“女医者”的说法。后者是指接受过医学院校正式教育，并获得国家行

医资质的女性医者。同时，在传统社会，医、药、护并未分离，女医的层次也是十分丰富的。诊脉开方、接生( 稳婆) 、照顾

看护的功能并非完全分属不同的人。有鉴于此，为了提升文章的针对性，本文所讨论的古代“女医”主要限定为具备一

定医学知识，懂得诊断开方和用药的女性医者。近代以降，医师、护士( 看护妇) 、产婆三者已经分化，并具有不同的从业

资质和职业认同，所以近代以后的“女医”单指女医师，并不包含后两者。



传入之前，韩国和中国、日本长期共享东亚传统医学

知识。女性的身体其实很早就已进入东亚传统医学

的视线。中国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皇室后宫延用

女性医者的记载［19］(P64)。此后，女性参与宫廷医药事

务似乎成为一种惯例。到了唐代，在民间有“以提供

医疗照顾来维持生计”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女医; 针对

宫廷女医，朝廷还通过《医疾令》对其进行了制度

化［19］(P278)［20］(P56)。“诸女医，取官户婢年二十以上，三十

以下，无夫及无男女，性识慧了者五十人，别所安置，

内给事四人，并监门守当。医博士教以安胎产难及疮

肿、伤折、针灸之法，皆按文口授。每季，女医之内业

成者，试之。年终，医监正试。限五年成。”［21］(P319)

《医疾令》对宫廷女医的身份、资格、选拔人员、
居住场所、教育、考试、学业年限做了详细规定。其

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女医出自官户、官奴婢等

身份卑贱的阶层; 第二，将女医单独安置，严格限制

其出入; 第三，让医学博士以口头形式教授女医以安

胎、难产、疮肿、骨折、外伤、针灸等知识。这意味着

当时国家设置女医的主要目的是为宫闱女性提供医

疗服务，女医处于比男性医师低一个等级的从属性

地位［22］(P90)［23］(PP94－114)②。唐代的《医疾令》也对日本影

响很大。日本于 8 世纪颁布了与唐代的法令极为相

似的《医疾令》［24］(PP17－18)。由此可见，在古代东亚世

界，女性很早就在国家医疗体系中占据了一定位置。
女医的地位到宋代发生了很大改变。宋代之

后，医学和儒学相结合，医界重视阴阳五行和脉诊等

理论、崇尚儒医的风尚日益兴盛。这对和教育几乎

无缘的女性而言十分不利。同时，民间针灸铜人的

出现促进了针灸的普及。相比医学理论，女性原本

与针灸、咒术性的医疗更具亲和性，这也使得她们日

益被重视理论的正统医学所排斥［19］(P66)［22］(P93)。此后，

历经元明清三代，随着医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社会

对医师知识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导致女性愈发

远离正统医疗，也加速了士绅家庭出身的女流医师

( 儒医) 和民间一般女医之间的分化［19］(P66)。由于出

身于士绅家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医家不但人

数极为有限，而且碍于礼教无法公开行医，致使她们

的影响力仅限于家族之内。因此，整体而言，女医逐

渐落入与儒者和男性主流医师所定义的正统医道格

格不入的“三姑六婆”③的行列［25］(PP211－214)。

日本在 8 世纪颁布的《医疾令》确立了规范女医的

制度，但从 15 世纪开始，关于这一制度的记录不复见诸

史料，这表明女医制度很可能退出了日本历史。到了

江户时期，由于男女有别的风俗，治疗女性患者的女医

重新出现，但是史料记载的人数相当有限［24］(PP25－26)。

从文献资料来看，相比中日两国，韩国的女医出

现较晚。韩国的医女制度始于朝鲜时期太宗六年

( 1406 年) 三月。《太宗实录》记载: “丙午，命济生

院，教童女医药。检校汉城府尹知济生院事许衜上

言曰: 窃谓妇人有疾，使男医诊治，或怀羞愧，不肯出

示其疾，以致死亡。愿择仓库、宫司童女数十人，教

以脉经、针灸之法，使之救治，则庶益殿下好生之

德。”［26］从史料来看，太宗时期设立医女制度，目的

是救治难以接受男性医师诊疗的众多女性患者。学

界一般也多将“男女七岁不同席”这一朝鲜时期儒

教社会的性别规范作为医女制度创设的原因。

令人费解的是，众所周知，高丽时期是女性地位

相对较高的时期，在高丽末期性理学传入之前，男女

之间没有如此教条化的繁文缛节。即便认为朝鲜初

期受到了性理学的影响，但一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恐怕

不会如此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朝鲜时期医

女制度的起源进行重新解释。第一，在朝鲜时期以

前，韩国有可能已经存在医女制度，虽然并不一定见诸

现存史料; 第二，太宗时期创设医女制度，可以视作国家

基于对男女授受不亲这一风尚的考量，从制度上对这

一既定的事实进行认可; 但也可以解释为，男女之间的

性别隔离是朝鲜王朝初期致力于构建的社会秩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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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程锦认为，女医出自地位卑贱的官户婢，又被要求无夫无男女，即便训练有成，恐与补官任职无缘。因而她推测当时少

数几个司药、典药和掌药的女官应该并非从女医中选任，而是另有选任渠道。参见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以唐

〈医疾令〉“女医”条为中心》，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 第十二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8 页。
关于“三姑六婆”这一称呼的文本呈现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参见衣若兰:《三姑六婆———明代妇女与社会的探索》，台北:

稻香出版社，2006 年。



医女制度正是可以支撑这一性别规范的医疗制度。
虽然上述讨论不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问题的

