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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名上海第一医学院、上
海医科大学ꎬ简称“上医”)的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始

建于 １９５４ 年ꎬ是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学校卫

生教研室的 ６ 所高校之一ꎬ也是最早联合编写«学校

卫生学»教材的 ４ 所高校之一ꎮ “文革”期间ꎬ高校教

学全面受到冲击ꎬ教研室解散、课程中断、教师队伍分

流ꎮ １９７８ 年恢复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ꎮ １９７９ 年开

始ꎬ“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主导了«中国学校

卫生»杂志的创刊和发展工作ꎬ徐苏恩教授、张国栋教

授分别连续担任«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前六届的名誉

总编辑和总编辑ꎮ 本文回顾了过去 ４０ 年“上医”儿童

少年卫生学科的发展历程ꎬ以此祝贺«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创刊 ４０ 周年ꎮ

１　 高屋建瓴ꎬ齐心创办«中国学校卫生»(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７８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ꎬ使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ꎬ上海第一医学院儿

童少年卫生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在徐苏恩

教授的不懈努力下很快得以恢复ꎮ 除开设«儿童少年

卫生学»和«学校卫生学»必修课程外ꎬ还在全国率先

开设«卫生教育» «学校卫生管理» «儿童少年生长发

育»«青春期发育» «心理发育和行为卫生» 等选修课

程ꎮ 仅 １９７８ 年就招收了 ３ 名硕士研究生ꎮ
１９７９ 年ꎬ«儿童少年卫生学»第 １ 版全国统编教材

定稿会在宁波召开ꎬ徐苏恩教授指出:“儿童少年卫生

学教学工作者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ꎬ必须尽快把科研

搞上去ꎮ 学科的教师ꎬ特别是年资较高的ꎬ应该有自

己的主攻方向ꎬ在某一领域潜心研究ꎮ 大家都去做ꎬ
自然会全面开花ꎬ搞上一段时间ꎬ国内文献资料就会

不断丰富起来ꎬ编教材更会有血有肉ꎮ” 这一理念在今

天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与评估上仍然具有先进性ꎮ
当时ꎬ徐教授已经年逾 ７０ꎬ但他仍然锐意创新ꎬ始

