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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代中国传染病频发与学校传染病高发病率是实施中国学校卫生的重要原因ꎮ 北平、上海率先开创了中国

学校卫生的新纪元ꎮ 学校既是传染病易于传播之地ꎬ也是易于防控之地ꎬ掌管学校教育者与学校卫生专家要高度重视学校

传染病的预防工作ꎮ 近代学校从保持一般的卫生状态、实行特种学校卫生、消毒、预防结核病方面ꎬ致力于学校传染病的防

控ꎬ尤其在学童传染病预防与书籍挂图、动植物标本、贵重校具等消毒方面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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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人口密集ꎬ是各种传染病易于传播之地ꎬ学
童属易感人群ꎮ 传染病预防关系到学校卫生工作的

成败ꎮ ２０ 世纪 ２０—３０ 年代ꎬ中国学校卫生在北平、上
海等大城市率先兴办ꎮ 各种急慢性传染病频发是近

代办理学校卫生的重要缘起ꎬ学校致力于传染病预

防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值得研究与参考借鉴ꎮ

１　 近代中国学校的传染病与中国学校卫生之滥觞
１.１　 近代中国学校的传染病　 学校传染病预防是实

施学校卫生的重要一环ꎮ “多数学子聚集一处ꎬ最危

险的ꎬ莫如急性传染病ꎮ 像痘疮、麻疹、猩红热、白喉、
百日咳等ꎬ如果发见(现)这些患者ꎬ应立即隔离ꎬ非全

愈后ꎬ不许入学ꎮ” [１] “查我国疾病甚多ꎬ慢性者如肺

痨、肺病、沙眼、花柳、麻风ꎮ 急性者如霍乱、猩红热、
白喉等ꎬ范围甚大” [２] ꎮ

天花多见于冬春季ꎬ与户内生活接触密切、呼吸

道感染较多有关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我国近年之死于

天花者每年不下数十万人” [３] ꎮ 据上海市传染病医院

统计ꎬ仅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ꎬ就“收容患者ꎬ已有 ３３ 人之

多” [４] ꎮ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病原菌借咳嗽、喷嚏、说话

等由飞沫直接经空气传播ꎮ １９２９ 年ꎬ上海流行此病ꎬ
“一直有相当严重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ꎮ 粗略的

估计显示大约 ５００ 人死于这次灾疫” [５] ꎮ
肺结核等慢性传染病严重危害近代中国社会与

学校学生的健康ꎬ卫生署与教育部合作检查专科以上

学生的体格ꎬ“约 ２ 万余人ꎬ其中有疾病者达 ７ 千余

人ꎬ且有 １ / ３ 系罹有慢性传染病ꎮ” [６] “我国每年死于

肺痨病者 １０ 万人口中有 ４００ 人之多ꎬ我国人口 ４ 万万

用简单的比例来算一算ꎬ每年总共要产生 １６０ 万的

‘肺痨病鬼’!” [７] １９３３ 年秋ꎬ上海市卫生局对市立比

德学校施行肺痨检查ꎬ“受检查学生计有 ８２２ 人ꎬ其中

有 ５４２ 人有阳性反应ꎬ证明 ６０％以上有肺痨病” [７] ꎮ
城市的各级学校学生的健康状况尚且如此ꎬ广大农村

学生的健康状况则更令人担忧了ꎮ
１.２　 中国学校卫生之滥觞　 学校卫生教育法令最早

见于 １９０２ 年ꎮ “在学校卫生教育方面ꎬ最早见诸于教

育法令的是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 钦定的学堂章

程” [８] ꎮ 最早办理学校卫生当属教会学校岭南大学ꎬ
但仅局限于聘请校医为患病学生治疗ꎬ“对于卫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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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传授、卫生习惯的培养以及健康行为的训练等ꎬ
则还没有注意” [８] ꎮ “学校没有实施学生卫生检查ꎬ卫
生部门也没有实施对存在身体缺陷的学生进行治疗

的规定ꎮ 学校卫生部门没有得到加强” [９] 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ꎬ北平、上海一些学校设立牙

