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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卫生学»与«学校卫生概要»比较

何钰怡ꎬ李永宸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ꎬ广东 ５１０００６

　 　 【摘要】 　 三岛通良、李廷安分别是近代日本、中国较早关注、全面研究、积极推进学校卫生的重要先驱者ꎮ «学校卫生

学»和«学校卫生概要»是三岛通良、李廷安学校卫生思想的集中体现与经验总结ꎬ是西方公共卫生理论与近代日本、中国

的学校卫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ꎮ 他们都强调学校卫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ꎬ这也是办理学校卫生的共同出发点ꎬ开展

学校卫生工作特别重视校舍卫生、体育训练、传染病预防、近视预防ꎬ只是前者侧重学校环境卫生ꎬ后者侧重学生疾病预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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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 一词始见于«庄子»:“卫生之经ꎬ能抱一

乎[１] ?”意为“养生”ꎬ古代中国典籍之“卫生” 多为此

义ꎬ近代以来的“卫生”就像学校“卫生”一样ꎬ被赋予

健康生活方式与科学实践活动内涵ꎮ 三岛通良的«学

校卫生学»是“我国首次完整翻译外文的学校卫生著

作”“给学校卫生研究范围所下的界定现仍适用ꎬ且至

今仍是西方主要国家所通用的概念[２] ꎮ”李廷安的«学
校卫生概要»被兰安生誉为“环顾东西各国ꎬ对于学校

卫生之实施、卫生教育之发展ꎬ有此普及全国之计划

者ꎬ余尚未之见也[３] ꎮ”两书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学校

卫生ꎬ本文试作比较研究ꎮ

１　 «学校卫生学»与«学校卫生概要»述要

１.１　 作者简介　 三岛通良 １８８９ 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

学医学院ꎬ随后在研究生院主修儿科医学专业ꎮ １８９１
年ꎬ三岛通良受日本文部省委托ꎬ作为医务人员参与

教育部的行政工作ꎬ调查学校卫生事务ꎬ并办理学校

卫生的心得编写成«健康儿童发育论»ꎬ后取得博士学

位[４] ꎮ «学校卫生学»出版后ꎬ由我国周起凤在留日期

间翻译成中文ꎬ于 １９０３ 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５] ꎮ
李廷安(１８９８—１９４８)ꎬ广东中山人ꎬ１９２６ 年毕业

于北平协和医学院ꎬ１９２９ 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

士学位ꎮ 历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上海市卫生

局局长ꎬ抗日战争时期创建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前身)并任院长、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

系教授与系主任、华西协合大学附属医院院长ꎻ抗日

战争胜利后创建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
并任院长ꎬ担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院

长、博济医院院长ꎬ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６ 日病逝ꎮ «中华医学

杂志»(英文版)献词评价李廷安是“公共卫生领域先

驱者中的真正一人” [６] ꎮ 陈志潜认为李廷安是“(北平

协和医学院)以公共卫生为事业的第一位毕业生[７] ”ꎮ
１.２　 内容述要　 «学校卫生学»共 １０ 篇ꎮ 第 １ 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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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ꎬ阐明学校卫生的意义ꎻ第 ２ ~ ７ 篇细述校址选择、
校舍与教室建筑、采光、空气流通、暖气、桌椅书籍及

黑板等规格要求ꎻ第 ８ 篇论述学生常见病与校医职责ꎻ
第 ９ 篇为“体操及游戏”ꎻ第 １０ 篇介绍授课科目与课

时、假期ꎮ
«学校卫生概要»原由李廷安用英文撰写ꎬ由中美

两国公共卫生学者修订翻译而成[３] ꎮ 该书为李廷安

在北平、上海办理学校卫生的经验总结ꎮ 全书共 １４
章ꎬ章前有金宝善、胡鸿基、兰安生、方颐积序ꎬ章后有

“附各种应用印刷品式样一览” (共 １９ 种)、“附表一

览”(共 ６ 种)、“附图一览”(共 ６ 种)ꎮ

２　 强调学校卫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学校卫生关系到儿童的身体发育、智力开发、精
神培植ꎮ 儿童作为国家民族的未来ꎬ学校卫生的实行

