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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５６ 年社会主义制度确
立ꎬ党和政府一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
势ꎮ 由于长期战乱的贻害ꎬ我国医疗卫生水平非常落
后ꎬ鼠疫、天花、血吸虫病、霍乱等大量发生和流行ꎬ各
地群众以封建迷信等愚昧手段应对疾病的现象依然
存在ꎮ 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深刻认识到卫生教育
的迫切性ꎬ一边领导疾病诊疗与疫情预防ꎬ一边领导
公共卫生教育ꎮ 不仅动员医务工作者和机构团体着
手社会卫生教育ꎬ还特别重视从青少年抓起ꎬ积极组
织动员学校卫生教育ꎮ

１　 党领导学校卫生教育的组织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学校卫生教育

的过程ꎬ是对青少年进行广泛的组织动员的过程ꎬ动
员手段既包括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ꎬ 也包括卫生
运动ꎮ
１.１　 政治动员　 新中国初期的疾病语义不但包含卫
生健康ꎬ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ꎮ １９５２ 年初ꎬ帝国
主义国家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ꎬ严重威胁中国和朝
鲜军民的身体健康ꎬ党中央发出国家总动员令ꎬ号召
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１]３２ꎮ “细菌”突破了
公共卫生的范畴ꎬ具有“敌人” “战争” 的隐喻特性ꎮ
“反细菌战”期间的 “细菌”具有明确的政治意涵ꎬ指
向“美帝国主义”这个当时全中国人民群众共同的敌
人[２] ꎮ 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爱国卫生运
动也被赋予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ꎬ保卫新中国” 的
政治内容ꎬ一些地方群众在卫生环境清洁过程中喊出
了“讲卫生ꎬ爱国家”的政治口号[３] ꎬ甚至将卫生工作
上升为“爱国公约” 的重要内容ꎬ定期开展政治性检
查ꎬ督促落实ꎮ 全国学校也积极开展卫生政治动员ꎬ
灭蝇捕鼠、扫除垃圾、驱除疾病和卫生习惯的养成教
育ꎬ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中国人民神圣不

可侵犯”等政治宣传融为一体[４] ꎬ具有爱国主义的政
治动员效果ꎬ激发了学校卫生教育工作的热情ꎮ
１.２　 宣传动员　 比较有代表性的宣传形式有组织参
观卫生展览会、发行张贴卫生宣传画等ꎮ 卫生展览会
举办的目的ꎬ主要是介绍医疗卫生成就、宣传疫病预
防办法、普及卫生常识等ꎮ 组织学生参加展览会是比
较生动有效的学校卫生教育宣传手段ꎮ 新中国成立
以后ꎬ很多城市都举办面向社会的医疗卫生展览会ꎬ
基本都会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ꎮ 上海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上海市第一届妇幼卫生展览
会”ꎮ 此次展览会由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牵头ꎬ上海总
工会、民主妇联上海分会、各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参加ꎬ
展出了解放 １ 年间全市妇幼卫生工作取得的成就ꎬ参
观人数超过 ２３ 万ꎬ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分批观展ꎬ取得
了良好宣传效果[５] ꎮ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ꎬ全国卫生展览在第
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期间举办ꎬ主要是通过解放前
后的比较ꎬ展示社会卫生状况的改观ꎬ并宣传日常卫
生常识[１]５ꎮ 北京部分学校组织学生观摩展览ꎬ学生反
响强烈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期ꎬ各地纷纷举办了医疗
卫生展览ꎬ对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取得的卫生成
就进行总结ꎮ 各地学生通过参加展览会ꎬ既充分了解
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成就ꎬ也得到了很好的鼓舞和激
励ꎬ达到了对学生进行卫生教育与动员的目的ꎮ