科、眼科、耳鼻喉科诊所ꎬ标志着“已开我国学校卫生

之新纪元” [１０] ꎮ 李叔佩等[８] 境外学者也持相同观点ꎬ
“民国十五年(１９２６ 年) 北平协和医学院与京师警察

厅合办北平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以下简称‘一所’)ꎬ
试办学校卫生以供该学院的学生实习ꎮ 经过 ３ 年的实

验与研究ꎬ学校卫生才略具雏形ꎬ可以说是我国举办

学校卫生的开始”ꎮ
李廷安在“一所”率先实施学校“传染病之管理”

工作ꎬ“一所”管理的 ８ 校成立晨早传染病检查、锡克

氏试验(注射 １ ０００ 人)及白喉预防注射(５００ 人)、种
牛痘(５ ０００ 人)、卫生教育(分发传单 １５ ０００ 万张)ꎮ
每周三下午 ２ 时至 ５ 时在卫生事务所诊疗部ꎬ对学校

及工厂的学生和工人施行传染病预防注射[１１] ꎮ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ꎬ李廷安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上海市

卫生局主管学校卫生的第 ４ 科科长ꎬ负责办理学校卫

生ꎬ其取得的成就受到普遍赞扬[１２] ꎮ １９２９ 年ꎬ南京国

民政府“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组织学校卫生委员

会ꎬ标志着学校卫生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ꎮ
“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 年) 二月教育部鉴于学生健康的

重要ꎬ就和卫生部共同组织学校卫生委员会ꎬ设计推

行学校卫生ꎬ颁布学校卫生实施方案ꎮ 凡属有关学校

卫生的一切实施办法ꎬ都有详细的规定ꎮ 从此学校卫

生教育才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８] ꎮ
传染病对学童健康危害既是办理学校卫生的重

要缘起ꎬ也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一环ꎮ “李廷安是

近代我国最早关注、全面研究、积极推进学校卫生的

先驱者” [１３] ꎮ

２　 学校传染病的种类与预防的重要性
２.１　 学校传染病的种类　 近代学校卫生学者将传染

病按传播途径分为 ４ 类:(１)胃肠传染病ꎬ如伤寒、霍
乱、痢疾ꎻ(２)呼吸系传染病ꎬ如肺痨、白喉、猩红热、伤
风、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ꎻ(３)接触性传染病ꎬ如沙

眼、疥癣、脓疮、麻风、破伤风、梅毒、淋病ꎻ(４)昆虫及

动物传染病ꎬ如疟疾、鼠疫、狂犬病、斑疹伤寒ꎮ “这些

病都由皮肤接触、空气、水、土壤、食物和昆虫作散播

细菌的媒介而罹致ꎮ” [１４] 对于学校应行预防措施的传

染病ꎬ学校卫生学者的观点大致相同ꎮ 周尚[１４] 把“天

花、水痘、猩红热、麻疹、白喉、败血性喉痛、百日咳、脑
脊髓膜炎、耳下腮腺炎诸类”列入学校传染病ꎬ“痨病

普通不归入儿童传染病ꎬ但传染多在幼年ꎬ故今亦列

入”ꎮ 李廷安[１５] 认为患有以下传染病的学童不得入

校:“水痘、白喉、流行性脊髓膜炎、麻疹、风疹、腮腺

炎、脊髓灰白质炎、猩红热、痘疮、败血性喉痛、百日

咳”ꎮ 俞凤宾[１６]认为学校儿童常见传染病包括流行性

感冒、痧子、猩红热、白喉风、蔷薇疹、天花、天哮(百日

咳)、腮肿、伤寒ꎮ 周尚[１４] 研究各年龄段儿童传染病ꎬ
发现 ５ ~ １０ 岁儿童患病率最高ꎬ仅有百日咳集中于 ５
岁前儿童ꎮ
２.２　 预防学校传染病的重要性　 学校人口密集ꎬ一旦