终站在学科研究前沿ꎬ带领教研室师生们在国内率先

运用遗传流行病学双生子方法研究遗传和环境对儿

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影响ꎻ开辟了我国儿少内分泌学

研究的新领域ꎬ采用国际通用的放射免疫法ꎬ研究 ８ ~
１５ 岁男女儿童青少年的血清促黄体生成素与儿童青

少年青春发育的联系ꎻ通过手骨 Ｘ 线摄片制订了我国

儿童青少年骨龄标准ꎬ并应用骨龄预测月经初潮年

龄ꎻ开展了重金属铅对妇女儿童健康影响的研究ꎬ在
国际上创造性地将智力结构的因子分析和铅的行为

毒理学研究相结合ꎬ建立了重金属毒物影响儿童智力

发育的剂量效应关系ꎬ１９９１ 年该项研究成果被作为制

订全球性铅神经毒作用有关标准的依据之一ꎮ
为给全国的儿童少年卫生学学术交流打下坚实

基础ꎬ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徐苏恩教授倡导成立的“青春期发

育科研协作组”在安徽绩溪召开首次会议ꎬ会上提出

创办«学校卫生情况交流»内部刊物ꎬ也就是现在«中

国学校卫生»杂志的前身ꎮ 当时提出的办刊宗旨延续

至今ꎬ即交流各地教育、卫生部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

教育方针与卫生工作方针的先进经验ꎬ传递国内外有

关学生健康状况、生长发育、营养、疾病控制、卫生保

健与卫生监督监测等方面的科研成果及学术研究动

态、信息ꎬ介绍校医、保健教师、专业教师、管理干部与

卫生监督人员的业务知识等ꎮ
«学校卫生情况交流»起初由“上医”儿童少年卫

生学教研室承担全部的编辑工作ꎬ在后续近 １０ 年中ꎬ
徐苏恩教授带领教研室全体师生ꎬ在既无经验、也缺

乏经费的境遇下ꎬ一边教学科研ꎬ一边组稿审稿ꎬ每期

大约刊登 ７ 万字的稿件ꎮ １９８１ 年ꎬ «学校卫生情况交

流»更名为«学校卫生»ꎬ１９９０ 年又更名为«中国学校

卫生»ꎬ杂志的成功创办为我国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ꎮ
徐苏恩教授非常期盼年轻一代儿童少年卫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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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能够走向世界ꎬ茁壮成长ꎮ 徐教授 １９３２ 年获得了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ꎬ１９３５ 年获得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ꎮ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

后ꎬ徐教授随我国原卫生部代表团多次出访欧美及亚

太地区ꎬ进行公共卫生学科专业的国际学术交流ꎬ在
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ꎮ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 年ꎬ徐教

授不遗余力地将“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教研室的研

究生和青年教师推荐到发达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机

构学习交流ꎬ为“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科和«中国学

校卫生»杂志的国际化视野夯实了基础ꎮ

２　 坚持不懈ꎬ成就不断涌现(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
经过前面 １０ 年的发展ꎬ“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

科技术力量与设备等均有较大的发展ꎬ 从而为承担国

家重点攻关课题奠定了人力与物力资源ꎮ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由王文英教授和汪玲教授领衔承担了国家“七五”
“八五”攻关课题及上海市的重大课题ꎬ研究成果数次

获得原卫生部和上海市科技成果奖ꎮ 在国内外重要

杂志上发表论文 １４０ 篇ꎬ其中发表在«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上的就有 ５１ 篇ꎮ 当时的“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

科不仅在国内学界享有盛誉ꎬ且与日本、美国等有关

学术机构保持经常的联系ꎮ 汪玲教授作为当时年富

力强的教师代表ꎬ获得 １９９１ 年国家教委 “有突出贡献

的中国博士 ”、１９９２ 年上海市 “三八红旗手 ”、１９９３
年原卫生部 “全国首届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 ”、
１９９４ 年上海市首届 “十佳科技启明星 ”等荣誉称号ꎮ

在坚持不懈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ꎬ“上医”儿童少

年卫生学科专家也为全国儿童少年卫生学研究和实

践指明了方向ꎮ １９９０ 年ꎬ徐苏恩教授在“纪念«中国学

校卫生»杂志创刊十周年随笔”中写道:“摆在我们面

前还有很多科学上的未知数ꎬ要靠我们进行不懈的深

入研究ꎬ才能做出对实际工作有益的事来ꎮ 比如ꎬ遗
传因素在青春期的表现ꎬ幼教和特殊教育中的卫生问

题ꎬ温饱营养、卫生措施及健康教育效果评价ꎬ青少年

心理卫生及人格培养ꎬ卫生习惯的培养ꎬ成人期疾病

在青少年期的预防ꎬ意外伤害的预防等ꎬ都是值得我

们今后重视的ꎮ” １９９９ 年ꎬ在欢庆«中国学校卫生» 杂

志创刊 ２０ 周年之际ꎬ徐苏恩教授在“近代我国学校卫

生事业的发展瞻望”一文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研

究课题多不胜举ꎮ 一部分问题随着国家经济条件的

改善而获得改进ꎬ我们可以帮助‘先富起来的人’来探

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ꎬ例如有关减肥、改善视力、锻
炼身体、合理营养等ꎬ都是大有可为的ꎮ 还可以研究

一些过去没有深入了解的ꎬ如不同民族青少年发育的

比较ꎬ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对于营养的影响等问题ꎮ”
“当前ꎬ健康教育已受到广大人民的重视ꎬ有些地方已

开展正规的性健康教育ꎬ少数地区在学校卫生领域试

办‘健康促进’活动ꎮ 当然ꎬ培养新一代学校卫生干部

也是迫切的工作ꎮ”徐苏恩教授在 ２０ 多年前所提出的

儿童少年卫生问题和研究思路ꎬ对于当今开展儿少卫

生与学校卫生的研究与实践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ꎮ

３　 交叉融合ꎬ寻求发展机遇(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０ 年前后ꎬ由于教研室老教授的退休和社会大