纠结，但也提醒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医女制度的

意义。事实上，女性患者接受女医的诊疗，虽然和性别

隔离这一外在的社会规范有密切关联，但也不失为一

种“人之常情”。这不仅限于女性，男性同样如此，尤其

是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同性医师的诊察往往会使患者

感觉更自在。女性的生理结构不同于男性，月经、妊娠、
生产等女性特有且至关重要的生理现象都与生殖器官

等人体私密部位相关联，这也造成了女性患者众多的

“难言之隐”。从这一角度来看，朝鲜初期医女制度的

创设，既是构建儒教社会性别规范的制度性举措之一，

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开始将女性的身体和健康纳入

“医疗化”的场域，积极对其进行管理的表现。
朝鲜时期的医女在史料中也被称为“女医”。医女

出身于官婢，相比大多属于中人阶层的男性医官，其身

份更为卑微。这和古代中日两国的情况类似。这也是

日后燕山君时期医女被作为官妓对待的重要原因之

一。朝鲜时期的医女是各地官府选送的聪明伶俐的官

婢，她们进入中央的济生院( 后改为惠民署) 接受教育。
因为当时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所以医女进

入惠民署后，首先要接受汉文和经典的教育，之后才开

始学医［27］(P360)。成绩优秀的医女会被从惠民署提拔

到内医院( 成为“内医女”) ，反之则将被送还本乡。
从成宗九年( 1478 年) 2 月定立的“劝课条目”来

看，医女教育的课程包括《妇人门》《产书》等妇产科

方书，《直指脉》《纂图脉》等诊脉法，《加减十三方》
《和剂方》等药物调剂法以及《铜人经》等针灸法。上

述科目既是汉医学的基础科目，也是为了便于医女将

来能够辅佐医官，对宫中的女性开展诊断、诊脉、针

灸、助产、看护、调剂等医疗行为。这样的角色设定和

教学内容，决定了医女的整体水平。纵观整个朝鲜时

期，虽然出现了长今、正玉、长德、贵今等医术杰出的医

女，但总的来说，医女的医术在很大程度上落后于男

医［28］(P2)。当时代表医女最高水准的内医院医女也只

能代替医官进入后宫诊察，然后出去将症状报告交给

医官，由医官讨论判定病情，并决定诊疗方案; 或者按

照医官的指示，入宫开展脉诊和针灸。医女不能独立

诊断病情，更不能开具处方，只是纯粹的辅助性角色。
到了朝鲜后期，官员们批评医女医术日趋下降

的意见越来越多，有人开始质疑通过医女入宫诊察

症状，然后依靠她们的描述来诊断病情的方式是否

合理。例如，肃宗十四年( 1688 年) ，文臣朴世采曾

向国王进言: “……臣新自外来，伏闻大王大妃殿症

候，只使医女入诊云。……而只使医女入诊者，已极

不安，且其入诊时，亦不得瞻望玉色，但以脉度迟数，

传于医官而议药云，医家之观形察色，最是紧要处，而

既不得瞻望颜色，医女术业，又比不如医官，而只凭口

传而议药者，岂非疏漏之甚乎? ……今我大王大妃殿

于群下，俱有母道，则医官入诊，似无嫌疑之事。”［29］

众所周知，东亚传统医学中有“望、闻、问、切”
四诊法。朴世采认为让原本医术欠佳的医女仅靠四

诊法之一的脉诊法进行诊断，然后报告给医官的做

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医女的医术当然不及男性医

官，但是问题的核心可能在于严格的男女内外之别。
对此，中国明代医家张景岳有过犀利的分析: “如寇

宗奭引黃帝之论曰: 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形气相

得，谓之‘可治’; 色泽以浮，谓之‘易已’; 形气相失，

色夭不泽，谓之‘难治’。又曰: 诊病之道，观人勇

怯、骨肉、皮肤，能知其虚实，以为诊法。故曰: 治之

要极，无失色脉。此治之大则也。今富贵之家，居奥

室之中，处帷幔之内，复有以绵帕蒙其手者，既不能行

望色之神，又不能尽切脉之巧。使脉有弗合，未免多

问，问之觉繁，必谓‘医学不精’，往往并药不信，不知

问亦非易。其有善问者，正非医之善者不能也。望、
闻、问、切，欲于四者去其三，吾恐神医不神矣。”［30］

从张景岳的论述来看，中国的男性医师也是苦

于内外之别，无法采用脉诊法之外的其他“三诊”，

只能隔着帷幔搭脉诊断，使医术大打折扣。当时朝

鲜民间的状况当与此无异④。医女制度可以说正是

维护这一内外有别的社会秩序的制度性屏障。但

是，正如朴世采所言，到了朝鲜后期，在医疗领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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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如《承政院日记》记载，“且以闾巷事言之，女人之病，毋问轻重，皆障蔽诊脉。”参见《承政院日记》第 330 册，肃宗十四年

