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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即将迎来创刊 ４０ 周年ꎬ此
时ꎬ我们学校卫生工作者更加缅怀先辈叶恭绍教授ꎬ
脑海里时常闪现出当年她老人家在杂志创刊时为杂

志所题写的隽秀大字“学校卫生情况交流”(杂志创刊

初期曾用名)ꎮ 叶老(１９０８—１９９８ 年)是我国著名的预

防医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ꎬ新中国儿童少年卫

生学奠基人ꎬ北京大学儿童少年卫生研究所的创始人

及名誉所长ꎬ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ꎬ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顾问ꎮ １９８８ 年的金秋ꎬ笔者去北京医科大学ꎬ征
得同意后来到叶恭绍教授的家ꎬ在她简朴的书房里聆

听了她的谆谆教诲ꎬ老人家亲切的接待使笔者没有丝

毫生疏感ꎬ 着实让笔者进行了一次广泛又深度的

采访ꎮ

１　 «儿童少年卫生学»教材的开拓者
叶恭绍教授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ꎬ她冲破了

家庭封建思想的束缚ꎬ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ꎬ大学

毕业后ꎬ在协和医学院任助教、讲师ꎬ具体负责妇婴卫

生课ꎬ并在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科的实验基地———北

平市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展婴幼儿保健工作ꎮ 为了给

营养不良的儿童加强营养ꎬ她反复研究ꎬ调制出一种

加料豆浆ꎬ用以代替牛奶喂养婴儿ꎬ使挣扎在贫困线

上的劳动人民减轻了经济负担ꎬ深受群众欢迎ꎬ也为

儿童喂养与发育的相关研究作了有意义的探索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卫生部领导动员她到北京大学医

学院(１９５２ 年改为北京医学院)协助严镜清教授创办

卫生系ꎬ为国家培养迫切需要的预防医学人才ꎮ 此

后ꎬ她一直担任卫生系及妇幼卫生教研组的行政和业

务领导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主编了全国医学院校试

用教材«儿童少年卫生学»ꎬ１９６０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ꎬ从此结束了学科全国无统编教材的局面ꎬ在学

科建设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她又主持修订了«儿童少年卫生学»教材ꎮ 当在恢复

高校招生后的 １９７９ 年进行统编教材编写时ꎬ她主动将

主编让位给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唐锡麟教授ꎬ又义不容

辞地承担了部分重要章节的编写ꎬ因校对出错漏署一

位共同编写者时ꎬ她主动承担责任ꎬ刊登致歉信ꎬ充分

体现了叶恭绍教授的大家风度ꎮ
叶恭绍教授为了发展儿童少年卫生事业ꎬ将重点

放在儿童少年卫生专业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上ꎮ 她

努力促进全国性的学术交流ꎬ在她多年主持中华医学

会卫生学会儿少卫生学组期间ꎬ对学会的发展多有谋

划ꎮ １９８０ 和 １９８４ 年ꎬ她亲自赴石家庄和南京ꎬ先后主

持召开中华医学会儿少卫生学组全国第一届、第二届

学术会议ꎬ并分别在两次会议上作了题为«３２ 年来中

国儿少卫生的回顾与展望»及«儿少卫生科研概况»的

学术报告ꎬ报告中总结了成绩ꎬ指出今后儿少卫生科

研工作的方向ꎮ
“文革”结束后ꎬ叶教授深感科学的春天来了ꎬ她

意气风发、加倍努力工作ꎬ对儿童少年卫生事业倾注

了无限的热爱ꎬ培养研究生ꎬ主持科研课题ꎬ开展调查

研究ꎬ深入学校开展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ꎮ 她主持编

写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童少年卫生学»«家庭育

儿百科全书»«中小学生保健手册» «当代中国» (儿少

卫生事业部分)«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 (儿少卫

生事业部分)ꎬ主审了«儿童少年卫生学»等专著ꎬ推动

了学科的理论建设ꎬ帮助专业工作者进一步提高了理

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２　 中国儿童少年生长发育规律的提出者
叶恭绍教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冲击ꎬ但她以大