出现传染病ꎬ易于蔓延ꎮ “学校集多数人于一堂ꎬ传染

病之蔓延极易” [１７] ꎮ “更容易由学校把传染病带到家

庭ꎬ进而波及社会ꎬ使学校无形中成为传染病的传播

中心” [８] ꎮ
学校预防学生传染病的责任重大ꎬ“公共地方为

散播细菌的地方ꎬ故学校是传播传染病的重要处所ꎮ
不少儿童的死亡ꎬ学校该负全部责任ꎬ尤其是因痧疹

和喉症而夭卒的” [１４] ꎮ 学童处于生长发育期ꎬ抵抗传

染病能力较弱ꎬ对传染病的危害认识不足ꎬ缺乏预防

传染病的经验ꎮ “学校为诸种传染病传播之媒ꎬ而小

学校为最甚ꎮ 传染病当征候未著于外时ꎬ已有感染之

性ꎮ 然患者于此ꎬ尚未自知罹病ꎬ成人且然ꎬ况儿童

乎?” [１８] ꎮ
中外卫生专家认识到肺痨病对学生的危害以及

预防肺痨病之于办理学校卫生的重要性ꎮ 近代日本

学校卫生先驱三岛通良认为“学校传染病最可畏者结

核也” [１７] ꎮ 中国学校卫生先驱李廷安指出儿童肺痨病

的危害有三:(１)危害学童个人的身体健康和学业进

步ꎻ(２)患者能够传染于其他学生ꎬ使和患者一般的受

害ꎻ(３)造成经济损失ꎮ 可见ꎬ掌管学校教育者与学校

卫生专家要高度重视学校传染病的预防工作ꎮ

３　 学校传染病的预防
上官悟尘等[１９－２０]提出了学校传染病预防两原则:

保持一般的卫生状态和特种学校卫生ꎮ
３.１　 保持一般的卫生状态　 广义的一般卫生状态体

现在校址、建筑、给水、排水、废弃物等的设计没有卫

生上的缺陷ꎬ以及教室的采光、通气和洒扫ꎮ 保持一

般卫生状态主要是做好学校清洁ꎬ具体包括日常清

洁、定期清洁和洪水后清洁ꎮ
日常清洁包括 １０ 方面:教室与宿舍每日无人时ꎬ

开窗、洒水扫地ꎬ湿布拭校具ꎬ待潮湿者干燥后ꎬ学生

方许进入ꎻ教室与宿舍备有纸笼、盛水痰盂ꎬ须每日清

理ꎬ痰盂之清理由校役消毒ꎬ切不可由值日生任其职ꎻ
教室与宿舍门口备有擦鞋布与棕垫ꎬ避免鞋上污泥入

室ꎻ卧室用具至少每月晒 １ 次ꎬ勤洗被单、睡衣ꎻ保持厕

所清洁ꎻ用过锰酸钾水等处理粪池ꎻ食堂、厨房、浴室、
洗面室、洗衣室等ꎬ宜时开窗通气ꎬ饭前食堂喷水湿润

地面ꎬ饭后用湿布擦饭桌ꎻ尘芥秽物随时运出ꎻ厨房、
浴室、洗衣室等处阴沟宜常驻疏通ꎻ庭院、操场、游戏

场、走廓下、椽下也要保持清洁ꎮ
定期清洁指每年至少在长假清洁 １ 次教室和宿

舍ꎬ包含 ５ 方面:搬出室内家具ꎬ彻底清洁地面、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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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四壁、地板等ꎬ污染严重的地方用消毒液洗

擦ꎻ洗家具、窗帘ꎬ不能洗者与书籍文具一起曝于日光

下数日ꎻ宿舍未干ꎬ家具不可搬入ꎬ教室须开窗 ５ 日以

通空气及日光ꎻ填塞地板壁面缝隙ꎬ清除通风口的尘

埃ꎻ修缮浴室、洗面室、食堂、厨房、学生休息室、雨中

体操场、便所、阴沟、秽物间ꎬ且行大扫除ꎮ
洪水后清洁:凡是被洪水浸渍的学校ꎬ开课前要

做清洁工作ꎬ宿舍家具取出曝晒ꎬ除去室内污物泥土ꎬ
有时须用火烘ꎬ使充分干燥ꎻ被水浸过校具、地板、桌
椅ꎬ用清水或热水洗净ꎬ晒干ꎻ受洪水污染的井水ꎬ要
多次清洁水井ꎬ井水清澄后才可使用ꎬ开学后饮用其

