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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总结 

 

二十世纪以降，世界各地的婴儿和产妇死亡率皆大幅下降，然而今日发展中国

家与发达国家的妇婴卫生健康仍有较大差距。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妇婴死亡率之下降

受到诸如生活水平，医疗设施，卫生环境及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助产术

与医疗技术的进步在妇婴死亡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研究

近世妇女分娩与助产术之变迁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区妇婴因分娩致死的危险逐渐

减小的进程，同时亦对当今部分发展中国家推行的接生员训练项目有历史借鉴意义。 

本文主要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生育分娩的变迁，及该变迁对相关死亡率的

影响。民国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妇女生育的变革便是其中

之一。在这一时期，妇女生育的变革与新法接生（产前检查，消毒接生和产后检查）

的推广是影响深远的。具体而言，一套标准化的接生法得以实施，妇婴卫生设施得

以建立，一批经医学训练的助产士与产婆得以培养，且公共卫生和妇婴卫生的理念

得以广泛传播。这些措施为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中国新法接生之推广奠定了基

础。 

目前有关民国妇女分娩的研究大多从以下三方面切入：西方传教士和西医的影

响，妇婴卫生机构的创办，及国家的建设和现代化。这些研究大多集中考察抗日战

争爆发前妇婴卫生的状况，亦提到妇婴卫生建设对母婴健康的益处。然而，受史料

限制，这些研究未深入探讨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法接生的发展情况，亦未阐明新法接

生的实施如何有益于防止新生儿，婴儿及产妇的死亡。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两个问

题：一，民国时期中国妇女分娩行为之变化是何以开始并发展的（第三，四章）？

二，该时期新法接生的推广对于新生儿，婴儿和产妇死亡率有何影响（第五，六

章）？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探讨了十九世纪传教士活动及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家的公共

卫生措施对分娩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新法接生通过公共卫生院（所）在全国范围

内传播的模式。尽管公共卫生院（所）的建设是国家构建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量

化数据却显示，这类现代化构建十分有限并分布不均。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只有少数中国妇女由经过相当医学训练的人员接生。至 1938 年，全国至少 2.5%的平

产由经训练的接生人员接生，而在 1949 年，这一比例大概上升到 4.7%。但不可否认，

享受新法接生服务的产妇大多分布在相对富裕或具有政治重要性的省份和地区，她

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城镇的中上层家庭。这也意味着，直到四十年代末，乡村和偏

远地区的妇女分娩依然以传统的接生方式为主。 

本文也表明，抗日战争爆发后，新法接生不仅仍在不同地区发挥作用，还为

1949 年后的中国提供了基础设施和人员储备。官方档案，医院报告和其他资料都显

示，即便在四十年代，新法接生在中国部分地区仍持续推行，且仍对妇婴健康有积

极的影响。抗日战争的爆发及民国政府的西迁尤其为医疗卫生相对弱的西部省份创

造了机会，使它们在这一时期有能力建设公共卫生。此外，共产党在其根据地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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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行公共卫生和新法接生，不过其重心在乡村。再者，国共内战时期，联合国善

后救济总署向国统区和红区都输送了一定的医疗设备，药物和专家团队，帮助中国

训练卫生人员。 

地方医疗卫生机构的数据表明，民国时期新法接生对减少妇婴死亡是有益的。

北京个案显示，从 1926 至 1937 年间，北平第一卫生区内的妇婴死亡率随着本区新

法接生普及率的上升而下降。与此同时，无论是医师，助产士，抑或是受过训练的

传统产婆，其接生成效都显著地优于未受过训练的接生人员。这些受过训练的接生

人员的优越性正在于他们接生时恪守消毒方法，有效地避免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

热等当时分娩主要的致死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该个案也表明，只要传统产婆经过

恰当的训练并受到有效的监督，她们所接生的妇婴在产后之死亡率与医师助产士所

接生妇婴的死亡率相比并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第一卫生区附近的清河乡村卫生

试验区并没有观察到类似的成果。 

第五章的四川个案与第六章对民国中国各地医院、卫生院所和助产士所记录的

新生儿、产妇死亡率的比较都进一步说明，于家中分娩而言，由受过训练的接生人

员助产的确比由未受训练的接生人员助产更为安全。而于医院分娩而言，其死亡的

可能性受诸如战争、产前检查及人工干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很难说医院分娩就更

加安全或危险。总的来说，这些案例表明，在民国时期，若是由受过训练的接生人

员接生，新生儿死亡率约为 35-45‰，产妇死亡率约为 2.5-4.5‰。而四十年代全国

平均的新生儿死亡率约为 91.6‰，产妇死亡率约 15‰。这些数据说明，新法接生的

推广对于降低妇婴死亡率是有实际效果的，而这亦是现有文献尚未阐明的。这些数

据也支撑目前学界关于近代人口增长的一个观点，即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社会

医疗干预有效地降低了其人口死亡率。 

此外，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北京的妇婴健康状况为例，与同时期的巴黎和阿

姆斯特丹作了比较。该比较揭示出，北京的妇婴设施和助产服务尚低于巴黎和阿姆

斯特丹的水平，且其产妇死亡率远高于这两个欧洲城市。事实上，直到五十年代初

在共产党政府的严格措施下，北京市内合格助产服务（新法接生）的普及率才赶上

欧洲城市，而其产妇死亡率才下降到巴黎与阿姆斯特丹在二三十年代的水平。但不

可忽略的是，民国时期北京妇女的生育率总体高于欧洲妇女，因而北京及中国产妇

更有可能因多次生育而导致身体虚弱，从而遭遇难产。 

总之，本文详述了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叶正规产科学是如何介入中国妇女分娩的

行为，及一套规范化的助产服务（新法接生）是如何形成并在各地传播的。医疗卫

生机构报告的量化数据证明这一系列的变化有效地防止了孕产期的传染病，并降低

了新生婴儿及产妇死亡的几率。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主义中国大大拓展了其公共

卫生和妇婴卫生建设的范围，并采取更为严格、集体化的方式。无疑，民国时期的

相关措施初步改善了部分妇女的生殖健康，亦为社会主义中国新法接生之施行奠定

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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