及普及与否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兴盛ꎮ 三岛通良认

为“学校卫生者ꎬ国民之强弱系之ꎮ 学校卫生之普及

与否ꎬ国家之强弱、国力之消长应之[８] ꎮ”
儿童正值身体发育、智力渐开之时ꎬ善于接受外

界影响ꎬ故有“儿童为第二国民ꎬ国中之最要物” [８]８０９

之说ꎬ从学校卫生是否普及ꎬ可考察国家强弱与国力

消长ꎬ即“觇国之盛衰ꎬ必先察其学校卫生之普及与

否[８]８１１ꎮ”
“学校卫生为教育之基础” [８]８１０ꎬ学校卫生在小学

尤其重要ꎮ 如果能在小学实行卫生之法ꎬ及年龄增

长ꎬ入中学校、大学校ꎬ乃至踏入社会时ꎬ皆能身体康

健ꎬ精神充沛ꎬ学有所成ꎬ成为国之栋梁ꎮ 因此ꎬ学校

卫生普及得法ꎬ“将见青年强壮ꎬ民种魁伟ꎬ国富兵强ꎬ
学术进步[８]８１１ꎮ”

三岛通良认为仅仅认识到学校卫生的重要性还

不够ꎬ重要的是实践学校卫生ꎮ “职教育者ꎬ有卫生思

想ꎬ则学校卫生自必注意ꎮ 然使知之而不实行之ꎬ亦
何贵乎有卫生思想也[８]８１０ꎮ”实施学校卫生ꎬ国家层面

要“以卫生学列于会议”ꎬ省府县“亦知卫生要旨”ꎬ学
校特置卫生委员[８]８１０－８１１ꎮ 具体做法:“每月必察其生

徒之健否ꎬ测其视力、听力ꎬ与前月比较ꎬ察其增减如

何ꎮ 聘通晓卫生者ꎬ以为顾问[８]８１０ꎮ”
李廷安站在国家民族与生存竞争的高度ꎬ认识学

校卫生的重要性ꎮ 在«学校卫生概要»自序中ꎬ李廷安

指出“欲求国家之强盛ꎬ须先有健全之民族ꎬ而健全民

族之培植ꎬ宜从学童入手[３] ꎮ”在«医学周刊集»发表的

«学校卫生概要»称“欲求国家之安存ꎬ先须有健强之

民族ꎮ 而健全人民之培养ꎬ宜从青年入手ꎮ 因是学校

卫生之重要ꎬ皆为列强政治大家所公认[９] ꎮ”在«学校

卫生概要»第 １４ 章ꎬ李廷安站在生存竞争的高度ꎬ提
倡体育训练ꎬ“我国国民处乎今日生存竞争时代ꎬ体育

之训练ꎬ尤当积极注重也[３]１５２ꎮ”