对学生来说ꎬ以宣传画的形式进行卫生教育的效
果更为直接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卫生宣传画被广泛运
用于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工作中ꎮ 学校为配合爱
国卫生运动ꎬ在楼道走廊、教室墙面张贴画面生动形
象的抗病防疫、普及卫生常识的宣传画ꎮ 如卫生部
１９５１ 年出版的«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 «肠胃传染病»
«儿童卫生习惯»等挂图ꎬ图文并茂地介绍传染病传播
与防治等卫生科普知识ꎻ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９５２ 年相继
出版的卫生挂图和张贴画[６] ꎬ通俗易懂、主题明确ꎬ以
鲜亮的色彩吸引学生的关注ꎬ取得良好的卫生教育
效果ꎮ
１.３　 学校卫生运动　 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学
校卫生教育的一大创造ꎬ对学生组织动员的效果非常
明显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中共中央总结根据地学校与
疫病斗争的历史经验ꎬ坚持预防为主ꎬ在广大学校发
动学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ꎬ既使学生成为卫生防疫和
宣传的一股重要力量ꎬ又使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增强了
自我教育能力和自我养成的卫生习惯[７] ꎮ １９５４ 年上
海市在中小学校推行“四勤四不”和“二要二不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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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培养学生的个人卫生习惯ꎮ “四勤四不”即勤洗手
和剪指甲、勤洗澡换衣、勤洗头理发、勤漱口刷牙ꎬ不
随地吐痰、不喝生水、不吃不洁食物、不乱丢瓜皮果
壳ꎻ“二要二不要”即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ꎬ眼与书本
距离 １ 尺(３３ ｃｍ)ꎬ连续看书 ０.５ ~ １ ｈ 要休息片刻或向
远处眺望一下ꎬ不要在光线昏暗及直射阳光下看书写
字ꎬ不要躺在床上及走路或在动荡的车厢里看书[８]２３４ꎮ
有的学校还创新了形式多样的卫生运动形式ꎬ如东北
地区学校建立表扬和批评制度、组织学校文娱活动、
举办各种学习班会等ꎬ反复向学生宣传疾病防治知
识ꎮ 这些卫生运动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疾病防治的
认识ꎬ还使他们受到了鼓舞动员ꎬ主动投入到学校卫
生教育活动和除病灭害的实践中[９] ꎮ

２　 党领导学校卫生教育的主要内容
２.１　 成立学校卫生教育指导机构　 新中国成立后ꎬ全
国很多大中城市先后成立了卫生教育委员会或学校
卫生委员会ꎻ城市的各区和学校陆续成立学校卫生分
会和支会ꎬ指导学校卫生教育工作ꎮ 经过 ２ 年的建设ꎬ
到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ꎬ上海市共有 ４３９ 所中小学开展了学
校卫生教育工作ꎬ覆盖学生 ２０ 多万ꎬ占全市中小学生
的 ５０％左右ꎻ北京市共有 ３２９ 所中小学开展学校卫生
教育工作ꎬ覆盖学生 １２ 万多ꎬ占全市中小学生的 ５５％
左右ꎮ 新中国初期的学校卫生教育还注重鼓励学生
的参与ꎬ全国开展学校卫生教育的学校基本都组织了
卫生队ꎮ 上海市开展学校卫生教育的 ４３９ 所学校全部
组织了卫生队ꎬ北京、天津分别也有 １０９ 所和 １０５ 所学
校组建了卫生队ꎮ 学校卫生队吸收学生骨干参与ꎬ积
极开展学校卫生宣传和环境卫生检查ꎬ在配合政府部
门进行卫生宣传教育的同时ꎬ达到了自我教育和自我
管理的良好效果[１０] ꎮ
２.２　 明确学校卫生教育的重点　 从具体的内容来说ꎬ
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重点在两个方面:(１)基本卫
生常识教育ꎮ 新中国初期ꎬ党领导的学校卫生工作始
终将基本卫生常识教育列为最重要内容ꎬ中央人民政
府卫生部宣传处结合反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等ꎬ针
对学生卫生常识缺乏的现状ꎬ在学校广泛开展除四
害、讲卫生、消灭疾病等卫生教育工作ꎮ 主要是普及
卫生习惯和卫生防疫等方面的基本知识ꎬ包括吐痰、
梳头、洗手、洗澡、饮水、清洗瓜果等个人卫生习惯和
捕鼠、灭蝇、喷洒农药、打预防针等卫生防疫行为[１１] ꎮ
随着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ꎬ教育内容逐步增加了卫生
防病和保健的基本常识ꎬ如急慢性传染病的传播途
径、流行规律和防治方法以及饮食卫生与预防接种
等ꎮ 还针对学校所在地区疫情特点ꎬ介绍地方病的防
治方法、寄生虫病的防治措施等内容[１２] ꎮ (２)卫生政
策教育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卫生部坚持预防为主的方
针ꎬ先后颁布了«一九五〇年工作计划大纲» «关于开
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
«关于预防霍乱的指示»«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

