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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对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间国家相关部委发布的学校健康政策文件的梳理ꎬ分析其中关于学校健

康教育工作要求和健康教育内容的变化发展情况ꎮ 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于明确学校健康教育的定位、任务和要求ꎬ从课程、
课时、师资的设立和配备ꎬ建立评估考核机制ꎬ拓展教育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推动学校健康教育规范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

指导作用ꎬ但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ꎮ 需加强顶层设计ꎬ完善政府牵头、多部门协调的综合性学校健康促进政策ꎬ进一步明

确学校健康教育的内容、管理与评价要求ꎬ切实做好学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作ꎮ
【关键词】 　 健康教育ꎻ学生保健服务ꎻ政府政策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９３　 Ｇ 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９￣１２８４￣０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ｆ￣
ｆｏｒｔｓ / ＬＹＵ Ｓｈｕｈｏｎｇ∗  ＬＩＵ Ｚｈｉｙｅ 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ｒｏｎｇ ＬＵ Ｙ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ａｉｍｓ ｔｏ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０ ｔｏ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 ｉ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ｂｕｉｌｔ ｉｎｔｏ ａｌｌ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ｅｖｅｌ
ｍｕｌｔｉ￣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ｃａｌｌ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ｏｌｉｃｙ

　 　 学校健康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可以体现决策者

的观念和态度ꎬ并影响到健康促进行动的开展和资源

的利用ꎬ同时也是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工作的依据ꎬ与
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成效具有密切关系ꎮ 通过

对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官网发布的学

校健康政策(未上网的早期文件通过提及的名称搜

索)的检索ꎬ查阅到国家及有关部委颁布的学校健康

相关政策 １５７ 项ꎬ其中明确提及健康教育的重要文件

４７ 项ꎬ此外学校疾病防控文件中均有提及健康知识宣

传等ꎮ 本文重点梳理学校健康政策中健康教育工作

要求和教育内容的变化发展ꎬ为完善学校健康教育政

策提供参考ꎮ

１　 学校健康教育课程和评价要求不断细化

１.１　 从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并设置课程到学科渗

透　 １９９０ 年«学校卫生工作条例»首次提出把健康教

育纳入教学计划ꎬ要求普通中小学必须开设健康教育

课[１] ꎮ １９９２ 年«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
要求全日制小学和普通初中开设健康教育课ꎻ具备师

资等条件的每周至少 １ 学时ꎬ尚无条件者可由不定期

的讲座逐步过渡到定期的健康教育课[２] ꎬ但仍有近一

半的中小学未能开设[３] ꎮ １９９４ 年ꎬ教育部对全日制小

学、初级中学课程(教学)计划进行调整ꎬ为减轻学生

课业负担调减了其他课程的时间ꎬ但首次提出健康教

育课应达到每周 ０.５ 课时[４] ꎬ从政策上保障了学校健

康教育的规范开展ꎮ 至 ２００１ 年ꎬ为改变课程结构过于

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ꎬ在义务

教育课程中健康教育不再单独设置ꎬ与中小学相关学

科课程进行渗透和融合ꎬ初中设立体育与健康课[５－６] ꎬ
这是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变化ꎬ也成为后期争议

的焦点ꎮ 考虑到农村学校的特点ꎬ２０１２ 年教育部强调

农村中小学应在地方课程中安排必要课时ꎬ保证场

地、设施满足体育、 卫生和健康教育教学需要[７] ꎮ
２０１１ 年«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 [８]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６)对学

校健康教育的形式(正式课堂或者多种形式)、载体课

程(«体育与健康»或者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课
时(每学期 ６ ~ ７ 课时) 等做出规范性说明ꎬ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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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ꎮ
１.２　 学校健康教育评价体系初步形成并运用 　 １９９５
年国家教委制定«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方案(试行)»ꎬ从
教学基础、教学过程、教学效果等维度对学校健康教

育给出了科学、全面、可比、可行的具体评价方案ꎬ包
括学校健康课时、教材与教具、教学计划、教案、授课

质量、开课率、书面考核、实际操作等 ２０ 项指标ꎬ进一

步强化健康教育每周 ０. ５ 课时的要求(列入正式课

表) [９] ꎮ 该方案发布积极促进了中小学健康教育内

容、课时和评价管理的落实ꎮ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年ꎬ健康教

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的学校数、拥有健康教育专(兼)
职教师的学校数、健康教育开课率、学生健康教育课

本拥有率、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和行为形成率等被纳

入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中期和终期考核指

标[１０－１１] ꎬ对考核评估促进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具

有一定积极的意义ꎮ ２０１６ 年«健康促进学校规范»就

开设健康教育课ꎬ设定健康教育课的内容ꎬ健康教育

课有教学计划、教案、教具和教学评估ꎬ健康教育的课

时安排等提出规范性要求[１２] ꎮ 此外ꎬ健康促进学校创

建、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形成率等也被纳

入到相关规划目标和工作指标ꎬ制定评价标准ꎬ规范

工作[１３－１６] ꎬ推进了全国层面学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工

作的有序开展ꎮ

２　 学校健康教育内容不断拓展

２.１　 规范学校健康教育内容　 我国 １９９２ 年即提出按

小学和中学不同年龄段划分健康教育内容并列出具

体教学大纲[２] ꎬ逐渐要求城乡各类学校加强健康行为

养成教育ꎬ重点做好心理健康、控制吸烟、环境保护、
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病、意外伤害等健康教育工作[１３] ꎬ
健康教育内容越来越丰富和标准化ꎬ工作要求也向多

