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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是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于安徽绩

溪县召开的«青春期科研协作组»第一次会议决定编

辑出版的ꎮ «学校卫生情况交流»(季刊)是它的前身ꎬ
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儿少卫生教研

室负责编辑ꎬ徐苏恩教授担任总编辑ꎬ张国栋、欧阳壬

官、赵俊、闫承锐等担任副总编辑(以上 ５ 位统称为创

刊总编)ꎬ安徽省蚌埠市卫生防疫站学校卫生科邓书

读负责出版发行ꎬ面向全国儿少卫生和学校卫生专业

人员与保健教师ꎮ 由此以来ꎬ一路走了 ４０ 个春秋ꎮ
１９８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学校卫生情况交流»创刊(试

刊)ꎬ在安徽亳县印刷厂印刷ꎬ蚌埠市保健教师祝曼特

监印ꎬ首期发行 ９ ０００ 份ꎮ
１９８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在浙江建德县召开的«学校

卫生情况交流»第 ２ 次编委会决定ꎬ从 １９８１ 年起更名

«学校卫生»ꎬ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题写刊名ꎮ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ꎬ安徽省委批准«学校卫生»杂

志公开发行ꎬ６ 月 ４ 日在安徽省屯溪市(现黄山市屯溪

区)举办«学校卫生»杂志创刊 ５ 周年纪念活动ꎬ卫生

部卫生防疫局和彭德怀元帅夫人蒲安修致函祝贺ꎬ张
国栋、欧阳壬官、赵俊、闫承锐等创刊专家主持ꎬ邓书

读先生安排笔者为大会起草«我国儿少卫生与学校卫

生研究进展»的主旨报告和闫承锐教授组织的«儿童

少年形态、机能指标综合评估研究方法»的专题报告ꎬ
使我有机会第一次直接面对面地聆听了 ５ 位创刊总编

的点评指导ꎬ特别从理论思维、流行病学推理上阐述

诠释ꎬ让我这个儿少卫生与学校卫生的门外汉、流行

病和卫生统计学的新讲师茅塞顿开ꎬ一扫个人的那点

自信与自负ꎬ看到了差距之大、信息之迟和文章之钝、

思维之拙ꎬ是创刊总编们破格把只有卫生专业成教大

专和卫生部环境卫生高师班学历的我ꎬ列入了«学校

卫生»杂志第一批 １０ 名特约编辑之中ꎬ让我参加«学

校卫生实用统计方法汇编»和专题教学ꎬ近距离接受

总编们教诲ꎬ并逐渐学会文稿编辑ꎮ 在邓书读、陈寿

瑜老师指导下评阅编修文稿数百篇ꎮ
时光如梭ꎬ杂志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ꎬ１９８９

年始季刊改为双月刊ꎬ原卫生部委托«学校卫生»杂志

社承办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筹备与成立大会事宜ꎬ笔
者有幸在原中国卫生营养促进会秘书长、«学校卫生»
杂志创刊顾问、卫生部卫生监督司施承斌主任医师ꎬ
副秘书长、«学校卫生»杂志创刊副总编邓书读主任医

师举荐下ꎬ参加了中国学生营养促进会筹备组ꎬ在中

共中央书记处科技组顾问于若木身边作文字服务ꎬ也
就在这次会议接待工作中ꎬ接待了德高望重«学校卫

生»创刊总编、著名预防医学与儿少卫生专家徐苏恩

教授以及原本拜识的张国栋、欧阳壬官、赵俊、闫承锐

和邓书读等创刊总编ꎬ给我提供了聆听讲学、讨论点

评的绝好机遇ꎬ特别是对我们在没有任何经费资助的

情况下坚持多年参加由闫承锐、邓书读直接组织指导

的“儿童青少年体质与健康综合评价的方法研究”的

课题研究和在邓书读、陈寿瑜老师策划下组织«学校

卫生保健丛书»和«中国健康教育丛书»的编写ꎬ予以

格外的关注和爱护ꎮ 徐苏恩教授专门为«学校卫生保

健丛书»赋诗点赞ꎬ为其作序ꎬ并撰«健康教育是学校

卫生的首要任务»一文ꎬ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ꎻ欧阳壬

官、闫承锐为«中国学校卫生保健»作序撰文ꎬ并点评

审修ꎻ张国栋教授为«中国学校卫生保健手册»作序、
审读和点评ꎮ 在我 １９９４ 年离职退休后ꎬ徐苏恩教授格

外关心丛书和论著的编撰ꎬ仅在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 年间ꎬ多
次托陈寿瑜问询进展情况ꎬ还提供国内外的专业新信