３　 校舍卫生与体育训练

３.１　 校舍卫生　 三岛通良认为校舍用地选择要遵循

“二要则”:一察其土地适于卫生与否ꎬ二求其适于教

育之规则ꎮ 具体而言ꎬ选择校地要规避寺院、兵营、商
贾ꎬ“学校近寺院则儿童必演埋葬之事ꎬ日本以寺院为

墓地ꎬ故云ꎮ 近兵营则其游戏多战争ꎬ近商贾则其游

嬉多猥亵ꎬ害德性ꎬ坏良知ꎬ此孟母所以三迁也[８]８１１ꎮ”
建筑学校之地 “ 以闲静不喧ꎬ 远家屋ꎬ 近森林为

善[８]８１１ꎮ”学校选址离家过远过近均欠佳ꎮ “过远则少

小儿童登校归家ꎬ极不便ꎬ且雨雪时ꎬ路途泥泞ꎬ尤苦

跋涉[８]８１１ꎮ”如果不得已建学校于居民聚集地ꎬ“察其

四邻之状况ꎬ高筑石垣ꎬ以为区划[８]８１１ꎮ”然而ꎬ学校离

家有一定距离有利卫生ꎬ“然使登校归家有一定距离ꎬ
则亦利于卫生ꎬ何则ꎬ徒步远行ꎬ足养英气ꎬ严寒风雪ꎬ
纵或感冐(冒)ꎬ久之即成习惯ꎬ皮肤抵力愈进ꎬ虽犯雨

雪ꎬ亦不为害ꎬ故毕竟以远于民间为佳[８]８１１ꎮ”
选择校址“以郊外之树林中为善”ꎬ因为“森林之

中ꎬ空气清洁ꎬ且四隅无污秽之气[８]８１１ꎮ” 但也要避免

森林遮盖光线ꎬ影响学生视力ꎮ 选择校址要考虑土地

性质ꎬ因为“土地于传染病有密接关系[８]８１２ ”ꎮ 如果土

地排水不良ꎬ容易积水ꎬ“若加以温度ꎬ则腐败极易ꎬ可
为传染病之媒介ꎬ故土地气孔粗密ꎬ于卫生关系极大ꎬ
建设学校者ꎬ当加之意也[８]８１２ꎮ”从卫生化学角度分析

土地性状ꎬ校址土地选择“宜高燥ꎬ不宜卑湿ꎬ以丘陵、
山腹等处为佳[８]８１１ ” “以砂石岩块者、雨水速流者、气
孔细小者ꎬ 为佳[８]８１２ ” “ 以不含有机物与硝盐类为

佳[８]８１２”ꎮ
校舍卫生关系学生健康、经济费用ꎮ 三岛通良认

为建校之前应经卫生专家审查ꎬ如果选址有悖于卫

生ꎬ则“生徒每易致疾ꎬ因而又转移他所ꎬ地方小学校

往往皆然ꎬ损失经济[８]８１２ꎮ” 文部省应学习欧洲各国ꎬ
“建一小学必待中央政府之许可ꎬ以豫(预)防不卫生

之校舍[８]８１２ꎮ”
李廷安认为“完备之学校环境卫生ꎬ不仅能预防

学生疾病ꎬ且能促进学生之卫生观念[３]１０８”ꎮ
选择校址应遵循以下原则:“学校所在地ꎬ宜交通

便利ꎬ但宜清静ꎬ避去喧哗ꎬ及一切诱惑ꎬ地基宜高而

干燥[３]１０８ꎮ”
校舍建筑形态以“ ＩＬＴ 及 Ｈ 字形之建筑ꎬ均较四

方形为妥ꎮ 因上列各种形式皆可使室内光线充足ꎬ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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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通ꎮ 课室之位置ꎬ宜使窗户直接东向或西向ꎮ 因

东向之窗ꎬ日光常在上课之前照入ꎬ而西向之窗ꎬ日光

则在下课之后照入ꎬ均属适用[３]１０９ꎮ”
李廷安对教室的光线、温度、桌椅、个人用品、游

戏面积都做了详细规定ꎮ 为确保教室光线充足ꎬ“教

室玻 璃 窗 之 面 积 与 地 板 面 积 比 较ꎬ 应 在 １ / ４ 以

上[３]１０９”ꎻ教室要有取暖设施、“不可有穿堂风[３]１１０ ”ꎻ
由于“教室设备之合乎卫生与否ꎬ于学生之畸形实有

重大关系”ꎬ因而“椅高应为学生身长之 ２ / ７ꎬ最好能高

低自如者[３]１１１”ꎻ“学生用品设备之不卫生ꎬ常为传染

之原因”ꎬ所以ꎬ学生有专备之饮料、巾布、面盆、设备ꎬ
“沸水应贮于封闭箱中”“水宜煮沸后始可饮”“厨房及

食堂宜遍装纱窗”“学校周围ꎬ不准摊卖食物” [３]１１２－１１３ꎻ
每位学生“最少占有 ５０ 方尺之游戏场面积” [３]１１４ꎮ
３.２　 体育训练 　 三岛通良认为体育训练“以演磨体