水ꎬ仍须煮沸[２１] ꎮ
３.２　 实行“特种学校卫生” 　 特种学校卫生注重以患

者为中心的传染病预防法ꎬ对有传染病危险的儿童实

施早期隔离ꎮ 学校针对以下 ３ 类传染病ꎬ实行“特种

学校卫生”:(１)痘疮及假痘、白喉、猩红热、发疹伤寒、
百日咳、麻疹、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风疹、水

痘、肺结核、癞病ꎻ(２)赤痢、霍乱、伤寒ꎻ(３)传染性皮

肤病、传染性眼炎等[２１] ꎮ 具体措施如下:罹患第 １ꎬ２
类传染病的师生ꎬ禁止进校ꎬ由医生证明无传染后ꎬ沐
浴更衣ꎬ方可入校ꎻ罹患第 １ꎬ３ 类传染病的师生ꎬ“视

其病状请医师施以适当之处置ꎬ苟非证明无传染之虞

者ꎬ不得登校”ꎻ师生的家人或同居人罹患第 １ꎬ２ 类传

染病者ꎬ或学校内有传染病发生时ꎬ接触过患者、尸体

或为病毒所污染或有污染之虞的物件时ꎬ须请医生处

置ꎬ如果不能证明没有传染者ꎬ不得回校ꎻ教员、舍监

在学校内发现第 １ 类传染病或疑似染病者ꎬ应立即报

告校长ꎬ校长当请医生诊断并作相应处置ꎻ校内、学校

所在地及其附近或学生途经学校的区域内发生第 １ 类

传染病ꎬ若认为必要时ꎬ可以全校或一部停课ꎬ并进行

清洁处理ꎬ若发生第 ２ 类传染病ꎬ校内饮用水须煮沸饮

用ꎻ学生途经学校的区域内发生第 １ꎬ２ 类传染病ꎬ据病

情认为必要时ꎬ可以禁止此类学生进校ꎬ校长应在２４ ｈ
内将情况呈报教育局ꎻ因传染病而关闭的学校及其校

舍ꎬ若再启用时ꎬ须先经洁清处理[２１] ꎮ
预防接种、注射疫苗是重要而有效的传染病预防

方法ꎬ也属于“特种学校卫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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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 ꎮ 学校儿童

必须实行种痘、锡克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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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ꎮ “痘疮的预防ꎬ 尤为重要ꎬ 可强 ( 制) 他种