( 1688 年) 7 月 13 日。



现了质疑这一社会秩序的声音。实际上，由于仅靠

医女传言无法正确诊断病情，也出现了允许医官随

同医女共同进入后宫施诊的例外情形［31］［32］［33］［34］。
朝鲜时期医女制度的创立，旨在向女性，尤其是

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女性提供医疗服务，从而维

护男女有别这一儒教社会的两性伦理规范。但具有

讽刺性意味的是，医女本身经常背离上述规范。医

女主要面向女性患者进行诊疗，尤其是隶属于中央

的内医院和惠民署的医女。但是，有时其诊疗对象

也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朝鲜前期的文臣徐居正就曾

接受过医女的诊疗。当时御医全循义在标识了艾灸

的部位之后，差派手下的医女接常前来操作。徐居

正在接受艾灸治疗后，写下了《戏女医接常》: “汝是

女和缓，活人应有方。要须砭骨病，不必挠刚肠。信

手渠能 炷，颦 眉 我 忍 肠。深 恩 无 以 报，聊 复 慰 壶

觞。”［35］诗中对于医女接常的戏弄之情溢于言表。
身份低微的医女在面对男性患者时，即使作为

专业医疗人员的资质得到认可，也无法逃脱来自男

性带有色情意味的审视与戏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

是，燕山君时期( 1494－1506 年) 之后，医女被作为官

妓动员到各种宴会场所，从而造成了医女的“妓生

化”( 即“妓女化”) 。让医女充当官妓，来为王室和

士大夫陪酒助兴，一方面是由于医女和官妓同样出

身于官婢，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官妓人数不足。但

是无论如何，这一政策不仅“有伤风化”，而且妨碍

医女履行自身职责。因此，中宗时期 ( 1506 －1544
年) 之后，朝廷为了防止医女的“妓生化”，采取了诸

多修正措施。但是，风纪一旦受到破坏就难以恢复，

医女的“妓生化”一直持续到朝鲜后期［36］(P192)。
医女的“妓生化”现象大大影响了其专业性。例

如，宣祖十年( 1600 年) ，王妃朴氏患病，药房上奏国

王，请求让识字且医术突出的爱钟入诊，宣祖对此拒

绝道:“闻爱钟是娼女，虽有轩岐之术，不可出入于内

庭也。”［37］由此可见，医女和妓女的混同与界限的模糊，

对医女的专业性声望和社会地位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

响。医女的负面社会形象此后一直延续。例如，18 世

纪实学家柳得恭曾在《京都杂志》“声伎”条中记载:“内

医院、惠民署有医女，工曹尚衣院有针线婢，皆关东三南

选上妓也，宴集招致歌舞。”［38］事实上，当时医女除了

开展各种医疗业务外，还同时承担着“仪仗奉持”、陪
酒助兴、搜查和逮捕女犯人等多种职责［27］(PP378－380)。然

而，在上述多种角色中，人们却尤为关注妓女的角

色，几乎将医女和妓女两者视为一体。
18 世纪画家申润福所绘的《听琴赏莲》中，头戴黑

色绸缎“加里磨”、口衔烟管的女子即是医女。“加里

磨”主要由身份低微的女性外出时佩戴。根据柳得恭

的记载，当时只有医女才允许穿戴丝绸，以表示其身份

有异于一般下层女性⑤。在古代，医术被视为治病救人

的“仁术”，因此，相比一般官婢，医女的身份稍显特殊。
而且她们如若立功，还可以获得免贱和 从 良 的 机

会［27］(P386)。由此可见，国家为了维护性别隔离的社会

规范，对医女的确实行了一些政策上的“照顾”。
但是，在父权家长制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医

女不同于一般女性，可以较为自由地穿梭于男女之

间，游离于国家所要保护的女性行列之外，与妓女一

样成为男性士大夫欲望的投射对象。这无疑妨碍了

朝鲜时期医女的专业化，也为其后女医师社会形象

的塑造带来了一定的历史包袱。1885 年，韩国近代

最早的西式国立医院———济众院成立。医院成立之

初，政府为了募集在附属女性病室工作的医女，向各

道下达了选送妓女进京的命令［39］。虽然济众院的医

女实际扮演的角色更接近于近代意义上的护士，而

非女医师，但在当时医护尚未正式分离的情况下，还

是造成了不良影响。传统社会对于医女的形象认知

和角色定位影响后世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三、近代韩国女医师的培养与专门职业的形成

开港以后，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社会对于女性

医疗人员需求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男女有别这一传

统社会观念影响依然强劲的朝鲜社会，迫切需要面

向女性患者的医疗人员。1884 年 4 月 27 日，一位笔

名为“如囚居士”的日本人在《二六新报》上所载的

《朝鲜杂记》中，对当时朝鲜女性的医疗状况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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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京都杂志》记载:“内医院医女戴黑缎加里磨，余用黑布为之。加里磨者，方言羃也，其形如书套，可以羃髻。”参见柳得

恭:《京都杂志》，“声伎”，版本不详，第 9 页。



下描绘:“该国中流以上的妇女即使患病，也不会寻

求男医的诊察，即使接受男医的诊察，也会羞于露

脸。因此，她们只会从房门中伸出手来接受诊脉。
而且，虽说存在所谓的女医 ( 即医女) ，但是所谓的

‘医’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而已。她们连《伤寒论》都

没读过，其实只不过是卖春的一群人罢了。总之，女

医对朝鲜社会没有任何帮助。真是不幸啊! 该国女

性患重病时，即便知道，似乎也只能束手等死。”［40］

这段话虽然带有日本人蔑视朝鲜的口吻，但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朝鲜的实情，即朝鲜女性

因为男女有别的社会风俗而被阻挡于一般的医疗服

务之外，抑或需要忍受由男性医师诊疗的种种不便，

而面向她们的医女则被视为医术不济的妓女⑥。在

这样的背景下，向朝鲜输送女医师或培养朝鲜女医，

一方面被认为是普及西方先进文明的象征———西方

医学的善举; 另一方面也在改变朝鲜社会陋习、救赎

朝鲜女性的层面被赋予了合法性［13］(P80)［40］［41］。
19 世纪 80 年代之后，朝鲜宫廷开始雇用西方

女医师。同时，外国人经营的医院也出现了西方和

日本女医师的身影。然而，仅靠外国女医师，无法根

本改变朝鲜的医疗现实，因此，Rosetta Sherwood Hall
( 以下简称“Hall 女士”) 、Howard，M． 等美国监理会

的女医疗宣教士，开始计划培养朝鲜女医师。1896
年，在 Hall 女士暂时回国之际，在其手下担任助手

的朴爱施德主动跟随她前往美国学医，1900 年朴爱

施德学成回国，成为韩国首位女西医。
此后，Hall 女士努力推动在朝鲜设立女医教育

机构。她首先向美国北监理会女性海外宣教士会发

出在朝鲜设立女医学校的请求，但遭到了拒绝。于

是 Hall 女士改变方向，找到朝鲜总督府医院院长藤

田嗣章，要求朝鲜总督府医院附属医学讲习所( 1916
年升格为京城医学专门学校，以下简称“京医专”)

向女子开放，实行男女共学。但是，总督府医院方面

拒绝了这一要求，仅同意接收少量的女子旁听生。
拒绝男女共学的理由在于担心学校风纪问题。1921
年 4 月 7 日《每日申报》所载的一则关于京医专接收

女子旁听生的报道明确传达了校长志贺洁的态度:

“男女混合教学，原本就是令当局头疼的问题。尤其

是讲到人体的生理时，会十分麻烦，( 男生) 很可能

会对旁听的女生产生一些不恰当的想法。但是无论

如何，从朝鲜一般的诊疗状况来看，尤其是妇女，下

层劳动者阶层姑且不论，中流以上的妇人绝对禁止

接受异性的诊疗，因此，只能叫女医前来就诊。”［42］

由此可见，以志贺洁为代表的殖民当局，并不认为男

女有别的内外法有何不妥，且对男女共学表现出了

否定态度。尤其是医学校不同于其他教育机构，要教

授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等和人体相关的知识，被认

为更容易引起“风纪问题”［43］(P72)。事实上，当时校方

由于担心男女共学会造成问题，特意让女子旁听生坐

到最前排的位置。对于屈指可数的几名女子旁听生

来说，在众多的男生包围下学习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压

力。1925 年，京医专的女子旁听生制度宣告终止。
和殖民地朝鲜一样，明治时期日本的医学校同样

拒绝或排斥女生。1884 年，日本首家接受女生的医学

校———济生学舍中就蔓延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其

间，还发 生 了 一 起 男 生 侮 辱 女 生 的 所 谓“病 毒 事

件”［44］(P56)。当时，一位男生公然宣称吉冈弥生等女生

是诱导男生腐败和堕落的特殊病毒，呼吁校方尽快将

她们驱逐出去，以维持学校风纪。时隔 20 余年的

1908 年，当吉冈弥生创立的东京女医学校举行第一届

毕业典礼时，来宾中又有人提出所谓的“女医亡国

论”。其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女性学医而晚婚，

会造成儿童人口的减少; 第二，女医的培养会使挥刀

杀生的女性越来越多; 第三，女性由于月经而污秽不

洁，不应该进入神圣的手术室; 第四，女医一旦怀孕，就

需要停业［45］(P32)。近代日本社会对于女子医学教育的强

烈否定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因为当时日本将贤

妻良母视为理想女性的典范。而当时作为殖民地的朝

鲜，自然会受到日本上述教育体制和价值观的影响。
京医专废除女子旁听生制度后，朝鲜的女医培

养计划再次搁浅。Hall 女士在留日朝鲜女子医学

生、朝鲜社会知名人士、美监理会等各方支持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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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对于医女的这种认识，不仅局限于日本人。1924 年 6 月朝鲜人的刊物《开辟》上所刊登的《京城的花柳界》一文，也将医

女称为“药房妓生”，认为医女的本质就是妓女。参见一记者:《京城的花柳界》，《开辟》第 48 期，1924 年 6 月 1 日。



1928 年设立了旨在培养朝鲜女医的朝鲜女子医学

讲习所。Hall 设立该讲习所时，主要从三个角度阐

述了培养女子医师的必要性: 第一，医师是符合母性

和女性特质的职业; 第二，基于对朝鲜民族和女同胞

的使命感; 第三，在全世界范围内，妇产科自古以来

就是女性的天下［8］(P18)。对于 Hall 来说，培养女医师

并非旨在让她们告别现有的性别规范和与生俱来的

女性特质，而是认同现有的社会秩序及其对女性的

角色设定。女性由于生理特性和女性特质，天生具

有学医的优势，这一看法同样基于上述前提。
当时留日归国的女医师刘英俊也持类似观点。

她在 1926 年 12 月的一篇文章中表示: 关于小儿的

所有问题、卫生以及身体的毛病，最了解的自然是为

人母的女性们［46］。在刘英俊看来，女医师的职业只

不过是女性家庭角色的延伸而已。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升格运动时也有

所体现⑦。1934 年 4 月 23 日《朝鲜日报》一则关于

升格运动的报道中提及: “在朝鲜，包括官立、公立、
私立在内，男女医专一共有 4 所。如果算上京城帝

国大学的话，就一共有 5 家。但是女子医专却一所

也没有。这从男女教育的机会均等来看，难道不是一

大矛盾吗? ……小到一个家庭的儿童卫生，大到社会

的民众保健，无论哪一方面，如果没有占人类半数的

女性协助的话，那么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女子的教育

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也是必要且紧迫的。”［47］

上述报道虽然先从男女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讨论

女子医校设立的必要性，随后话锋一转，从家庭育儿和

社会民众保健角度强调女性医学教育的迫切性。在这

一愿景下，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于 1938 年 4 月升格成

功。1940 年 4 月颁布的校规，在延续上述观念的同时，

更增添了几分“国家主义”色彩。校规中称:“本校按照

《朝鲜教育令》，向女子教授医学，尤其旨在培养兼具国

民道德和妇德修养的皇国女性。”［48］(P25)⑧因为京城女

子医学专门学校( 以下简称“京城女医专”) 是在战时体

制下升格成功的，所以上述校规显然烙有日本皇民化

政策的印记。但是不难发现，即使有表述上的差异，女

子医学教育的目标和战前相比并无本质的变化。换言

之，女医师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名医师。因此，

女子医学教育的目标也总是一以贯之地强调维持和保

护女性特质，以及合乎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即便如此，女子医学教育还是难以避免地会在某

些方面挑战着当时的社会习俗。如果要进入女医学校

就读，至少要先接受过相当于中学的教育。而在当时

的朝鲜，由于儒教传统的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念依然盛行，早婚的现象也十分普遍［49］。在这种情

况下，女性接受中等教育尚且不易，更遑论进入比中等

教育机构还要高一级别的女医学校学习。因此，当时

能够突破上述障碍，接受医学教育并最后成为女医师

的人，大部分都出生于开明或富裕的家庭［50］(PP176－177)。
在克服诸多困难后，朝鲜于 1928 年 9 月设立了

朝鲜女子医学讲习所，1938 年该讲习所又升格为京

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成为朝鲜唯一一所正规且获

得日本文部省承认的女医学校。当然，这并非朝鲜

女医培养的唯一路径。事实上，由于讲习所并非正

规学校，学生毕业后需要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才能获

得医师资质。而升格后的京城女医专直到解放前

夕———1942 年才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因此，在此

之前朝鲜并没有正规的女医教育机构。所以，不少

女子选择前往日本学医。不同于朝鲜，当时日本有

数家女子医学校。而且，在朝鲜赴日留学生中，医学

和家政、体育同为人气较高的专业［51］。
表 1 对近代韩国女医求学情况进行了统计。数

据显示，近代韩国女医从“文化政治”实行之后的

20 世纪20 年代正式起步，此后人数持续增长，到解

放为止，总人数累计达 300 多名。她们基本上都在

朝鲜或日本求学，两者比例为 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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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1933 年 Hall 女士回国，朝鲜人医师金铎远、吉贞姬夫妇接手朝鲜女子医学讲习所( 后更名为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 。其