环境变化带来的中青年教师出国或离职等原因ꎬ“上

医”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的人才梯队一度出现断层ꎮ
然而ꎬ老师们仍然自强不息ꎬ有的青年教师在本校攻

读流行病学的博士ꎬ有的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青少年

健康相关行为或者攻读健康促进学博士学位ꎬ也有老

师专注于教学管理研究ꎬ试图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ꎬ
寻找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的发展机遇ꎮ 在这期间ꎬ教
研室教师仍然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发表各种学术

论文 ３９ 篇ꎮ
２００７ 年ꎬ史慧静教授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

后ꎬ在全国儿少卫生界提出要关注“青春发育时相”这

一因素ꎬ将其与“青春发育进程”进行区分ꎬ为青少年

人群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全程健康研究提供了新的

切入点ꎮ 随后ꎬ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春

早期邻苯二甲酸酯暴露对于青春发育时相和体脂增

长的干扰效应”和上海市第 ３ 轮公共卫生 ３ 年行动计

划重点学科项目资助下ꎬ主持开展当前城市儿童青春

发育时相的评价方法、对于围青春期体脂增长模式和

不健康行为的危害效应、环境邻苯二甲酸酯暴露的干

扰效应等系列研究ꎬ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青春发育

相关的中英文论文 ２２ 篇ꎬ多次受邀在全国性儿童少年

健康高层论坛上作有关青春发育时相的主旨发言ꎬ２
次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上发表述评文章ꎮ 经过 １０
年的研究积累ꎬ“基于青春发育时相的健康效应综合

评估”研究成果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获得上海市预防医学

会科学技术二等奖ꎮ
同时ꎬ史慧静教授也在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

启动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ꎬ开始创新利

用信息通信技术实施青少年戒烟干预ꎬ研究青少年个

性化、互动式的健康行为健康教育干预模式ꎮ 随后ꎬ
在“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实践优化模式”研究方面ꎬ进
一步创新运用多元艺术手法ꎬ研究学生健康素养评价

方法和工具ꎬ研究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程的模块构建

和推进技术ꎬ研究结果不仅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 １０
余篇学术论文ꎬ还主编出版了«学校健康促进实用手

册»«健康促进理论与实践»专业参考书和«儿童健康

行为绘本»套书ꎬ主持制作的 １０ 门互动式健康教育网

络课程通过上海市中小学专题教育网 ( ｈｔｔｐ: / / ｚｔｊｙ.
ｅｄｕ.ｓｈ.ｇｏｖ.ｃｎ / )在整个上海市推广应用ꎬ也在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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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举为上海市学校卫生保健协会健康教育专委会

主任委员ꎬ技术上引领整个上海市的学校健康教育

工作ꎮ

４　 继往开来ꎬ攀登学科高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
经过上一个 １０ 年的休整与储备ꎬ２０１０ 年以后“上

医”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发展迎来新的春天ꎮ ２０１３
年ꎬ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与妇幼保健学 ２ 个教研室在

行政管理上实现完全合并ꎬ成为新的妇幼与儿少卫生

教研室ꎬ整个学科的师资力量、教学和科研能力得到

大幅度提升ꎮ
为了在本科生培养中凸显城市化背景下儿童青

少年人群的生长发育规律、健康决定因素、健康干预

策略与方法ꎬ力求反映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在

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

法ꎬ２０１３ 年主编出版全国学前教育专业“十二五”规划

教材«学前儿童卫生与保育»ꎬ２０１４ 年主编出版预防医

学国家级教学团队教材«儿童青少年卫生学»ꎮ 以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学年为例ꎬ教研室共开设各类本科课程 ８
门ꎬ研究生课程 １０ 门ꎬ培养毕业博士生 ３ 名、硕士生