力ꎬ感发愉快ꎬ从而运动随意筋ꎬ发育全身筋肉ꎬ活泼

精神ꎬ以养成不挠之气力为目的[８]８３３ꎮ”身体健康关系

到精神健康ꎬ学校设体操课ꎬ实为学生身体健康计ꎮ
“肉体为精神之容器ꎬ精神之良否ꎬ一视身体之健否为

标准ꎬ故欲精神健康ꎬ则必先调护身体” “学校设体操

一科ꎬ以为健康身体之计” [８]８３３ꎮ 体育有益于培养学

生毅力智力ꎬ“注意体育ꎬ儿童有坚忍不拔之气象ꎬ敏
捷锐迈之智识也[８]８０９ꎮ”

体育训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ꎬ对他日立足于社会

亦有助益ꎮ “可以强壮诸筋ꎬ增长胸围ꎬ扩大胸腔ꎬ亢
进呼吸机能ꎬ交换血液ꎬ使之旺盛ꎬ且运动筋肉时ꎬ神
经中枢、消食器及生殖器ꎬ血液减少ꎮ” “他日立社会ꎬ
或职工业ꎬ或振槌切铁ꎬ或驾扁舟ꎬ探险地ꎬ折冲怒涛

激浪之中ꎬ自若也[８]８３３ꎮ”
李廷安认为“体育训练之功效ꎬ不限于身ꎬ而且及

于心ꎬ其为重要明矣[３]１５２ꎮ”益处有:“增进血液循环ꎬ
操练肌肉ꎬ使全体各部ꎬ得完美之发育” “预防身体畸

形之发生”“造成活泼快乐精神ꎬ使儿童具有敏捷、果
断、专心、自治、合作等能力” [３]１５２ꎮ 体育训练要注意

以下原则:“训练不限于正式体操ꎬ宜富于游戏ꎬ使儿

童心身俱感快乐” “与各人有择其所好之机会” “如有

姿势不正之畸形ꎬ应与以相当之矫正训练” “鼓励体育

之训练ꎬ时注意将来之实施ꎬ即离校之后ꎬ仍感觉体育

之兴趣ꎬ而继续练习” “体育训练可视学生年龄而异ꎬ
年幼者取其简易ꎬ年长者就其繁重”“体育训练不可限

于一部份之能胜任者ꎬ应使全体成群运动ꎬ俾体育之

利益可以均沾ꎮ 至体力强者与弱者ꎬ亦应相聚一处ꎬ
不宜歧视” [３]１５３ꎮ

所异者ꎬ三岛通良注重女子体育训练ꎬ但强调女

子体育训练要与男子区别对待ꎮ “女子不能无体操ꎬ
但其骨格体质与男子异ꎬ若体操亦与男子同ꎬ则不独

不适于卫生ꎬ日必害其美德ꎬ伤其天真也ꎮ 往昔女子

不习体操ꎬ此盖大误ꎮ” “女子之体操ꎬ与男子同ꎬ非徒

无益ꎬ而又害之[８]８３３ꎮ”
李廷安则介绍体育训练的种类与考证体育训练

之起源ꎬ尤其是站在生存竞争的高度提倡体育训练ꎮ
“我国国民处乎今日生存竞争时代ꎬ体育之训练ꎬ尤当

积极注重也[３]１５２ꎮ”