后金铎远夫妇为了推动讲习所向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于翌年 4 月发起成立了升格工作促进委员会。
这一教育理念应是继承了日本自明治时期《高等女学校令》颁布以来所确立的女性教育方针。1899 年颁布的《高等女

学校令》确立了国家主义、儒教式的妇德、新贤妻良母主义三位一体的近代日本女性教育方针。参见苗苗:《考察吉冈弥

生的女医养成教育理念》，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16 页。



表 1 近代韩国女医求学情况⑨［8］［12］ 单位: 人

年代

朝鲜 日本
京医专

旁听生

( 朝鲜)

京城女医讲

京城

女医专

医师鉴定

考试

东京

女医专

帝国

女医专

大阪

女医专

其他

国家
总计

1900－1910 1 1
1910－1918 4 1 5
1919－1928 6 10 1 17
1929－1938 18 4 30 12 3 67
1939－1945 157 4 25 29 4 219

小计 10 18 157 8 66 41 7 2
合计 193 1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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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朝鲜女医虽然呈现出人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

是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女医总人数并不多，到日本

统治末期才开始迅速增长。从 1940 年到 1945 年日

本殖民统治结束，共新增 219 名女医，占女医总人数

的 70%瑏瑠，这与战时京城女医专的新设密切相关。
京城女医专是和日本的女子医学校同等的正规学

校，对于学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是，最为重要

的应是战时体制这一时代背景。据 1944 年进入京

城女医专学习的韩元珠回忆，当时很多女学生为了

逃避挺身队瑏瑡的征用而纷纷涌向该校。1943 年 12
月，殖民当局颁布了《战时教育临时措施令》，梨花

女子专门学校( 以下简称“梨花女专”) 和淑明女子

专门学校都奉命关闭了校门，而梨花女专转为专门

为挺身队输送女学生的短期培训机构。战时医疗的

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战争末期，朝鲜总督府强化医护

人员的培养和管制，新设了不少护校和医学院。朝

鲜虽然也有少数护士 ( 时称“看护妇”) 被动员到一

线战场瑏瑢，但是与被征用到前线的士兵和劳力相比，

朝鲜的医务人员主要投入后方保健、伤兵救治和防

空演习等领域，相对较为安全［52］(PP197－212)。更为重要

的是，在一般高等院校纷纷关闭的前提下，只有医校

可以继续招生。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学生退学后转

到了京城女医专［53］(P61)。不过，20 世纪 40 年代培养

的女医学生，要到解放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

考虑这一因素，到解放前为止，真正活跃的女医师应

该不到 100 名。

当时这不到 100 名女医师的象征意义恐怕要远大

于其发挥的实际作用。女医师和女教师是近代韩国最

早出现的女性专门职业，一般舆论认为，女医师“对于

朝鲜女子来说，是相对需求量大、高尚且收入不菲的女

性职业”［54］。一项统计表明，整个殖民地时期，女性就

业人数为 330－380 万名，其中，从事农业的女性占

90%，从事商业交通业的女性占 3% －5%，行商、女店

员、服务员占 2% －4%，从事工业和公务自由行业的

女性占 1%。由此来看，除了农业，当时女性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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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京医专”全称为京城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 1916 年; “京城女医专”全称为京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 1938 年;

“( 朝鲜) 京城女医讲”全称为朝鲜女子医学讲习所，创办于 1928 年，1933 年更名为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东京女医专”
全称为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 1900 年;“帝国女医专”全称为帝国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 1925 年;“大阪女

医专”全称为大阪女子高等医学专门学校，创办于 1928 年。
由于京城女医专到 1942 年才培养出第一届毕业生，而 1939－1941 年其他渠道培养的女医也是屈指可数。因此表 1 的时

间栏中虽然标记了 1939－1945 年，但实际上可视为 1942－1945 年的统计数据。
挺身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为强制动员殖民地女性充当各类劳力而设立的组织。1944 年 8 月 22 日，日本颁布了

《女子挺身勤劳令》( 敕令第 519 号) ，所以也称“勤劳挺身队”。以挺身队名义动员的女性大部分被送往军需工厂，也有

一部分被送去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即充当“慰安妇”。
朝鲜看护妇被作为“军属”动员到前线大约是在 1941 年之后，而且人数并不多。参见申英淑:《二战期间朝鲜人从军看

护妇的动员实态及其自我认同》，《女性与历史》2011 年第 14 期，第 154 页。



会相当有限瑏瑣。其中，医疗、教育、媒体、艺术、宗教行

业的女性就业人数仅占女性总就业人数的0． 5%－1%，

占女性总人口的0． 2%－0． 3%［55］(P159，P166)。这也反过

来说明女医师在朝鲜女性中属于精英中的精英。仅

从收入来看，女医师的薪酬( 起薪为70－80 圆) 也等

于或高于中学教师( 70－80 圆) 、播音员( 50－60 圆) 、
幼儿保育员( 40－60 圆) 、女记者( 40－60圆) 、小学教

师( 40－50 圆) 、产婆( 40－50 圆) 等职业，是当时收入

最高的女性职业之一［53］(P174)［54］。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很多女医师或自行开业，或