２４ 名ꎬ为上海市各级卫生机构培养 ＭＰＨ 研究生 １７
名ꎬ还通过基于项目实施的各类培训ꎬ提升基层公共

卫生专业人员的科研思维、 业务能力和项目管理

能力ꎮ
研究生培养上的成绩尤为突出ꎮ 本学科以培养

“具有全球化视野、跨学科知识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

妇幼保健与儿少卫生人才”为目标ꎬ在国内首次提出

了妇女儿童健康学科研究生培养的“七大能力要素”ꎮ
日常更是注重教学相长ꎬ建立师生之间的团结信任关

系ꎬ培养有责任感的学生ꎬ寻找并创造机会使学生获

得更多的成长空间ꎮ 研究生足迹遍布美洲、欧洲、亚
洲与非洲ꎬ包括发达与发展中地区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以
教研室师生为首ꎬ带领复旦大学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

生成功完成了赴非洲马拉维暑期实践活动ꎬ实现复旦

学生首次赴非洲的全球卫生交流与实践ꎮ 同学们在

课堂学习之外ꎬ有机会亲身体会了解全球不同国家、
地区与人群卫生资源与健康的差异ꎬ促进其在健康公

平性问题上的感受与认识ꎮ
期间ꎬ教研室老师相继承担了一系列妇幼保健和

儿少卫生领域的重大项目ꎬ包括连续承担了上海市第

三轮(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第四轮(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公共

卫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妇幼卫生与儿童保健学”ꎻ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承担上海市教委高峰学科(２０１９ 年后改

称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

学”建设中的“上海亲子队列”平台建设任务ꎬ致力于

研究妇女和儿童健康与疾病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政策

决定因素ꎻ获得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开展“应用中国

实践经验ꎬ改善亚非低收入国家妇幼健康水平干预试

点项目咨询服务”ꎻ参与承担上海市第四轮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示范项目“科技创新引领妇幼健康促进行

动”ꎬ研究基于生命全程关键时间段的妇儿生殖健康

素养ꎮ
当然ꎬ“青少年常见病和身心健康问题防控技术”

仍然是本阶段“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研究重点ꎮ
鉴于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和近视高发、心理健

康堪忧的现状ꎬ相继开展了青少年静态行为、精细化

儿童屈光档案、教室光环境改善对于学生视力改善作

用、学生伤害防控、校园欺凌干预策略研究等ꎮ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８ 年ꎬ教研室老师在国家级或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６８ 篇ꎬ其中 ＳＣＩ 论文 ２４ 篇ꎬ约 １ / ３ 的中文论文刊登在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上ꎬ有关校园欺凌、伤害防控、学
校卫生保健人员队伍建设等主题ꎬ在«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上刊登专栏文章ꎮ

在这 １０ 年中ꎬ上医儿少与妇幼人秉承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原则ꎬ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ꎬ注重培养自

身与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ꎬ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在教书育人、科研工作和社

会影响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ꎬ相继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４)、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 ２ 项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上海市教学成果特等奖 ２ 项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和一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３)ꎮ 先后获得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年度复旦大学“三八红旗集体”ꎬ２０１７ 年上海市

教育系统“巾帼文明岗”ꎬ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度“上海市三

八红旗集体”称号ꎮ

５　 展望

今后ꎬ“上医”儿童少年卫生学学科全体教师将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ꎬ基于已经建立的上海亲子队列研

究平台、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的学校卫生相关协作网

络等ꎬ注重多学科合作ꎬ重点开展儿童期健康问题的

病因学研究ꎬ从表观遗传、内分泌调控和脑肠轴等方

面探究亲代不良环境暴露和社会心理压力诱发生命

早期疾病的发病机制ꎬ关注遗传、生命早期环境和儿

童养育与照护行为等因素在生命早期疾病发生发展

中的交互作用ꎬ评估生育政策变化对妇女、儿童青少

年健康的影响ꎮ 实现从横断面研究到长期追踪研究、
从独立研究到多学科合作研究、从中国到全球的转

变ꎬ为« 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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