４　 学生疾病及其矫治

４.１　 营养不良　 三岛通良与李廷安都认识到学生普

遍存在营养不良问题及其危害ꎮ 三岛通良认为学生

营养不良“十居八九”ꎬ原因有:一是学生的生活环境

发生变化ꎮ “从前由朝至晚ꎬ不过随意游戏运动而已ꎬ
今则有一定之时间ꎬ静坐教室ꎬ以束缚其自由ꎬ已为发

病之原因[８]８３１ꎮ” 二是学校空气不良ꎬ运动不足ꎮ “入

校后ꎬ不及旬日早已衰弱ꎬ加以食欲缺损ꎬ活泼之动作

全消ꎬ精神抑郁ꎬ随意之运动亦懒[８]８３１ꎮ” 三是学生恒

牙萌生期ꎬ影响营养吸收ꎮ 四是就学年龄过早ꎮ 五是

生理变化ꎮ “外界之刺激倍增ꎬ内界名誉心益炽ꎬ疾病

亦愈多此 ２ ~ ３ 年神经极锐敏ꎬ害全身营养[８]８３１ꎮ”
六是消化不良ꎮ “奔走游戏之小儿ꎬ一入学校ꎬ则事事

有一定之规则ꎬ身体之状态一变ꎬ或因贫血病胃液减

少ꎬ或因机椅不良ꎬ身体前屈ꎬ压迫胃部ꎬ静脉郁血ꎬ皆
可成消化不良之病[８]８３２ꎮ” 三岛通良认为学生营养不

良常导致腺病、结核、贫血病、萎黄病ꎮ
李廷安认为营养不良不仅是经济上的问题ꎬ也是

卫生教育的问题ꎮ 李廷安发现学校儿童有营养不良

者占 ３.３％ ~ ２６.８％ꎬ原因有:“饮食不足或不良” “家庭

卫生状况不良ꎬ如房屋湿ꎬ空气不流通” “睡眠不足”
“疾病ꎬ如痨病、疟疾、钩虫及梅毒等” “运动或工作过

度” [３]１５－１６ꎮ
所异者ꎬ李廷安指出营养不良的症状及其纠正方

法ꎮ 营养不良的儿童大多“神经过敏ꎬ易于疲乏ꎬ体重

不合标准ꎬ面色发白ꎬ皮下脂肪弛缓ꎬ下眼睑左右常有

蓝色线绞ꎬ且鼻喉间常患闭塞不通ꎬ全身姿势亦现弱

状[３]１６ꎮ”对于饮食不良所致者则收入营养班以矫治

之ꎮ 对于因疾病所致的营养不良ꎬ则设露天学校矫治

之[３]１７ꎮ
４.２　 传染病　 三岛通良认为掌管学校教育者与学校

卫生专家要重视学校传染病预防ꎮ 因为“学校集多数

人于一堂ꎬ传染病之蔓延极易” [８]８３２ꎮ 具体预防措施:
一是种痘ꎮ “儿童就学之先ꎬ必使之种痘” [８]８３２ꎮ 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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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校、停课ꎮ “学校近傍有麻疹、霍乱等流行病ꎬ则宜

闭学校ꎮ 若生徒患此ꎬ虽全治后ꎬ一周间ꎬ犹须禁其升

校ꎬ必得医者之全治证ꎬ始可许之[８]８３２ꎮ” 三是消毒ꎮ
“若与此等生徒(结核病患者)交接者ꎬ须举行消毒法ꎬ
严防之[８]８３３ꎮ”四是通报家长ꎬ延医诊治ꎮ “注意生徒