在公私立医院从事诊疗活动，都活跃在医疗行业一

线。可以说，她们成功地确立了女医作为医疗专业

人员的社会地位。其中，大部分的女医师都耕耘在

妇产科和儿科领域，即便是综合医院，因为是女医坐

诊，实际上吸引的大部分患者也是女性，自然形成了

女性集中于妇科、产科的现象［56］(P3)。事实上，当时有

不少女医在实习阶段选择了内科，但当她们毕业后

自行开业或就业时，还是会选择主攻妇产科和小

儿科瑏瑤。
在古代东亚传统医学中，相比成年男性疾病，女

性和小儿的病患更加难以医治的观念由来已久瑏瑥。
近代女医群体的形成，意味着女医发挥女性特质，在

不违背传统社会伦理规范的前提下，成为治疗和照护

在传统医学中处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主体力量，并承担

起近代民族国家话语下备受重视的母子保健的任务。
由此可见，女医师集中于妇产科、儿科，虽然缩小了其

活动领域，但的确有助于确保和提升她们在上述专科

乃至整个医学领域所构建的专业权威瑏瑦。

四、近代韩国女医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地位

近代女医师既接受过高等教育，又从事高度专

门化的职业，她们作为时代的先驱，无疑会受到来自

舆论和大众的追捧［8］(P30)。女医毕业、医师资格考试

通过、留学、医院开业等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

但如果仅仅据此就判定当时女医的社会地位和生存

境遇，难免会以偏概全。为此，笔者将结合具体事

例，从近代韩国女医的习医动机、家庭角色、职业生

涯、自我定位等角度来探究其自我认同与社会地位。

历经开港、日治时期，韩国的医师行业逐步走向

专业化、正规化，在殖民当局设定的医疗秩序下，医

师作为专门职业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与此相应，女

医师理论上必将日益拥有更多的社会光环，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当时所有的女医学生都是冲着这一社会

光环而选择习医。有一些人是出于对女性健康和疾

病的关注，抑或出于宗教情怀或社会责任感而走上

了习医的道路［8］(P51)［57］(P105)。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毕

业于京城女子医学讲习所的女医师金东淑就是典型

的例子。她曾于 1937 年回顾自己的学医历程:“我立

志学医的动机十分简单，因为我曾经受过很严重的刺

激。众所周知，30 年前，和现在很不一样，我们的社会

还处于蒙昧之中，不仅医疗机构缺乏，而且人们十分

顽固，不愿意接受医院医师的诊察。如果一个女人接

受了洋人医师的诊察，并就此传出去的话，人们就会

对此嗤之以鼻、大惊小怪。……在那样的环境下，我

年仅 22 岁的母亲，在没有看过一次医师的前提下，就

断送了花一般的年华。……所以我要成为医师，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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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这和女性受教育机会有限的背景密切相关，也和殖民地朝鲜经济的低迷有很大关联。参见金景一:《日治时期女性的工

作与职业》，《社会与历史》2002 年第 61 期，第 172 页。
例如玄德信、孙致贞、朴顺婷、李仁淑、许凤朝都属于这种情况。
“宁医十丈夫，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起源于中国的这一句业界行话，自朝鲜时期以来，也广泛地流传

于朝鲜医家之间。参见许浚:《谚解痘疮集要( 卷下) 》，1601 年; 崔奎宪:《小儿医方》，京城: 广学书铺，1912 年; 郑淳中:

《红疹方药编》，咸阳: 梅轩书室，1927 年; 李永春:《春鉴录》，义城: 义城印刷所，1927 年; 李承天:《经验秘方小儿保鉴》，

京城: 中央印书馆，1936 年。之所以会有这种观念，一是因为无论是女性还是小儿，他们都因为无法向医师正确或自如

地描述自己的病情，从而给治疗增添了难度; 二是这种观念背后蕴藏了父权制社会下男性医师和知识分子为了建构男

女有别的社会秩序，而有意识地将女性的生理问题进行特殊化的意图。参见赵婧:《医学、职业与性别———近代女子习

医论再探》，《妇女研究论丛》2018 年第 6 期，第 62 页。
当然，当时朝鲜男医师中也有一些妇产科、儿科专家，如女医文郇城的丈夫曹軴焕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毕业于日本医科

大学，在治疗不孕不育、慢性淋病等妇产科疾病方面具有高超的技术。参见《刀圭界的重镇，中央医院长曹軴焕氏》，《东

亚日报》1934 年 4 月 19 日。



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拥有妈妈陪伴的幸福。”［58］(P46)

金东淑的事例虽有些特殊，却代表了出于实现

医术价值和女医的社会价值而走上习医道路的女

性。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像金东淑那样一开始就对

医学抱有执着的信念。例如，继朴爱施德之后成为

近代韩国第二个女医师的许英肃( 著名文人李光洙

的妻子) 。许英肃从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毕业后，不

愿意像三个姐姐那样早早地嫁为人妇，成为贤妻良

母，所以毅然选择了赴日留学。她一开始想去东京

学习音乐，但是由于母亲反对，且诸位老师也劝其

学医，所以最终选择了东京女医专［59］。像许英肃那

样，因希望告别旧时代女性的命运而选择继续求学

的女性当不在少数。女医玄德信也是因为不想成

为平凡的家庭主妇而选择了习医。她们希望有别

于未接受高等教育、早日嫁为人妇的旧女性，选择

进入专门学校( 相当于现在的大专) 学习，只是最初

专业未必限于医学，可能会像许英肃那样，一开始

有自己心仪的专业，后来在亲朋好友的劝告之下，

才改为学医［8］(PP167－168)［60］(PP117－118)。

女性选择习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因素。
日本明治时期女医的先驱者吉冈弥生最初创立东京

女医学校时，就是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吉冈弥生

认为，要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是不可或缺

的，而医师这个职业对提高女性经济能力尤为有

利［61］(P189)。事实上，近代西欧新女性在高倡女权时所

提出的核心价值之一也正是女性的经济独立。这一

思想潮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波及朝鲜。20 世纪

20 年代致力于女性运动的姜平国就曾表示: “所谓

的结婚自由、恋爱自由，或是社交自由等等，关乎女

性自主独立的所有问题，都无法通过空谈的理论进

行解决，而是 ( 根本上) 取决于唯物主义的经济独

立。”［62］东京女医专毕业生、20 世纪 30 年代开设东

洋妇人医院的李德耀，也曾在 1931 年 2 月的一次采

访中表示:“坚持完成这个学校( 东京女医专) 的学

业，其理由在于我一直有一个觉悟，那就是一定要实

现经济独立……正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职业，所以即

便丈夫流亡海外，虽然谈不上富裕，但是也能基本保

证自己衣食无忧，这不可不谓是一件幸事。”［63］(P80)