示»«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等ꎬ对几种主要
传染病提出了详细预防要求[１３] ꎮ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ꎬ毛泽
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有防治和消灭
常见疾病、除四害、讲卫生等条款[１４] ꎮ 中央人民政府
卫生部发动各级学校ꎬ加强相关宣传教育ꎬ确保党的
卫生防疫政策和法令在学校卫生工作中得到顺利
落实ꎮ
２.３　 加强学校卫生教材建设　 从建国初期ꎬ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语文与自然课程的教材都注重紧密配
合党的爱国卫生运动等卫生教育ꎬ卫生教育内容主要
包括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主题的“启事通告”ꎬ除四害讲
卫生为主题的“暑假活动计划”ꎬ卫生习惯培养为主题
的“少先卫生组”与“卫生公约”ꎬ学校卫生保洁为主题
的“学习选课记录”等[１５] ꎮ 新中国初期学校卫生教材
的内容体现出 ３ 个方面特点:(１)介绍祖国学校卫生
事业的成就ꎬ传递党和政府对学生健康的关怀ꎻ(２)向
广大学生宣传卫生防疫的基本知识ꎻ(３)提倡学生培
养良好卫生习惯ꎬ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ꎮ
２.４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自 １９５２ 年兴
起后ꎬ党号召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参与ꎬ学校卫生
工作针对急慢性传染病与多发病进行了较大范围的
群防群治ꎬ并开展培养卫生习惯、整治环境卫生、促进
除害灭病等宣传教育ꎮ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
和教育局为贯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
学校学生健康的决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ꎬ联
合制定出了“１９５３ 年学校卫生工作计划”ꎬ规定今后一
段时间的学校卫生教育由公共卫生局和教育局联合
负责ꎬ教育局主要任务是布置与贯彻学校卫生工作计
划ꎬ并指导学校爱国卫生工作ꎬ学校必须积极响应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号召ꎬ落实各项学校爱国卫生教
育[１６] ꎮ 上海市要求自 １９５３ 年起ꎬ卫生防疫部门将指
导学校爱国卫生运动和学校教育与预防接种等列为
常规工作[８]２０５ꎮ 河南省学校爱国卫生运动重视训练干
部和校医队伍ꎬ再由他们对学生进行卫生基本知识的
教育ꎬ落实学校卫生教育工作[１７] ꎮ 江西省要求负责文
教体育的各个部门密切配合ꎬ一边抓卫生保健组织建
设ꎬ一边大量培养基层卫生干部ꎬ将学校卫生教育纳
进学校整体教育计划ꎬ以南昌等重点中心城市为突
破ꎬ逐步向全省学校推广ꎬ把健康教育作为中心任务ꎬ
落实爱国卫生运动和传染病的预防[１８] ꎮ 浙江省各级
教育机构和学校注重卫生实践ꎬ甚至在语文课本“捉
老鼠”一文中进行爱国卫生教育ꎬ激发学生积极参加
校内外卫生教育实践的热情[１９] ꎮ

３　 党领导学校卫生教育的重要启示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

育工作为新中国的学校卫生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
提供了有益启示ꎮ
３.１　 建国初学校卫生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和民

