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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河北省卫生工作面临着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困难局面ꎬ中小学学校卫生更难以得到

保障ꎮ 针对这种状况ꎬ河北省委省政府组织中小学校通过有效的宣传、开展科学合理的卫生健康教育ꎬ逐步探索出一套完

整的中小学生疫病防治及健康教育体系ꎬ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条件ꎬ推动了学生及广大人民群众卫生意识的提高ꎬ确立了

河北省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方向ꎮ 对当前中小学健康教育和卫生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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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ꎬ疫病时有发生ꎬ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ꎮ 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出发ꎬ高
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ꎬ制定可行性方针政策ꎬ采取积

极有效措施ꎬ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ꎮ 学校卫生作

为公共卫生体系重要组成部分ꎬ也被提上了重要日

程ꎮ 针对建国初期儿童青少年身体孱弱、学校卫生基

础落后、工作重视不够等问题ꎬ河北省一方面加大对

学校卫生工作的投入ꎬ一方面强化学生健康意识ꎬ培
养文明卫生习惯ꎬ改善校园环境ꎬ减少学生健康危害

因素ꎬ以期提高学生健康水平、防病能力ꎮ

１　 河北省中小学学校卫生宣传与组织工作的特点

１.１　 以“运动”的方式抓工作　 建国初期的卫生工作

不仅是防病治病、维护健康ꎬ更有政治含义ꎮ １９５２ 年

美国在朝鲜战场实施细菌战ꎬ并用飞机在我国东北、
青岛等地投掷苍蝇、蚊虫、老鼠等带菌昆虫及媒介物ꎬ
对我国发动细菌战争[１] ꎮ 在此背景下ꎬ党和政府充分

运用政治优势和群众基础ꎬ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动

员ꎬ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ꎮ 河北省以

此为契机ꎬ掀起了全省学校卫生运动高潮ꎬ把爱国与

卫生运动相结合ꎬ倡导学生“讲卫生、爱祖国”ꎬ积极开

展灭蝇捕鼠、扫除垃圾、预防疾病和卫生习惯的养成

教育ꎮ 在这一时期ꎬ涌现了不少模范卫生学校、卫生

小能手ꎮ 石家庄市休门小学在爱国卫生运动中ꎬ全体

师生齐心协力ꎬ效果明显ꎬ不仅改善了校园环境卫生ꎬ
保持学校经常性整洁ꎬ而且除“四害”的成绩突出[２] ꎮ
建国初期ꎬ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ꎬ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ꎬ全省中小学在爱国卫生运动

中打破传统卫生理念ꎬ注入爱国主义的价值导向ꎬ将
个人与国家利益契合在一起ꎬ加强了中小学生做好爱

国卫生运动的自觉性ꎬ使学校卫生教育活动呈现出日

益蓬勃的态势ꎮ
１.２　 卫生与教育部门“双管”促工作 　 建国初期ꎬ河
北省学校卫生工作遵照上级指示ꎬ卫生与教育部门联

合开展ꎬ教育部门确定学校卫生工作具体方针、任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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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卫生防疫站负责技术指导ꎬ并在内部设置“学校

卫生科”ꎬ安排专人定期对各校卫生工作进行业务指

导和督促检查ꎮ 各级学校校内成立“学校保健指导委

员会”ꎬ校内学校卫生工作由校长负责ꎬ并配备保健箱

和保健教师(专 / 兼职)ꎮ 一些学校吸收卫生骨干组成

卫生队ꎬ协助学校进行卫生宣传和检查工作ꎬ成为学

校卫生工作的重要力量[３] ꎮ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ꎬ河北

省大部分的城市和农村学校都开展了学校卫生教育

工作ꎬ覆盖学生 ３０ 多万[４]１２ꎮ 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的

合作ꎬ使学校卫生工作做到“卫生”与“教育” 双管齐

下ꎬ未出现失衡现象ꎮ 各学校保健指导委员会的建

立ꎬ不但使两部门有了固定交流的平台ꎬ也达到了各

学校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的良好效果ꎮ
１.３　 抓住“关键”培养专业化工作力量　 高素质的保

