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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子:　 ２０１９ 年是«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 ４０ 周年ꎬ作为第二任杂志社社长的我ꎬ无论如何也要写点东西以示纪念

和祝贺ꎮ 但几次提笔又几次搁浅ꎬ主要是想写的东西很多ꎬ而又很难找到一个主题表达心意ꎮ 我曾着手写我和邓书读先生

的故事ꎬ写他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杂志ꎬ引领我走上编辑杂志之路ꎻ也曾准备写我和前任社长谢丽珠女士的故事ꎬ写
她是如何带领杂志社创新发展ꎬ引领我走上管理期刊之路ꎻ还曾着手写我和几位总编的故事ꎬ写他们是如何为提高杂志学

术质量求真务实、精益求精ꎬ引领我走上办好刊物之路在准备写作材料期间ꎬ我再次阅读了 １０ 年前我在纪念«中国学

校卫生»创刊 ３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ꎬ字里行间包含了我对杂志创刊 ３０ 周年来前辈先贤们的致敬ꎬ也包含了我对社会各

界、各级领导长期支持杂志发展的致敬ꎮ 讲话稿总结了杂志创刊 ３０ 周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ꎬ也道出了创业和发展的艰辛ꎮ
又一个 １０ 年过去了ꎬ其间我因组织调整于 ２０１２ 年不再担任杂志社社长职务ꎬ李红影同志接任这一接力棒ꎬ２０１５ 年我又调

任安徽省蚌埠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正式步入了新时代ꎬ全国上

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ꎬ各项事业都取得了更加辉

煌的成就ꎬ«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也进入高质量的发展期ꎮ 近 １０ 年的发展成果与辉煌有目共睹ꎬ这一历史成就还是留给我

的继任者们书写吧ꎮ 在此ꎬ只对创刊前 ３０ 年作一回顾献给全国学校卫生工作者ꎬ献给我尊敬的编辑启蒙老师邓书读先生ꎬ
献给«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 ４０ 周年ꎮ

【关键词】 　 期刊ꎻ卫生保健提供ꎻ公共卫生管理

【中图分类号】 　 Ｇ ２３１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９￣１２８６￣０３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

协以及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关心和帮

助下ꎬ在中华预防医学会和蚌埠市科学技术协会的直

接领导下ꎬ在历届编委和杂志社职工的共同努力下ꎬ
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ꎬ为促进我国学校卫生和儿少卫

生学科的发展ꎬ促进学校卫生各项工作的全面、有序

开展ꎬ努力为作者、读者服务ꎬ积极拓展社会职能、探
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期刊的生存与发展之路等方

面ꎬ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取得了一些成就可圈可点ꎮ

１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创刊前 ３０ 年来ꎬ«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为促进青

少年学生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老一代办刊人就根据当时学生的健康状

况ꎬ从国情出发ꎬ联系实际ꎬ为解决学生健康中存在的

问题ꎬ积极向政府献计献策ꎬ促进了学校卫生保健事

业的发展ꎮ 比如针对全国营养调查中发现的中小学

生营养状况较差的问题ꎬ在于若木、沈治平等营养专

家的指导下组织专题研讨会ꎬ提出成立“中国学生营

养促进会”ꎬ拟定“护苗系统工程”ꎬ拟定防治肠道寄生

虫感染与贫血防治方案等一系列建议ꎬ向国家卫生

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反映 得了政府部门的采纳ꎬ实
施以来取得明显成绩ꎬ社会效益十分显著ꎮ 同时紧紧

围绕教育部、卫生部学校卫生工作重点ꎬ积极开发学

校健康教育配套资料、学生健康知识科普资料ꎬ受到

了各地学校卫生工作者的一致好评ꎮ

２　 促进学校卫生和儿少卫生学科发展

创刊前 ３０ 年ꎬ«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为搭建学科

平台ꎬ促进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ꎮ 众所周知ꎬ我国的学校卫生工作和儿少卫

生学科曾经出现过低迷状态ꎬ或者是低谷期ꎮ ２００５ 年

后ꎬ在几位主要编委的积极努力下ꎬ为促成 ２００７ 年中

共中央 ７ 号文件的出台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材料和建议

措施ꎬ使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这一重要文件及时下发ꎬ对我

国学校卫生工作和儿少卫生学科的发展无疑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近 ２０ 年来ꎬ学科的发展出现喜人的

