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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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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乐以成与她的老
师、我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并
称，说“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
成”，易先德觉得这话不无道
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剑桥大
学的一位教授到成都讲学，他
专门带着夫人和女儿登门向
乐以成道谢，感谢乐以成40多
年前救了他的妻女。原来当
年他在成都教书，夫人临产前
患先兆子痫、妊娠高血压，发
生水肿、抽搐等症状，十分危
险。乐以成果断为产妇做了
剖腹产手术，保母子平安。

雅安市芦山县委党史研
究室提供的资料披露，乐以成
救过的妇女和婴孩数以万计，
直到 85 岁高龄她依然还在看
门诊。1980年7月的一天，年
近8旬的乐以成出诊，看的病
人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那
一天，乐以成在成都金牛宾馆
见到卓琳，因为乐以成是全国
政协委员，两人早就认识。相
互问候之后，乐以成却不着急
给卓琳看病，反倒是提要求，

“想见小平同志。”
卓琳告诉她，邓小平正在

和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
启龙谈工作。没想到乐以成
却坚持称，“谭书记是经常见
小平同志的。我是个小人物，
很不容易和小平同志说话，我
只想和小平同志讲几句。”没
想到乐以成这么固执，卓琳硬
着头皮从里屋叫出了工作中
的邓小平。

卓琳好奇着乐以成说的
是什么“重要的事”，没曾想她
直率地说：“小平同志，看见你
身体这么健康，我很高兴。不
过，我作为一名医生，有责任
劝你，为了你的健康长寿，要
少抽烟！”

2001年4月，96岁的乐以
成去世。

16 岁女扮男装只身逃到
成都求学时，乐以成也许不会
想 到 自 己 的 人 生 会 如 此 精
彩。从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个
女博士，到中国妇产科专家、
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
荣誉，乐以成 60 年悬壶济世
路，始终践行着她终身奋斗的
誓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媛莉

四川第一个医学女博士的故事，要从一张
老照片说起。

现居美国的易先德，原华西协合大学研79级校
友，他说的这张老照片，是母亲和家人的合影。

照片里，穿黑褂长衫的两位老者双手交叉揣进袖
口，站在中央，一眼能看出“家长”地位，身后是穿长袍
和旗袍的年轻男女，还有两个幼童站在老人前方。泛
黄的黑白画面和照片里众人的装束，诉说远去的岁月。

“1930年冬天，在成都惜字宫南街的‘仁济女医
院’拍摄。”易先德说，当初的“仁济男医院”和“仁济女
医院”，是现在成都市二医院的前身。“这一年，我大舅
乐以壎牙科毕业，应邀赴山东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并
创建牙科医院。当时在成都的亲属为新婚的大舅夫
妇送行。”

话语落到照片里的乐氏家人身上，易先德的情绪
止不住翻涌：“乐和济、乐以壎、乐以成、谢锡瑹、易明
志、乐以和、乐以琴、吴和光、乐以伦、孟体廉……每个
名字都是一个响亮的符号，学界泰斗、杏林大医、军中
英豪，都在这里面。”

其中的乐以成，正是四川第一个医学女博士，也是西
南第一个医学女博士。

“中间两位老人，右边蓄
胡须的叫乐和洲，也就是我
的外公；左边是乐和济。”600
余年前，一乐姓人士中举后
被委派到四川芦山县任知
县，三年任期满后，竟然因为
凑不够盘缠返原籍地，便定
居在芦山生息繁衍，到了乐
和洲这一辈，已是经济雄厚
的大家族，有田产、丝烟，还
有商号经营黄金、麝香、食
盐、布匹、杂货等。

易先德介绍，“外公这辈
共兄弟三人，他是老大，乐和
济是老二。”还有个老三乐和
澄，不幸英年早逝，留给后人
的故事不多。三兄弟不分
家，大家庭所生子女统一排
行，共 10 男 8 女，“因为第 7
女幼年夭折，所以习惯上一
直说乐家17个子女。”

在易先德看来，最幸运
的莫过于，父辈为乐家17个
子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
门。老大乐和洲负责经营家
业，创造雄厚的经济基础，老
二乐和济负责对外事务，并
更多承担对后辈的教育和管
理。年轻时，乐和济随传教
士去过上海等地，见过世面，
在当时是思想非常开明的老
人，竭力主张下一辈应该接
受现代化教育。“子女由他陆
续送往雅安、成都、济南、南
京、上海等地读书，进雅安明
德中学、成都华西协合高级
中学、成都华美女中、华西协
合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
金陵大学、上海光华大学
等。”

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同
时也是华西协合大学的第一
个女博士乐以成，正是经乐
和济的手，接出芦山。

1914 年开始，乐和济在
华西协合大学担任舍监。彼
时，华西协合大学是中国唯
一实行“牛津/剑桥模式”学
舍制的大学，学校由多个学
舍组成，每个学舍都有独立
的教学楼、宿舍楼、运动场
等，舍监（又称院长）负管理
全责。

“我曾见过乐和济在华
西坝着长袍骑‘洋马（自行
车）’的照片。当年的成都，
就只有华西坝的洋人有‘洋
马’，市面上几乎看不到的。

所以他是成都第一批会骑
‘洋马’的国人。”说起自己的
二外公，易先德满是赞佩。

不仅如此，“第一女博
士”乐以成过去谈到乐和济
时，也感慨“真正要感激二爸
当年把我接到成都读书。要
不然，芦山就多了一个地主
婆，而中国就少了一个妇产
科学家。”

1905 年 9 月 26 日，乐以
成出生在芦山乐家，女孩当
中排老二，人称“二姐”。在
父亲乐和洲出资办的小学里
读完书后，一度被父辈留在
家里帮忙管理家务、做账、处
理家族书信往来等。