健教师队伍是构建学校卫生工作体系的关键ꎬ卫生保

健教师专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学校卫生工作质量ꎮ
建国初期ꎬ河北省各县市区纷纷举办保健教师培训

班ꎬ１９５５ 年通县利用假期时间培训 １００ 多名保健教

师ꎬ利用省里发放的保健教材做学习材料ꎬ讲授“四大

原则报告”和月经常识ꎬ在培训中采取多种教学方法ꎬ
观看模型、影片ꎬ并结合教材进行讲解[５]２３－２９ꎮ １９５６ 年

沧县专员公署举办了 ５ 次训练班ꎬ培训 ４００ 多名保健

教师[６] ꎮ 通过培训、观摩及交流ꎬ强化了保健教师专

业理念和能力ꎬ使传统上对保健教师的定位向专业角

色转变ꎬ既促进了河北省中小学校卫生保健工作发

展ꎬ又适应了建国初期的实际需要ꎮ

２　 河北省中小学学校卫生工作经验

２.１　 对于学生个体ꎬ积极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良好

的卫生习惯不但能够使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更有序地

生活ꎬ而且还能预防常见病的发生ꎬ从而拥有更强健

的体魄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河北省学校卫生工作重

点强调培养儿童青少年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１９６３
年河北省颁布 « 关于加强学生卫生工作的联合通

知» [７]中强调培养学生个人卫生习惯ꎮ 河北省各级学

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掀起了清洁“个人卫生”的热潮ꎮ
张家口市在各小学中倡导养成文明卫生生活习惯活

动ꎬ利用早读时间检查个人卫生ꎬ并订立卫生标兵评

比制度ꎬ对讲卫生的学生进行表彰[５]３１－３２ꎮ 唐山市在

市区内各中学采用班主任、校医协作方式ꎬ经常了解

学生个人卫生情况ꎬ对其休息、睡眠、生活和学习时间

进行安排ꎬ个人卫生习惯及伙食营养予以卫生监督与

指导ꎬ此外要求班主任必须对学生负责[８] ꎮ 河北省在

消除学生不良卫生习惯工作中ꎬ采取多元化、多样化

方式ꎬ引导学生养成科学卫生的习惯ꎮ 虽然由于时代

背景所限未能取得理想成效ꎬ但其纠正了学生的不良

卫生行为和习惯ꎬ使学生掌握了各种卫生保健、体育

锻炼等知识ꎬ以正确的方法有效维护了学生健康ꎬ在
整体上推动了河北省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进步ꎮ
２.２　 “家、校、学”互动ꎬ营造卫生氛围 　 学生每天的