局面:(１)教研机构不断扩大ꎬ许多医学院校都增设了

儿少卫生专门的教研单位ꎻ(２)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授权点不断增加ꎬ尤其是博士学位授权点已由原来的

１ 家增加到近 １０ 家ꎻ(３)课题项目的层级不断提高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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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课题已不再是校级、省部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ꎬ而
是国家级各层面的基金项目ꎬ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学科

发展水平ꎮ

３　 提高杂志质量

创刊前 ３０ 年ꎬ«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在全国广大

学校卫生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帮助和关心下ꎬ学术质

量和编排质量稳步提高ꎬ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期刊ꎬ
尤其是预防医学、卫生学类学术期刊中的佼佼者ꎮ 衡

量杂志学术质量的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基金论文

比、总引他引比、参考文献量等计量学指标不断攀升ꎬ
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每 ２ 年一次的优秀期刊评

比中连续 ４ 次获得一等奖ꎬ并且在近 ２ 次的评比中获

得总分排列第 ２、第 ３ 名的好成绩ꎮ 杂志还先后被评

为安徽省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卫生部主管优秀报刊

二等奖ꎬ在今年中国科协组织的精品期刊评选中被列

为中国科协精品期刊遴选期刊ꎮ 杂志还被国际 ３ 本知

名检索类杂志收录ꎬ包括美国的化学文摘、俄罗斯文

摘等ꎬ被国内近 ２０ 种纸质及电子版期刊收录ꎮ

４　 拓展社会职能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还不断探索科技期刊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拓展自身的社会职能ꎬ提升

科技期刊生存与发展的能力ꎬ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大胆

的尝试ꎬ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１)参与课题研究ꎬ提
高编辑素质ꎮ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通过独立承接、联合申报、
承接子课题等形式ꎬ已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５
项ꎬ如国家艾滋病防治办公室资助的社会动员项

目———皖北艾滋病流行(高发)地区青少年预防艾滋

病知识展教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子课题———
早产儿青春发育期心理行为研究ꎬ国家高科技研究支

撑项目(国家 ８６３ 计划项目)子课题———儿童青少年

亚健康多维量表评定方法研究等ꎮ (２)将专业知识科

普化ꎬ科普知识产业化ꎮ 主要是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科

普挂图、科普展板、科普图书和科普知识画页ꎬ先后编

辑出版了«学校健康教育系列挂图»«学校预防艾滋病

健康教育挂图»«拒绝香烟健康成长» «学校预防传染

病健康教育挂图»«预防近视保护视力»等学校健康教

育挂图 ６ 套 １００ 余张ꎬ«学校健康教育墙报集锦» «学

校常见食物中毒及其防治知识»等科普图书 ２ 册ꎬ«中

小学生常见传染病防治知识要点»等科普知识宣传画

页 ４ 份ꎮ ( ３) 积极参与和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ꎮ
２００８ 年四五月份我国发生的 ２ 次重大突发事件中ꎬ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反应迅速ꎬ除及时刊发相关学术

论文外ꎬ还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ꎬ配合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大力开展

突发事件后儿童青少年相关科普知识宣传工作ꎮ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ꎬ为积极应对儿童手足口病疫情ꎬ应中国科协儿

童青少年科技中心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的要求ꎬ立即组织编辑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积极预

防手足口病»科普知识宣传画页ꎬ仅用 ５ ｄ 的时间编

辑、印刷、寄发了 ５０ 万份ꎬ为有效防控儿童手足口病这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出了相应的贡献ꎮ ５ 月 １７ 日ꎬ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的第 ５ 天ꎬ接中国科协有

关领导的指示ꎬ在不到 １ 周的时间内ꎬ编辑、印刷并向

受地震灾害影响严重的四川、陕西、甘肃、重庆等省市

寄发了 ５０ 万册«度过心理难关ꎬ走出灾难阴影———地

震灾后儿童青少年心理自我调适»科普知识宣传册ꎮ
这在专业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ꎬ及
时、有效地帮助灾区儿童青少年进行自我心理调适ꎬ
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心理困境、提高心理自救能力ꎮ
２００９ 年九十月间ꎬ为积极配合教育系统有效开展学校