痘” [１] ꎮ
３.３　 消毒

３.３.１　 消毒方法　 学校发生第 １ꎬ２ 类传染病时ꎬ对于

尸体、排泄物ꎬ或为病毒所污染或疑似污染的物件按

以下方法消毒:第 １ꎬ２ 类传染病患者的尸体ꎬ第 １ 类传

染病患者的痰盂ꎬ第 ２ 类传染病患者的厕所以及板壁、
床、家具、地板等ꎬ用石炭酸消毒ꎻ第 ２ 类传染病患者的

吐泻物及其他的排泄物ꎬ用生石炭或木灰汁消毒ꎬ到

呈强碱性反应为止ꎻ食器、衣服、卧具等应煮沸或施蒸

汽消毒ꎻ消毒困难且价廉器物则烧毁ꎻ不适用上述消

毒法者ꎬ曝晒数日ꎮ
消毒剂及其使用:(１)石炭酸水(２０ 倍者)用于尸

体、吐泻物及其他排泄物、器具、居室、手足等的消毒ꎬ
衣类等消毒时ꎬ石炭酸水中不加盐酸ꎮ (２)生石灰末

用于吐泻物、排泄物、阴沟地下消毒时ꎬ用其 １ / ５０ 的

量ꎮ (３)石灰乳(生石灰一分ꎬ水九分)的应用与生石

灰同ꎬ对吐泻物及其他排泄物ꎬ用其量的 １ / ５ꎮ (４)若

无生石灰ꎬ就用木灰于霍乱患者的吐泻物和赤痢患

者、伤寒患者的排泄物消毒ꎬ其用量为吐泻物量的

１ / ５ꎻ用木灰一分ꎬ加水四分煮沸ꎬ制作木灰汁ꎮ (５)漂

白粉水(２０ 倍者)ꎬ其应用及用量与石灰乳同ꎬ须临用

时制作[２１] ꎮ
３.３.２　 学校传染病消毒标准 　 (１) 猩红热、白喉、麻
疹、天花及假痘、发疹伤寒等的消毒标准ꎬ分“在学校

内发病者”“在家庭中有发病之报告者” “家庭同居者

有病时”３ 种情况进行消毒ꎮ “在学校发病者”:如果

患者是教员ꎬ以石炭酸水或来索尔水擦净其办公室及

其授课教室椅靠以下、所用器具ꎬ若不适于擦拭者ꎬ可
以曝晒于日光下ꎬ便所宜用石灰乳消毒ꎻ患者为职员

或仆役ꎬ其办公室和卧室ꎬ消毒方法同教员ꎻ患者为儿

童时ꎬ其教室的椅靠及其曾使用的器具、便所的消毒

方法同教员ꎮ “在家庭中有发病之报告者”:如果发病

时缺课未满 ２ 日者ꎬ与校内发病施行相同之消毒ꎻ发病

时缺课为一星期以内者ꎬ其坐位及附近要进行消毒ꎻ
发病时缺课已在一星期以上者ꎬ视其情况进行适当消

毒ꎮ “家庭同居者有病时”:其坐位及附近进行消毒ꎮ
(２)伤寒、赤痢、霍乱等的消毒标准ꎮ “在学校内发病

者”概照猩红热、白喉、麻疹、天花及假痘、发疹伤寒等

的消毒标准ꎬ只是厕所须用石灰乳消毒后经 １４ ｈꎮ
(３)水痘、风疹的消毒标准ꎮ 患者行坐位置要消毒ꎬ视
具体情况对教室进行消毒[２１] ꎮ
３.３.３　 校具消毒 　 校具包括书籍挂图、木器、固定器

物及贵重品、布皂、金属制食器、玩具、木金属品、动物

植物标本ꎮ 校具既要消毒又要考虑保存问题ꎬ是学校

卫生工作的难题ꎮ “校具之消毒法ꎬ为学校卫生工作

中之困难问题ꎮ 如书籍之日光消毒ꎬ往往毁其装订ꎻ
金属品有为消毒液腐蚀者ꎬ固定物之消毒又不得不用

特别方法ꎮ 故校具之消毒ꎬ须由杀菌清洁及保存方面

顾虑之” [２１] ꎮ
校具消毒方法:书籍挂图置于日光照射力较弱之

处ꎬ长时间干燥消毒ꎻ木器用钾皂 ３ 分溶解于热水 １ 百

分中进行洗涤ꎻ固定器物及贵重品用福尔马林消毒ꎬ
消毒时须将储存室密闭至 ７ ｈ 以上ꎻ布皂用石炭酸水、
昇汞水消毒ꎬ不能用含有盐酸的消毒液ꎬ其浸渍时间

约 ６ ｈ 以上ꎬ消毒后用净水冲洗ꎻ金属制食器、玩具不

宜用昇汞水消毒ꎻ动植物标本以驱除虫类为消毒目

的ꎬ日光消毒虽不致损坏其质ꎬ但有变色之虞ꎬ普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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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脑末或那夫他林末撒布ꎬ可以奏效ꎬ然此种标本ꎬ与
其定期消毒ꎬ不如置于干燥而通风之室内保存[２１] ꎮ
３.４　 结核病的预防　 学校结核病的预防涉及教员与