样化发展ꎮ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中小学健康

教育规范»将中小学健康教育内容分为健康行为与生

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

健、安全应急与避险五大领域ꎬ并细分不同学龄段教

育内容ꎬ强调与学生认知水平和需求对应[８ꎬ１７] ꎬ成为指

导学校开展健康教育的基础性文件ꎮ ２０１７ 年«普通高

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高校健康教育内

容包括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性与生殖

健康、安全应急与避险 ５ 个方面[１８] ꎮ 不同年龄段学生

教育的主题和内容均有不同侧重ꎮ
２.２　 拓展学校健康教育内容　 针对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时有发生的形势ꎬ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多项学

校卫生和健康教育政策ꎮ 如结合季节性、突发性传染

病及食物中毒的预防ꎬ安排必要的课时开展健康教

育[１９] ꎻ各级各类学校将传染病包括结核病、血吸虫病、
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纳入健康教育内容和学校教学

计划[２０－２３] ꎬ明确不同学段艾滋病、血吸虫教育目标、教

学内容、课时标准[２４－２５] ꎻ针对甲型流感、手足口病等传

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断预警ꎬ要求利用健康教

育课、班会、队会、讲座、板报等形式开展健康教育[２６] ꎮ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ꎬ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经历了政策酝酿期、政策体系成型

期、政策完善与实施的深化期等阶段[２７] ꎬ成为学校健

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１９９３ 年教育部发文要求从

２０００ 年秋季开学起大中城市有条件的中小学、小城镇

及农村的中小学逐步创造条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２８] ꎮ
２００２ 年出台、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明确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原则、目标、任
务与内容以及课时的安排要求[２９] ꎮ

学生近视、龋齿、肥胖等常见病防治ꎬ禁毒控烟、
意外伤害预防、营养教育、食品安全、运动等健康行为

养成以及环境保护等主题内容在政策文件中被反复

提及ꎬ中医药文化等也被要求纳入健康教育内容ꎬ保
证教育时间ꎮ 反映出学校健康教育内容不断丰富ꎬ作
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ꎬ旨在全面提升学生健康素

养ꎬ促进身心健康发展ꎮ

３　 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３.１　 健康教育课程设置未能落实　 ２００１ 年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后健康教育课渗透到相关学科中ꎬ不再独立

设置ꎬ虽然倡导了教育的多元化和综合性ꎬ解决了一

些地方健康教育不落实的问题ꎬ但实践上存在课时竞

争、体育课与健康教育融合性较差的问题ꎬ且载体课

程«体育与健康»中健康教育内容多侧重于运动健康ꎬ
缺乏系统性[３０－３１] ꎬ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学校健康教育

工作ꎮ
３.２　 健康教育师资不足　 学校健康教育课主要由体

育老师兼任ꎬ班主任和保健老师承担健康教育活动的

组织和指导ꎬ同时各科任课老师要求结合学科特点进

行渗透ꎮ 但相应师资由于缺乏系统的培训ꎬ健康教育

知识技能储备不足[３２－３４] ꎬ且各自承担教学任务ꎬ没有

时间精力ꎬ难以完成健康教育学科教学和渗透要求ꎮ
３.３　 健康教育教材缺乏　 小学阶段健康教育主要整

合在«品德与社会» «科学» 中ꎬ中学主要整合在«生

物»«科学» «体育与健康»中[３５] ꎮ 尽管有相应的课程

标准ꎬ但很难实现分阶段系统的健康教育目标ꎻ部分

开发的健康教育地方和校本教材也不系统规范ꎻ教师

开展健康教育需上网查阅资料ꎬ既加重教师负担ꎬ也
无法保证信息的科学准确ꎮ
３.４　 健康教育内容庞杂　 学校是开展教育的最佳场

所ꎬ各部门都希望工作延伸至校园纳入健康教育内

容ꎮ 受在校时间、课时等因素制约ꎬ如果不能有机整

合、资源共享ꎬ势必给学校和师生造成负担ꎬ导致健康

教育流于形式ꎬ效果不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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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建议

检索文件受检索路径和网站收录的影响可能存

在疏漏ꎮ 但是总体上能看出学校健康教育政策经过

不断调整、修订和发展ꎬ进一步明晰了学校健康教育

的定位、任务和要求ꎬ推动学校健康教育有序快速发

展的清晰脉络ꎬ至今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ꎮ 但也存在

缺乏综合性学校健康促进政策ꎬ课时、师资配备等政

策落实不到位ꎬ教学内容、方法与评价不能适应素质

教育发展需要[３６] ꎬ健康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ꎮ 为此建

议:(１)将学校健康教育放在健康中国背景下ꎬ以“大

卫生、大健康”理念进一步梳理完善学校健康教育健

康促进政策ꎬ将健康融入所有学校健康政策中ꎬ从政

策层面体现政府牵头、多部门配合、社会—家庭—学

校共同配合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的要求ꎮ (２)
真正落实学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评价工作ꎬ完善相关

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ꎬ将评价考核结果与学校的

绩效考核挂钩ꎬ更好地促进学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规

范有序的开展ꎮ (３)保证健康教育课时设置、师资和

教材ꎮ 以指导纲要为基础ꎬ有机整合心理健康、食品

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中医传统文化等相关内

容ꎬ区分学校、家庭、社会需承担的教育职责和内容ꎬ
根据不同学生特点规范教育内容和形式ꎻ编写系统权

威的健康教育教材或配套读本供中小学校使用ꎻ打造

健康教育师资队伍ꎬ为健康教育专兼职老师的薪酬、
晋升、定期培训等提供政策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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