易先德告知，乐和洲接
受过一些新思想，所以允许
家里的女儿不裹小脚等，但
仍会要求女儿按照风俗早日
出嫁。于是，当家中兄弟陆
续被送到外地深造后，乐以
成却被留在家里准备找婆
家。

“二姨妈并不愿意，她也
想到成都读书。”16岁时，时
任华西协合大学舍监的二爸
乐和济给乐以成带回消息，
成都有女子中学正在招收适
龄女学生，他想把乐以成接
到成都读书。有二爸的支
持，乐以成坚定信念要摆脱
父亲的包办婚姻，她找来哥
哥的旧衣服和鞋帽，女扮男
装悄悄离家往成都去。

走到雅安时，消息传到
了乐和洲耳朵里，父亲勃然
大怒随即派出佣人要把她
领回家。这时，母亲出马使
出一招“放狗撵羊”计帮了
乐以成：深知女儿性格倔
强，有志向就一定要做，乐
以成的母亲悄悄给佣人一
笔钱，明为去追乐以成回
家，实际上是暗中护送她去
成都求学。

乐以成读中学期间，成
都有 13 个女生因为本地没
有女子高等学校，不得不到
北平或南京读书。1924 年
华西协合大学开先河，首次
招收女学生，成为西部第一
所男女同校的大学，乐以成
那年刚好高中毕业，和另外
7个女生一起考入，“这在当
时是非常领风气之先的举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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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个医学女博士
女扮男装

逃到成都求学

开先河的男女同校当然
发生了很多浪漫故事，乐以成
和丈夫谢锡瑹的故事也在里
面。

华西协合大学为乐以成
等女大学生修建了女子学舍，
封闭起来不对外开放，甚至有
人戏称作“禁宫”。在当时的
男学生曹钟梁的回忆里，“女
生到教室去上课，来去都有一
个老妈子送接，避免她们与男
生有接触。”所谓“老妈子”其
实是负责管理女生的女传教
士。

“医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
女大学生”吸引力太大，常常
有人慕名前来看稀奇，乐以成
甚至坐过轿子上下课，“学校
怕引人侧目，想把女学生这样
藏起来。”

当 1928 年谢锡瑹转学到
华西协合大学时，对乐以成已
经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据
说仪表堂堂的谢锡瑹当时是
众多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甚
至 有 姑 娘 从 长 沙 追 他 到 成
都。但谢锡瑹还是被成绩优
秀的乐以成吸引，但他连见乐
以成一面都很艰难。“男女同
学见面不容易，尤其是医学院
只有乐以成一个女生，每天身
边都跟着‘老妈子’，谢锡瑹追
她追得很辛苦。”曹钟梁说。

后来女生进入学校多了，
她们慢慢可以自由进出，但男
生想见女生，只能在女生院会
客室约见。乐以成和谢锡瑹
的爱情，就这样在众目之下生
长，直到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1932 年，乐以成毕业了，
她获得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个
女医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
位，留校定专业为妇产科。乐
以成毕业后，曾和谢锡瑹一起
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师从中
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

1938年后，乐以成先后到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
皇家医学院进修、攻读博士
后，求学路上马不停蹄。给外
国同行留下最惊人的记忆是，
乐以成曾在医院三天三夜，完
成了18个手术。

学术领域的“拼命三郎”，
在生活中也不输人。乐以成
和谢锡瑹生育三个子女，都培
养成了华西医科大学的学生，
像父母一样从医。乐以成的
女儿、现任华西第二医院妇产
科医生的谢蜀祥，最记得母亲
的严厉，“她既是我的妈妈，也
是师祖，又是共事 30 年的同
事。”谢蜀祥坦诚自己有点“害
怕”母亲，“她要求很严格，尤
其是工作中不容许出一点差
错，出错会毫不留情被训斥。”

谢蜀祥还记得小时候生
活中的点滴，乐以成会手把手
教孩子做事，譬如嘱咐拖地时
先用湿布拖一次，再用干布擦
一遍。“大多数时候，她会包揽
家务。”

乐以成和谢锡瑹的缱绻
深 情 也 深 深 印 在 子 女 的 脑
海。谢锡瑹 70 岁时因脑血栓
瘫痪在床，洗澡、喂饭、端屎尿
等全由乐以成照顾，每天出门
前她会抚摸谢锡瑹的头告诉
他“我走了，很快回来”，下班
到家又第一时间向谢锡瑹报
到。如此精心照料下，谢锡瑹
在床上度过了10余年。

乐以成（前排左二）1932年毕业，
获医学博士学位。

女扮男装逃到成都
首批与男生同校的女大学生

女生院成“禁宫”
要追乐以成见一面都很难

85岁还在门诊看病
曾经当面劝邓小平少抽烟

人物
简介

乐以成（1904-2001），妇产科专家。雅安芦山县人。1932年
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是华西第一位女博士，也是四川首
位医学博士。中国妇产科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著名医学教育
家和妇产科学专家。在妇产科界曾有“北有林巧稚，南有乐以
成”的说法。

1939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女子大学医院
任职。次年赴美国洛杉矶市立医院妇产科
进修。1941年回国任华西协合大学医院妇
产科主治医生、副教授。1949年赴英国伦
敦皇家医学院进修妇产科。1950年回国。
后任四川医学院妇产科教授、教研室主任、
医学系副主任等。

乐
以
成

乐以成（前排左四）1932年毕业后，现在仁济女子医院工作。 图据华西校友会

1排左起：乐以伦、乐以斌。2排左起：乐以清、乐以雍、
乐和济、乐和洲、乐以壎。3排左起：乐以和、乐以锺、余淑德、
乐以熙、乐以成、乐以琴。1930年摄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