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健康是民族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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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ꎬ也是社会家庭关切的基本民生问题ꎮ 建国初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事业反映出中国共产
党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ꎬ也体现了党对民生问题始终
如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ꎮ 无论是建国初还是新世纪ꎬ
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念和民生实践都是不可割裂、逐步
演进的整体ꎮ “与改革开放后 ３０ 年的历史相比ꎬ前 ２９
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ꎬ但这
并不表明前 ２９ 年的成就不重要ꎮ 如同盖楼一样ꎬ打地
基时不容易让人看出成绩ꎬ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说明
地基打得牢ꎮ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ꎬ新中国的前 ２９
年历史ꎬ成就是主要的ꎬ主流是好的ꎬ总体评价应当是
正面的ꎮ” [２０]因此ꎬ对于以改革开放之后的民生实践成
就来否定建国初期民生探索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ꎬ
必须特别警惕并进行有力批判ꎬ总结建国初期党在艰
苦条件下领导学校卫生教育取得的成绩ꎬ正是科学批
判的有力武器ꎮ
３.２　 建国初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体现了人民教育

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初期的学校卫生教育体现了对
人民健康的关注ꎮ 无论公共卫生环境改善还是个人
卫生习惯养成ꎬ都反映了教育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
务的方针ꎮ 学校卫生教育手段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密
切联系ꎬ既加强专业卫生医疗机构的合作互动ꎬ有效
利用社会专业卫生机构的力量ꎬ又注重满足人民群众
的卫生健康需求ꎮ 从服务群众健康的角度ꎬ初步建立
了一套学校卫生教育体系ꎬ包括成立学校卫生教育指
导机构、明确学校卫生教育重点和加强卫生教育教材
建设ꎬ基本构建起的各级各类学校卫生教育的基本框
架ꎬ标志着人民教育事业已经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新
阶段ꎮ
３.３　 建国初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奠定了新中国学

校卫生工作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学校卫生教育贯彻
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
运动相结合等方针ꎬ基本明确了新中国学校卫生工作
的发展方向[２１] ꎮ 新中国的学校卫生教育事业在四大
方针的指引下ꎬ建立健全学校卫生医疗机构ꎬ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ꎻ在专业医疗力量的支持下ꎬ对发病率极
高、危害极大的传染病进行大规模的防治工作ꎬ在全
国范围内逐步控制了天花、鼠疫、霍乱、性病、黑热病、
伤寒等多种急慢性传染病以及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
的流行ꎬ迅速扭转了旧中国卫生状况极端恶劣、传染
病猖獗的落后局面ꎬ起到了有力促进作用ꎮ 实践证
明ꎬ建国初奠定的新中国学校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是
正确有效的ꎮ
３.４　 建国初党领导的学校卫生教育体现了学生的主

体地位　 新中国学校爱国卫生运动注重发动学生自
己动手改善身边的卫生状况ꎬ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
位ꎮ 建国初期的学校卫生教育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
段以临时性群众运动为主ꎬ重点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和改善环境卫生ꎻ后一阶段群众性运动成为常态化ꎮ
无论是前一阶段还是后一阶段ꎬ各地学校成立的学校

卫生委员会或爱国卫生运动领导机构ꎬ都注重发挥学
生的主体地位ꎮ 广大学生积极参加预防ꎬ投身改善环
境卫生运动ꎬ清除垃圾ꎬ修建卫生工程ꎬ保护学校水
源、改良水质ꎮ 全国人民的参与使新中国爱国卫生运
动不但改善了国内卫生环境ꎬ而且得到了世界舆论的
重视ꎮ 国际科学委员会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对我国实地考察
后认为ꎬ中国正在进行一个由全国人民全心支持的改
进个人卫生和社会卫生的运动ꎬ是人类有史以来前所
未有的ꎬ大大降低了传染病引发的死亡率和发病率ꎮ
广大学生的动员和参与是新中国爱国卫生运动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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