无畏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ꎬ坚持宣传恢复儿少卫

生研究工作的重要性ꎮ 广大专业工作者无不为她这

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所鼓舞ꎮ １９８２ 年ꎬ国家科委批准在

北京医学院成立了北京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简称

“儿少卫生研究所”)ꎬ叶恭绍任名誉所长ꎬ实现了她多

年的夙愿ꎬ目前儿少卫生研究所已成为全国技术咨

询、科学研究、干部培训和信息系统的中心ꎮ
叶恭绍教授在我国首次提出男女少年第二性征

的分度ꎬ成为广大儿少卫生工作者研究青少年青春期

发育和实际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ꎮ 叶教授领衔并亲

自参与了在全国进行的 ２ 次大规模的学生体质与健康

的调研活动ꎬ任首席技术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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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ꎮ ２ 次体质测试和调查共对 １２０ 余万名汉族和 ２７
个少数民族 ７ ~ ２２ 岁男女学生的形态、功能、素质及健

康状况进行了调查ꎮ 通过调查ꎬ进一步掌握了我国各

民族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现状与特点ꎮ
１９９３ 年的第四届全国儿少卫生学术研讨会上ꎬ因

叶老年事已高ꎬ视力和听力都有障碍ꎬ但是她仍然让

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前来会场ꎬ亲切勉励大家并和特来

看望大家的陈敏章部长一起和与会者合影留念ꎮ 当

笔者与北医儿少卫生研究所的诸位老师攀谈时ꎬ吕姿

之、林琬生、季成叶等教授无不对叶老表示出敬佩和

称颂ꎬ无论是为人还是在学术上的指导ꎬ都为后人树

立了一个伟大的标杆ꎮ

３　 青春期性知识教育的倡导者
叶恭绍教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ꎬ深知在中国的当

时年代更需要有学问者参与并亲自做科普的推广者ꎮ
她在 １９８５ 年从医从教 ５０ 年的座谈会上ꎬ对前来祝贺

的万里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说道ꎬ她更乐于接受

被称之为“科普家”的称号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她牢记周恩来总理的教导———一定要把青春期性卫

生知识教给青少年ꎬ意识到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ꎬ尤
其是性教育的意义重大ꎮ 为此ꎬ她不遗余力地进行宣

传ꎬ亲自为许多医学科普报刊写文章ꎬ并深入许多中

学为学生讲解青春期卫生知识ꎬ为儿童青少年排忧解

难ꎬ或通过科普文章进行宣传普及教育ꎬ让青少年学

生正确对待月经初潮 / 周期、遗精、自慰等问题ꎬ鼓励

儿童青少年热爱生活ꎬ珍惜青春ꎬ保护自己以顺利完

成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ꎮ 她指出ꎬ要关心儿童少年的

身心发育ꎬ进行正确的科学引导ꎬ并给予生理和心理

的咨询ꎻ要正视青少年出现的性生理、性心理问题ꎬ科
学地进行性知识宣传和教育ꎮ 还希望广大医务工作

者能积极参与科普的写作和宣传ꎬ希望全社会能关心

和支持医学科普工作ꎬ让大家多懂得一些医学科普知

识ꎬ增进健康、增强体质ꎮ
叶老对科学普及工作十分重视ꎬ当她从人民来信

中得知许多年轻父母渴求育儿知识ꎬ广大青少年渴望

得到卫生保健指导时ꎬ深感一个专家的责任ꎮ 她一面

认真处理人民来信ꎬ耐心回答群众的提问ꎬ同时为«父

母必读»«中国青年»«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撰写卫生

科普文章ꎮ 她曾给一位辽宁的女学生亲自回信ꎬ以解

其因为个头偏矮所带来的各种烦恼ꎮ 她还积极参加

九三学社、妇女联合会等单位组织的义务咨询服务工

作ꎬ并积极建立儿少卫生研究所的青春期健康咨询门

诊ꎬ利用星期日开展咨询活动ꎬ与儿童少年家长及青

少年促膝谈心ꎬ耐心启发ꎬ以此来指导更多的年轻父

母实施科学育儿和自我保健ꎬ尤其是青春期卫生保

健ꎬ充分体现了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ꎮ
当年ꎬ在接受笔者采访时ꎬ叶老就当前独生子女