和姜平国一样，李德耀也将经济独立作为学医

的最主要动机。李德耀是朝鲜共产党干部韩伟健的

妻子，她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李德耀

重视女性的经济基础，当与她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

影响有关。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丈夫流

亡中国的岁月里，女医这一职业在助其维持生计方

面的确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属于高

收入行列的医师职业，对于提升女性的经济独立性

和改善其社会地位具有切实的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女医都对女医师这

个职业在改善女性地位方面的积极意义怀有高度的

自觉。换言之，当时的女医并非都积极支持女性解

放，或对现有的性伦理和社会秩序高举反旗。女医

内部存在的差异使得我们无法在单一的女权主义框

架下将其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予以简单化约。
首先，在恋爱方面，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

女性，女医群体对于 1910 年后传入朝鲜的自由恋爱

观并不陌生，甚至对非主流的恋情———同性恋也持

包容开放态度，如李德耀年轻时就以同性恋爱而出

名。但细究则发现，女医群体基本上未游离于传统

社会的性别规范与父权家长制之外。例如，当时女

医在贞操问题上表现得十分保守。学生时代沉迷于

同性恋的李德耀，在嫁为人妻后，尤为重视女性的贞

洁，她曾向因为丈夫流亡海外或被殖民当局关押而

“守活寡”的女同胞呼吁: “有人因为性欲而不能等

待丈夫( 回来) ，但是坦率地说，以我的经验来看，我

忍了 3 年多( 都没有问题) 。如果说爱得热烈的话，

如果说那份热烈( 的情感) 无论何时都不会冷却的话，

那么，性欲这个东西，100 年都应该可以忍受吧?! 万

一实在无法忍受的话，可以继续深爱着那个男人，但

是同时可以偶尔与其他的男人发生关系。……我认

为，只要是出于爱情，无论多久都应该守节。只要能

吃饱饭，就那么点儿性欲还忍不住吗?”［64］(P39)

相比李德耀，女医张文卿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更为坚决。她认为，“贞操是女子的生命”，“没有贞

操观念的女子，就是性方面的破产者”［65］(P13)。她强

调，越是文明的社会，性道德就应该越严格［65］(P16)。

不仅如此，她还站在医师的角度，将性道德和花柳病

( 性病) 相联系，认为“世界上正是因为存在花柳病，

性道德才得以维持”［66］(P46)。她将花柳病视为维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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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必要之恶”，由此可见其对贞节的重视。不

过，在贞节问题上，张文卿反对只针对女性而纵容男

性的双重标准［65］(P13，P16)。
维护现有性伦理的观念，同样反映在女医群体

的家庭观上。当过医师也做过女记者的许英肃，经

常被视为近代韩国新女性的代表。但实际上，她却

是贤妻良母式家庭的坚定支持者［17］(P60)。不仅是许

英肃，许多女医师都十分重视家庭。张文卿和孙致

贞等批判了因热衷于社会经济活动而忽视家庭的女

性，认为女医应同时在职场和家庭履行好作为医师、
母亲、妻子、儿媳的职责［8］(P35)。

女医郑子英 1920 年从东京女医专毕业后，和丈

夫文穆圭一道在京城授恩洞开设了进诚堂医院。在

1928 年 1 月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对丈夫有何不满

时，她回答道:“……不满有很多。但正因为如此，期

待也很大。最近听说社会上所谓的新女性们不尊重

丈夫。我 当 然 是 和 旧 家 庭 女 性 进 行 比 较 才 如 此

说。……但这恐怕是不行的。读过书，有学识，难道就

可以轻看自己的丈夫吗? 他可是我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夫君……对于男人明摆着的怨念和希望，难道能一一

述说清楚吗? 这是我的家庭，难道我可以撒手不管吗?

这就是朝鲜女人的命啊。”［67］郑子英在批判无视丈夫的

新女性的同时，重申了“夫为妻纲”这一传统伦理纲常。
她认为即使对丈夫有再多不满，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家

庭，并以“这就是朝鲜女人的命”将其合理化。
不仅是与丈夫的关系，一部分女医师在育儿问

题上的看法也十分传统。20 世纪 30 年代在世富兰

偲医院( 现延世大学附属医院) 妇科工作的女医边

锡花曾和《新家庭》记者之间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记者: 到头来，您的意思是说女性拥有职业是很

艰辛的事情吗?

边锡花: 这是事实。按照女性的体质，连一般的

家务活都很吃力了，如果还想要工作的话，背负双重

的职责实在是强人所难。而且，在全然不理解女性

生理的男性旁边工作的话，就更是累人了。

记者: 那您是反对女性工作吗?

边锡花: 虽然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怀孕的话，我认为

最好不要工作。因为养育孩子比起工作更为重要。对于

女人来说，经营家庭和养育子女是重大的职责［68］(P119)。

边锡花白天要在手术室高强度地工作，晚上回

到家后还要承担家务，所以她深知职业女性的不易。

边锡花在职业和育儿两者中更看重后者，她本人并

不鼓励女性工作。当然，边锡花的意思并非让女性

都不要工作。她的经历其实说明了一个事实: 在现

有的家庭秩序下，女性因为要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全

部重担，只要这种秩序不发生改变，女性就难以走出

家庭、步入社会。换言之，若有意实现女性的职业

化，就有必要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对于生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边锡花来说，在工作和家庭难