预防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流行ꎬ根据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的要求ꎬ采用通俗易懂、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ꎬ精心编印了一张“学校预防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宣传

画”ꎬ受到有关领导的赞扬和好评ꎬ画面图案被中央电

视台新闻联播选播ꎮ (４)拓宽服务领域ꎬ抢占优势市

场ꎮ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充分利用品牌优势ꎬ准确把

握国家政策、法规ꎬ不断拓宽服务领域ꎬ及时、成功地

抢占了一些优势市场ꎮ 如为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用

眼知识和方法ꎬ降低青少年近视率ꎬ成立了中国学校

卫生杂志社爱眼科普办公室ꎬ免费向中小学生及其家

长开展预防近视眼知识咨询和视力检查ꎮ 为进一步

开展个性化服务ꎬ我们还在杂志所在地安徽蚌埠成立

了“蚌埠市科卫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部”ꎬ为当地中小

学生提供健康咨询、常见病防治、特色培训等个性化

服务ꎮ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又申请批准成立了“中国学校卫生

杂志社学生健康体检站”ꎬ已为杂志社所在地的近 １０
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健康体检ꎮ (５)积极为读者服

务ꎮ 由于本刊的读者群绝大多数是校医、保健教师ꎬ
他们对较深奥的学术研究并无兴趣ꎬ所需的是指导和

帮助他们如何上好健康教育课和做好校医工作的技

术和方法ꎮ 要想确保«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学术地位

不降低、杂志订阅量不下降ꎬ就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

读者所应对的问题ꎮ 为此ꎬ本刊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商洽ꎬ联合创办一本技术类的内部刊物ꎬ赠送

给校医、保健教师ꎮ 一方面解决了校医、保健教师的

实际需求ꎻ另一方面也是帮助提高读者专业知识水平

的有效方法ꎮ 经有关部门批准ꎬ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学校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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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讯»(内部资料ꎬ季刊)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创刊ꎬ
收到了较好的反响ꎮ

５　 建设全国学校卫生工作者之家

创刊前 ３０ 年ꎬ«中国学校卫生»杂志主要通过提

高服务质量、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交流和合作平

台等来体现“家”的价值:(１)努力创造学习交流的机

会ꎬ让广大学校卫生者能走出去相互学习、相互交流ꎮ
多年来ꎬ主办了培训班、学术交流会数十场次ꎬ参与学

习交流的专业人员近万人次ꎬ大大提高了我国基层学

校卫生工作者的业务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ꎮ (２)为稳

定学校卫生工作者队伍不懈努力ꎮ 经常利用各种机

会ꎬ向教育部、卫生部有关领导反应基层学校卫生工

作者的呼声ꎬ如职称晋升问题、在单位的待遇问题等ꎬ
已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ꎬ并在着手帮助解决这

些问题ꎮ «杂志»也不断创造条件ꎬ为基层学校卫生工

作者发表论文ꎬ尤其是中小学校医、保健教师的文章ꎮ
(３)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ꎮ 如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

震后ꎬ为帮助受灾较为严重的都江堰市中小学卫生保

健所较好地恢复工作ꎬ发起了捐赠倡议ꎬ并成功地为

都江堰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和广州市中小学卫生保

健所联姻ꎬ促成 ２ 个保健所长期合作ꎬ广州市中小学卫

生保健所将在技术方面长期支援都江堰市中小学卫

生保健所ꎮ
总结«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前 ３０ 年奋斗历程

和所取得的成就ꎬ就是要让全体学校卫生工作者倍加

珍惜各级领导ꎬ尤其是以于若木先生为主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ꎻ倍加珍惜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科协、中华预防医学会长

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ꎻ倍加珍惜历任总编、副总

编和编委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ꎻ倍加珍惜广大作

者、读者的大力支持和长期关心、关注、关爱ꎮ 更是要

让我们永远铭记为创办杂志做出杰出贡献的、以徐苏

恩教授为首的老一代专家教授ꎻ永远铭记在艰苦条件

下ꎬ忍辱负重、艰苦创业的以邓书读先生为代表的老

一代办刊人ꎻ永远铭记为杂志社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

以谢丽珠女士为主的创新团队ꎮ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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