生活、学习与家庭密不可分ꎬ为更好地推动中小学生

健康管理ꎬ家庭、学校、学生三者之间亟需形成良好的

互动ꎬ保障其身心健康发展ꎮ １９５５ 年河北省学校卫生

计划工作中明确提出定期开家长会ꎬ向家长宣传卫生

知识的要求[５]４１ꎮ １９５６ 年秦皇岛市对西盐务、跃华路、
蓬莱路 ３ 所小学进行健康状况调查ꎬ发现 ９８７ 名学生

中ꎬ沙眼检出率为 ８５.９２％[９] ꎮ 面对体检结果ꎬ学校进

行调查发现ꎬ主要是由共用毛巾、脸盆等生活用品传

染所致ꎮ 由于学生中大多是工农子弟ꎬ家长卫生意识

淡薄ꎬ不能正确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ꎮ 为改

变这一状况ꎬ３ 所学校以班主任、保健教师为主力ꎬ以
班级为单位ꎬ逐一到患眼病学生家里进行家访ꎬ与家

长密切联系ꎮ 此外还利用家长座谈会向家长播放卫

生宣传片宣传简单易懂的卫生知识ꎬ借以丰富家长的

卫生常识ꎬ提高家长的卫生水平ꎬ督促其成为孩子生

活中的榜样ꎮ 处于成长期的中小学生ꎬ科学的卫生观

念尚未形成ꎬ家庭卫生习惯和家长的行为对中小学生

健康的行为方式、正确卫生理念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

的影响ꎮ 所以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与家长联

络ꎬ同时也对家长提出不断提升自身卫生素质的要

求ꎮ 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卫生知识的获得和卫生行

为的养成提供有利的土壤ꎮ
２.３　 从思想观念上摆脱“封建”束缚ꎬ重视女生青春

期健康 　 建国初期ꎬ旧社会封建迷信思想仍然存在ꎬ
如把女性月经这种正常生理现象看作是肮脏又淫秽

的事ꎮ １９５６ 年河北省在制订学生青春期卫生教育引

导工作方案中ꎬ强调对女学生进行经期卫生教育和心

理疏导[１０] ꎮ 唐山市女一中特别注重对女学生的经期

教育ꎬ每学期末准备经期卫生报告ꎬ除此之外ꎬ课间利

用院内小黑板对女生进行卫生知识宣传[１１] ꎮ 但个别

学校对女生生理卫生教育不够重视ꎬ导致女生经期卫

生教育工作出现停滞、不平衡的情况ꎮ １９５９ 年保定市

学生卫生健康抽查中发现ꎬ保定三中、前卫路小学、县
学街小学对卫生不重视ꎬ缺乏经常性的防病监管ꎬ经
期不卫生造成了大多数女生月经不调[４]７８－８１ꎮ 针对这

种不良情况ꎬ学校认识到错误并马上进行补救ꎬ在学

习、生活方面对女学生给予照顾ꎬ并对女生宣传月经

卫生常识ꎬ还配备女保健教师负责心理疏导ꎮ 通过多

方面、多层次加强女生的经期保健、心理疏导、营养保

健教育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ꎮ 河北省多数在校女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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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经期卫生知识开始正视自己的生理现象ꎬ并从思

想上根除了对月经的羞愧和恐惧ꎮ 建国初期对学生

青春期健康的关注ꎬ对当前的中小学生青春期教育、
性教育依然具有借鉴意义ꎮ
２.４　 对教育和卫生部门形成制度约束ꎬ定期进行学生

健康体检　 解放初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ꎬ学
生的身体健康问题不断恶化ꎬ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

注ꎮ 为随时了解学生健康情况ꎬ做到常见病早发现、
早救治ꎬ１９５８ 年起ꎬ河北省开始在全省中小学进行每

年 １ 次的健康体检ꎬ其中规定中等以上的学校每年进

行 １ ~ ２ 次健康检查ꎬ小学每年进行 １ 次(有条件的可

以 ２ 次)ꎬ并为每名学生建立健康卡片[１２] ꎮ 但在实际

的学生体检工作中ꎬ受到人力、物力等诸多因素限制ꎬ
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的开展ꎮ １９５９ 年ꎬ石家庄市休门

小学和师范附小对 １ ３６６ 名学生进行全面的健康体检

时ꎬ遇到了人力不足、缺乏体检器材等困难ꎬ便采取短

期培训高年级学生协助基本体检工作和借用体检器

材的办法ꎬ如期顺利完成任务[１３] ꎮ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

在人力、物力、财力紧张的情况下ꎬ仍尽最大的努力促

使学生健康体检长效机制形成ꎮ 通过定期进行学生

健康体检ꎬ 使学校、家长都能够掌握学生的身体健康

状况ꎬ从而可及时采取预防和处置措施保证中小学生

的健康ꎬ使得学校卫生的健康管理更趋规范和科学ꎮ

３　 河北省学校卫生工作的探索性和开创性意义

建国初期学校卫生工作体现了党在教育方针上

对学生健康的关注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毛泽东在«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

们的教育方针ꎬ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

方面都得到发展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９] ꎮ”无论是学生健康教育工作ꎬ还是学校卫生服

务工作ꎬ都体现了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ꎮ 深入

学生群体ꎬ加强与家庭的联络ꎬ认真调查研究ꎬ及时发

现学校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ꎬ为学生家庭排忧解

难ꎬ体现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ꎮ 经过建国初

期的实践ꎬ为河北省在今后的学校卫生工作中建立卫

生应对机制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经验ꎮ
３.１　 科学规范的卫生管理为学生健康成长创造了条

件　 身体素质是其他素质的前提和基础ꎮ 建国后ꎬ为
及时对学生常见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ꎬ政府