以兼顾的情况下，她倾向于将家庭作为重心瑏瑧。由

此可见，似乎应走在女性解放队伍前列的女医师们，

实际上更多的是遵循传统的家庭伦理，扮演丈夫的

忠诚配偶、家庭的忠实守护者角色。

这种将女性置于被动、从属地位的家庭角色设

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医的社会地位。当时在

社会上，人们虽然认可女医师是头脑聪明、学习优秀

的女性，但是比起将她们视为以西方近代医学为业

的“医师”，更多的人认为女医师是依托丈夫的职业

和名望才得以出人头地的。1927 年 3 月，《别乾坤》

杂志的一则报道就曾如此评论许英肃、玄德信、李德

耀、刘英俊四位女医: “……但是话说许氏、玄氏、李
氏，这三位在社会上出名并非因为医术或医学知识，

而是因为她们的丈夫是文学家、新闻记者，所以才自

然而然地跟着出名的。而刘氏的话，则出生于平壤

这座名城，她曾留学中国、日本，此后担任泰和( 泰和

诊疗所) 的医师和梨花学堂的校医，她在忙碌之余，还

不忘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文章，所以也出了名。

并非因为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技能而出名。”［43］(P73)

上述报道的内容当然并非完全属实。的确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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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言，相比家庭主妇、记者的角色，许英肃作为医

师的角色并不鲜明，也确实在很多方面沾了丈夫李

光洙的光。但是，其他三位女医师却并非因为丈夫

的地位才得以出名，她们更多的是以女医师形象见

诸报端。当然，有部分女医师，由于她们的丈夫也是

同行，所以存在夫妻共同开设医院的现象。这种情况

下，的确容易招致大众对她们仰赖丈夫出名的误解。
社会对于女医师的专业性也存 在 一 定 偏 见。

1934 年《新家庭》杂志曾组织召开过一次女医座谈

会，会上，吉贞姬、张文卿、边锡花、孙致贞、刘英俊等

女医代表，围绕女医的社会偏见展开了如下讨论:

刘英俊:……我在红十字医院曾工作过一段时

间，那家医院在外科、皮肤科、小儿科等方面都很优

秀，唯一的问题就是把女医师当护士看待。
吉贞姬: 一般说起女医师坐诊的医院，人们就会以

为是产妇要去的地方，而且会认为是只有女医的地方。
刘英俊: 我一开始去梨花女学堂的时候，可能是

大家没见过女医师，气氛并不对劲。她们认为来了

一个到底是护士还是产婆，连来历都不清楚的人，还

自诩为医师，所以都不找我看病。
……
吉贞姬: 当然，一般医师所做的事，我们都能做，

我们哪里不行呢?［69］(PP37－38)

上述对话至少传达了两方面信息: 第一，女医师在

很多情况下被视为护士或产婆; 第二，人们认为女医师

比男医师低一等。对于这样的认识，女医师们表现出

了极大的不满。她们抱怨大众对于女医没有起码的尊

重，看了病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就扬长而去［69］(P41)。

此外，她们还指出，女性患者虽然由于男女有别的观

念，更喜欢接受女医的诊疗，但对女医常不信任与轻

视，反而在男医师面前表现得更为合作［56］(P3)［70］。

不过，在女医师集中活跃的妇产科和儿科领域，

社会大众对于女医师还是十分信任的。人们认为女

医师更了解女性的生理结构，并且具备纤细、温柔等

女性特质，能够更好地和女性患者沟通［69］(P43)。部分

女医师自身也认同这种一般性的看法。据京城女医

专第一届毕业生洪淑憙回忆，她入学的时候就曾下

定决心要专攻妇产科，以保障所有产妇的生命安

全［60］(P118)。1944 年进入京城女医专学习的朱一忆也

是如此。朱一忆的同学在毕业后也大部分选择妇产

科和儿科作为各自的临床方向［50］(PP173－174)。

令人意外的是，女医们的这种选择并非受学校的

教育方针或培养体系影响。当时京城女医专并没有

开设正规的妇产科课程，学生在学期间也没有参加过

接生等妇产科实习，她们在这方面的知识主要靠书本

自学而来［50］(PP173－174)。因此，女医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选

择妇产科、儿科方向，多半并非受学校氛围或老师的

影响，而是因为她们也认同或无意识共享了女医师就

应该发挥好女性特质、为女性服务这一社会的通行看

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34 年毕业于东京女医专、
其后成为韩国第一个女性医学博士的孙致贞才会明

确表示:“女医要充分发挥女性应有的本性，要以无比

亲切的态度竭诚对待患者”［71］(P38)。出于这一想法，孙

致贞联合其他女医师，计划设立专门面向女性患者的

妇人联合医院［72］(P35)。虽然包括孙致贞本人在内的一

部分女医，都认为女医不应该只为女性患者看病，而

应该面向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患者。但在无形的现

实障碍面前，凸显自身的女性特质，主要接诊女性患

者，也不失为一种无奈却又保险的行业生存策略。
五、结语

在近代西医职业化的过程中，东西方的女医都

经历了一个从被排斥到被慢慢接纳的过程。女性最

终能够和男性一样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成为有资

质的医疗专业人员，无不得益于东西方女医先觉者

们的抗争与呐喊。然而，通过对近代韩国女医职业

化历程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制度层面的女医职业

化，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东西方女医先觉者们所追

求的两性平等的终极目标。
相比西方和日本，韩国近代女医的培养主要依

靠外来势力。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主要的推手是

Hall 女士，1938 年京城女子医学专门学校升格后，

校长由日本人担任，而大批的女医又是从日本留学

归来，因此，在为女医争取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朝鲜

医师尤其是朝鲜女医师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换

言之，近代韩国女医的职业化和为争取女权的女性

解放运动之间并没有形成充满张力的互动。反而，

无论是在为女子医学教育正当性辩护的问题上，还

是在女医群体的自我认同层面，与其说女医是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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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规范和社会旧秩序的挑战者，毋宁说她们更多

呈现出的是顺从、继承乃至拥护旧秩序与旧规范的

面貌。这使得近代韩国女医师这一职业，在诸多方

面受制于因性别不平等和歧视而造成的非制度性障

碍。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无疑是一项长远的、各
项机制配套的系统性社会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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