多的社会现实ꎬ一再强调在我国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ꎬ并寄语广大学生、青少年家长ꎬ要
注意孩子的身心健康ꎬ全面发育ꎮ 对于青春期的少男

少女ꎬ要科学引导ꎬ加以咨询ꎬ让他们知道遗精和月经

的生理知识ꎬ正视且正确对待青春期出现的少女怀孕

等问题ꎬ而不是追求西方国家的性自由、性混乱ꎻ在树

立正确人生观的同时ꎬ培养儿童青少年正确的伦理道

德ꎬ促使其健康成长ꎮ

４　 劝阻青少年吸烟的推动者
叶恭绍教授除了大力提倡青春期性卫生知识的

教育外ꎬ还注意到培养儿童青少年良好卫生习惯的重

要性ꎬ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青少年控制吸烟的宣传

教育工作ꎬ８０ 年代初组织儿少卫生专业人员对学生开

展吸烟状况的调查ꎬ对当时的青少年吸烟现况、特点

以及规律进行全面了解和分析ꎬ直至今日ꎬ许多资料

的结论仍在被很多论著引用ꎬ当时调查的数据为以后

开展的控烟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ꎬ也为控制青少年一

代的烟草危害开辟了道路ꎬ拯救了无数的潜在性受害

者ꎬ也遏止了青少年沦为烟民的可怕窘境ꎮ
叶老特别强调ꎬ应当重视吸烟的远期危害ꎬ加强

在青少年中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教育ꎮ 要给孩子作

不吸烟的好榜样ꎬ家长是直接的启蒙老师ꎮ 她特别强

调学校、儿少活动场所应当是无吸烟单位ꎬ为了真正

说服青少年ꎬ教育他们不吸烟ꎬ学校、社会应当给他们

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生活、娱乐场所ꎬ限制吸烟者在

特定场合下的自由度ꎬ宣传教育应该多做正面的有利

工作ꎮ 她曾在多种场合批评现在电视、电影、报纸、杂
志上有吸烟的镜头或照片ꎬ烟草广告屡有所见ꎬ有些

从根本上违背了工商行政法规ꎬ给孩子的心理平衡造

成极坏的影响ꎬ一些名人师长的吸烟行为实际上起到

了反宣传鼓励的作用ꎮ 她指出ꎬ吸烟习惯的养成在青

少年时期有较突出的引诱力ꎬ请家长、教师和社会各

界看得长远些ꎬ 为将来能实现一个无吸烟国多做

努力ꎮ
当年ꎬ年已 ８０ 的叶教授为了儿少卫生事业呕心沥

血、奋勇开拓ꎬ她精神饱满地为儿少卫生事业作贡献ꎬ
应笔者要求ꎬ她写道:“青少年在学习的时代ꎬ不仅要

学习好ꎬ还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和正常的发育ꎮ 叶恭

绍ꎬ１９８８－９－２８”ꎮ 当笔者将采访的一些内容写成“寄

语家长话保健”发表在«家庭医学»杂志上并寄去样刊

后ꎬ她写来信函:“虽然短短一页ꎬ但也很有意义ꎮ 这

类的科普文章还是应当多写一些ꎬ供家长、教师及青

少年阅读ꎮ 现在正在禁止小贩出售淫秽书刊时ꎬ正面

的东西就显得更重要!”
虽然ꎬ叶老驾鹤仙去已 ２０ 年了ꎬ我们从事儿童少

年卫生专业的同志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缅怀着她老人

家ꎬ她是新中国儿少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耕耘者ꎬ也
是广大预防医学工作者学习的光辉典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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