定期在中、小学开展健康体检ꎮ 河北省在人力、物力、
财力紧张的情况下ꎬ仍然想办法从各处抽调器材ꎬ号
召组织学生、教师等协助体检ꎬ最大限度地顺利完成

体检工作ꎮ 经过几年探索与努力ꎬ河北省大部分中小

学能够定期进行追踪、观察学生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

况ꎬ使学校卫生的健康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和科学ꎮ 这

一系列工作和付出ꎬ不仅为河北省中小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提供有利条件ꎬ还为其未来的健康成长提供了

保障ꎮ
３.２　 以点带面推动学生及广大群众卫生意识的提高

多数在校学生的卫生观念比较淡薄ꎬ如不注意个人卫

生ꎬ不良生活习惯偏多ꎬ缺乏预防疾病意识ꎬ由此增加

多发病感染的概率ꎮ 通过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ꎬ学生

了解到健康教育的重要性ꎬ获得基本的卫生常识ꎬ掌
握了各种卫生、保健、防病等方法ꎮ 学生在学习和生

活中逐渐学会健康生活ꎬ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ꎬ使个

人卫生的清洁和保持实现常态化ꎮ 作为社会一员ꎬ广
大学生把了解掌握到的基本卫生常识ꎬ防病、控病的

方法传播给家人和朋友ꎬ影响到更多的群众ꎮ 这对在

全社会形成讲卫生、爱健康的良好文明风气ꎬ带动广

大群众卫生意识的提高具有积极意义ꎮ
３.３　 承前启后确立了河北学校卫生工作的发展方向

建国后的十几年里ꎬ开展学校卫生工作是河北省公共

卫生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举措ꎮ 近代河北由于经济、
文化等原因ꎬ学校卫生工作相对其他省市较为落后ꎬ
只在个别地区小规模的开展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在党和

政府的关怀下ꎬ河北省学校卫生工作在零基础上建立

起来ꎬ工作由单一走向多元化ꎬ稳步推进ꎬ逐渐走向成

熟ꎮ 在总结革命战争时期军民医疗卫生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ꎬ在学校卫生领域也实行了“面向工农兵、预防

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

生工作四大方针ꎮ 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ꎬ河北省中小

学学校工作出现经费短缺和师资力量不足等现象ꎬ学
校工作政策的实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ꎮ 但推动

了建国初期河北省学校卫生工作的进程ꎬ为河北省七

八十年代学校卫生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奠定基础ꎬ确立

了未来河北省学校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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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生更倾向于选择白水ꎬ可能是因为男生的基础代

谢[１４]和能量消耗均高于女生[１５] ꎬ且相同身体活动形

式下体重大的个体消耗的能量高于体重轻的个体[１２] ꎬ
也可能与个人喜好等因素有关ꎮ

本研究发现ꎬ不同 ＢＭＩ、体表面积人群饮水行为存

在差异ꎬＢＭＩ 越大ꎬ每次饮用白水的量越多ꎮ 中国四城

市居民夏季饮水量调查和一项美国的研究也得出相

似的结论[１２ꎬ１６] ꎮ 肥胖人群每天排汗较多ꎬ为保持体内

水分平衡会增加饮水量[１２] ꎬ可能是造成 ＢＭＩ 较大者

每次饮用更多白水的原因ꎮ 但有的研究表明ꎬＢＭＩ 和

饮水量呈负相关[１７－１８] ꎬ因此尚需进一步的人群试验验

证ꎮ 本研究发现ꎬ体表面积越大ꎬ每次饮水量越高ꎮ
研究表明ꎬ皮肤无感水分丢失与体表面积呈正相关ꎬ
体表面积越大ꎬ水分丢失越多ꎬ因此每次饮水量越

大[１９] ꎮ
由此可见ꎬ调查对象存在一定比例的不良饮水行

为ꎻ饮水行为在不同性别、ＢＭＩ 调查对象间有差异ꎻ随
着饮水次数的增加ꎬ每次饮水量减少ꎬ但是饮水量增

加ꎮ 需要针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有侧重地开展饮水行

为宣教ꎬ科普健康饮水知识ꎬ提高他们对饮水的重视ꎬ
改善饮水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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