之身神健康与否ꎮ 无论口耳鼻目ꎬ苟违其常ꎬ即当报

其家庭ꎬ招医师诊察之[８]８３３ꎮ”
三岛 通 良 认 为 “ 学 校 传 染 病 最 可 畏 者 结 核

也” [８]８３３ꎮ 结核病传染极易ꎬ预防方法措施有禁患者

登校ꎻ禁随地吐痰[８]８３３ꎮ 三岛通良强调学生入学前就

应种痘ꎬ以预防天花[８]８３２ꎮ
李廷安认为“预防之功效ꎬ远胜于治疗ꎮ 近代医

学之大进步ꎬ实基于此” [３]８９ꎮ 并强调学校儿童必须实

行种痘、锡克反应及白喉毒素抗毒素混合液之免疫注

射、肠热症(伤寒)预防注射、霍乱预防注射[３]８９ꎮ
至于传染病的预防ꎬ李廷安认为“隔离传染病症ꎬ

实为学校卫生中之重要事务”ꎬ将学校传染病隔离分

为 ３ 期:“病症之发觉” “患者之隔离” “病愈者之返

校” [３]９８－９９ꎮ 李廷安对常见传染病病种及其相应隔离

天数作了规定ꎮ
４.３　 近视　 三岛通良认为“学校者ꎬ近视眼之大制造

厂也” [８]８２９ꎬ年级越高近视人数越多、度数越高ꎮ 学校

若不重视用眼卫生ꎬ“恐愈久愈近ꎬ以至于失明” [８]８２８ꎬ
论述了近视原因、预防措施等ꎮ 大多数近视因处于生

长发育期的学生日常饮食起居不健康、长时间低头视

物所致ꎮ 三岛通良还发现导致近视的另一重要原因

是视力正常的学生爱戴眼镜ꎬ导致近视ꎮ “考今近视

眼之增加ꎬ虽大半由反戾卫生而起ꎬ然亦有爱戴眼镜

之学生ꎬ并非近视眼而用眼镜ꎬ欲表示学者状貌ꎬ以为

美观ꎬ故往往有正视眼而变为近视眼者ꎬ其愚真不可

及也[８]８３０ꎮ”预防措施为“改良桌椅之构造ꎬ纠正读书

习字时之姿势ꎬ及慎于采光而已ꎬ矫接近物体之弊ꎬ改
正书籍文字之印刷ꎬ整理学科之配合[８]８３０ꎮ”

李廷安指出视力障碍有近视、远视、乱视ꎬ而“眼

球屈折不平为视力不足之主要原因[３]１９ꎮ”李廷安发现

“普通所用之视力检查表ꎬ只能发现视力障碍之最著

者[３]１９ꎮ”许多视力障碍学生检查“俨然合格”ꎬ结果失

真ꎬ为精确起见ꎬ建议“当检查之际ꎬ儿童眼内ꎬ须注入

何马妥品 ( ｈｏｍｏｔｒｏｐｉｎ)ꎬ使睫状肌完全麻痹而检查

之[３]１９ꎮ”“教师如遇学生有患头痛及流泪者ꎬ应送请校

医诊查之ꎬ各种屈折不正ꎬ均可配眼镜以纠正之[３]１９ꎮ”
李廷安详细介绍了检验视力的方法:检验视力可

用中华卫生教育会出版的验光表ꎬ挂于明亮的墙上ꎬ
让学生在距离该表 ５ ｍ 处ꎬ背光向表站立ꎬ自上而下ꎬ

逐行识视表中之字形ꎮ 测验左眼时ꎬ则将右眼遮盖ꎬ
一般先测右眼[３]４３ꎮ

５　 结语

学校卫生涉及生理、心理、卫生、儿科、眼科、精神

病、传染病、地质、气象、建筑等多个学科ꎮ 三岛通良

的«学校卫生学»重点阐述校址选择、校舍建筑以及校

舍光线、空气、温度ꎬ学生疾病防治内容在第 ８ 篇“生

徒疾病及学校医之监督”ꎬ该篇内容占该书的 １ / ４ꎮ 李

廷安的«学校卫生概要»侧重于检查身体、预防疾病、
矫治缺陷、卫生教育、经费预算ꎬ校医的资格要求等ꎬ
仅用 ６％的篇幅介绍学校环境卫生ꎮ 前者取材于 １９
世纪末的日本学校ꎬ后者则以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平、上
海的学校为研究对象ꎮ 两者的“广泛而高效预防与控

制传染病的科学手段直到 １９ 世纪末才成为可能”有

关[１０] ꎬ但两者都放眼看世界ꎬ认识到“欧美各国ꎬ国富

兵强”ꎬ是由于注重健康教育与学校卫生ꎮ 因而ꎬ三岛

通良指出“学校卫生者ꎬ国民之强弱系之ꎮ”李廷安则

认为“欲求国家之强盛ꎬ须先有健全之民族ꎬ而健全民

族之培植ꎬ宜从学童入手ꎮ”可见ꎬ三岛通良的«学校卫

生学»与李廷安的«学校卫生概要»是西方公共卫生理

论与近代日本、中国的学校卫生实际相结合的产物ꎮ

志谢　 三岛通良生平简介资料ꎬ由就读于日本兵库医科大学产

妇人科专业的麦楚娴提供ꎬ特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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