学生两类群体ꎮ 近代ꎬ结核病是导致世界范围内教员

死亡的重要传染病ꎮ “据各国统计ꎬ教员之死亡原因

中最堪注目者ꎬ实为肺结核(肺痨)ꎮ 在今日肺结核ꎬ
可视为超越年龄、性别、阶级、职业等问题ꎮ 故对于教

员之肺结核不可不认为关系于教育方面之事业” [２０] ꎮ
学校教员责任重大、任务繁重、休息时间不足ꎬ以致个

体健康状态堪忧ꎬ易于罹患结核病ꎮ “教员因职务之

关系ꎬ最易起身体之障碍然以职务之繁重与时间

之无余晷及万恶之社会的压迫ꎬ致不知不觉破坏个人

之健康者ꎬ实为国家之大可虑者” [２０] ꎮ 学校卫生专家

呼吁有关部门要对教员作定期体检ꎬ并承担结核病教

员的保险ꎮ
学校要关注教员的身体状况并定期体检ꎮ “身体

检查可于每年的 ６—７ 月举行ꎬ其应检查而记录之事

项:(１)体格ꎻ(２)年龄与体格之关系ꎻ(３)任职年数与

体格之关系ꎻ(４)肺结核数ꎻ(５)肺结核之 Ｐｉｒｑｕｅｔ 氏皮

肤反应之施行ꎻ(６) 肺结核与 Ｐｉｒｑｕｅｔ 氏反应之阳性ꎻ
(７)疾病及其统计数ꎬ皆应列表记载之以备查考” [２０] ꎮ
地方教育机构与国家应对教员结核病及因病致死给

予保险ꎮ “此二种保证皆为吾人所希望者ꎬ是所

以国家保险之应及乎教员者也” [２０] ꎮ
结核病的预防在学校传染病预防中具有重要意

义ꎮ “小学校乃培养健康国民之所在ꎬ故小学校中之

结核预防ꎬ实不啻(仅)为未来国民之结核预防” [２０] ꎮ
对学童肺结核的预防措施:(１)儿童入校之初ꎬ即先行

身体检查ꎬ若确诊罹患肺结核之重症者ꎬ即不能入校ꎬ
且要送至林间学校ꎮ 林间学校起着隔离与治疗的双

重作用ꎮ “林间学校之主义ꎬ在使既罹结核者不罹此

症ꎮ 盖结核预防之根本的意义ꎬ不仅将既罹结核者行

隔离及将其所排出之病毒消毒已也ꎬ且若不求断根之

方法ꎬ则传染不绝” [２０] ꎮ (２)培养学童读书、写字的正

确姿势ꎬ加强肺部运动ꎬ预防肺结核ꎮ “凡不必送入林

间学校之儿童ꎬ例如胸廓形不良而虑其日后易罹肺疾

患之儿童ꎬ则教员方面应注意其普通授课期中读法或

书法等姿势ꎬ又在体操时间内体操教员尤应注意儿童

之运动ꎬ如强壮肺部之运动ꎬ编入体操课中占其时间

之一部ꎬ于肺结核预防上当有效也” [２０] ꎮ (３) 学校与

社会联动预防ꎮ 肺结核的预防不仅要在学校实施ꎬ社
会预防设施也应跟上ꎮ 政府应设立肺结核防治机构ꎬ
不仅对患者进行隔离治疗ꎬ对其家属也应作看护方法

与预防方法的劝告ꎬ必要时与红十字会联络[２０] ꎮ

４　 结语
学校是“社会最有组织之教育机关” [２２] ꎬ是培养

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摇篮ꎬ学校卫生是民族自强的根本

方法ꎮ 学校师生是“能接受新思想” [２３] 的群体ꎬ所以ꎬ
“学校卫生是一项以少量经济投入却产生明显效果的

活动”ꎬ学校卫生的实施可惠及家庭卫生与民众健康ꎬ
“学校为社会最有组织之教育机关ꎬ宣传力集中ꎬ可以

赖家庭戚友而散布ꎬ苟能由此而推广各项卫生事业ꎬ
则未曾入学校之民众亦可得受相当公共卫生之设施ꎬ
对于民众健康之保障ꎬ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ꎮ 故学校

卫生之办理ꎬ实为要图” [２２] ꎮ 近代中国各种急慢性传

染病猖獗ꎬ预防传染病既是实施学校卫生的重要缘

起、又是学校卫生的重要内容ꎮ 中国学校卫生在学

员、教员传染病的预防与挂图、动植物标本等贵重校

具消毒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ꎬ回顾近代中国学校传

染病预防史ꎬ可作知新之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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