息ꎮ 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后ꎬ专门托请陈寿瑜

主任庆贺ꎬ在年底以超 ９０ 的高龄ꎬ为我写了明信片小

诗以资鼓励ꎬ并提名让我与老人家合作联名著文ꎮ 还

有创刊顾问施承斌先生在 １９９８ 年对我写的第一部学

校卫生专业知识———«小学保健老师工作手册»给予

了支持ꎬ是他老人家陪我送书稿到中国科学普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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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ꎮ
上海赵俊主任医师ꎬ自在屯溪会议庆祝«学校卫

生»杂志 ５ 周年纪念拜识后ꎬ在 １０ 周年纪念会前ꎬ专
门给我寄来“黄山合影”ꎬ并强调“学校卫生管理要跟

上学校卫生专业的发展ꎬ才能保持强劲ꎬ培训教育也

是一种管理”ꎮ 这给我后来涉猎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卫生防疫管理和妇幼保健管理有很大教益ꎮ 从而促

成了闫承锐副总编主持的全国第一次学校卫生管理

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卫生防疫站召开ꎮ 并为后来于

１９８９ 年全国高校卫生保健管理学术会议在宜昌市召

开奠定了基础ꎬ从而启动了学校卫生管理研究ꎮ 后

来ꎬ应上海市卫生局软科学研究会约请ꎬ成功运用“模

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ꎬ专门对上海市学校卫生监督

指标作了综合评估ꎬ颇受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和«上海

预防医学»杂志的点赞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ꎬ在上海举办ꎬ由谢丽珠社长操持的

纪念«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创刊 ２０ 周年学术会议ꎬ专
门发表了由我统筹ꎬ杨丽娟、黄桂兰、翟梅华合作的

“杂志收稿与刊稿统计”“投稿作者与地区分析和刊稿

作者的单位分布”等 ３ 篇稿务统计报告ꎬ别开生面地

展示了全国学校卫生研究的分布状况ꎬ我和原编辑部

袁长江主任编写的«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大事记ꎬ记录

了杂志 ２０ 年走过的足迹和出版的成绩ꎮ 在创刊 ２０ 周

年纪念大会上ꎬ徐苏恩教授尽管行动多有不便ꎬ他老

人家在会议之余ꎬ专门约我在前厅详尽地了解«中国

学校卫生保健»的出版发行情况ꎬ当听到发行一版、再
版ꎬ印数累计过万册时ꎬ他老人家兴奋地说“奇迹、奇
迹ꎬ我没有看错”ꎮ 遗憾地是在这个喜庆而又温馨的

大会上ꎬ再看不到闫承锐教授的身影ꎬ因患帕金森病

卧床不起了ꎮ 我亦属花甲ꎬ故我在会后将个人收集的

２０ 年的杂志ꎬ全部赠送给帮助基层耐心指导我们的同

济医学院儿少卫生和妇幼保健学系吴汉荣教授ꎬ供教

学科研参考ꎬ使其发挥更大社会效益ꎮ
弹指一挥间ꎬ袁长江社长操持的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中

国学校卫生»杂志的创刊 ３０ 周年纪念会议在武汉召

开ꎬ我们有机会在主席台就座ꎮ 这一个十年ꎬ后浪推

前浪ꎬ新人倍出ꎬ事业兴旺ꎬ虽经历意外火险ꎬ及时得

到卫生部、安徽省政府和中华预防医学会、蚌埠市各

级领导的关怀和同仁友好的资助ꎬ在袁长江社长的带

领下ꎬ全体员工振奋精神、克服困难ꎬ团结协作ꎬ火灾

次日编辑部首先恢复工作ꎬ确保刊物按时出版ꎮ 并完

成了邓书读顾问、袁长江社长编辑的“忆往昔、看今

朝:«中国学校卫生»辉煌 ３０ 年”的纪念画册ꎮ 正是这

个时候ꎬ邓书读先生坚持指导ꎬ卫生部 ２００９ 年列选的

课题———“儿童少年体质健康综合评价”在吴汉荣教

授主持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ꎮ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第 ６ 期发表了李无为、吴汉荣策划的“综

合评价方法在学校卫生研究中的应用” 一文ꎮ ２０１４
年ꎬ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标准委员会发

布«儿童青少年发育水平的综合评价» 卫生标准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５ 日正式实施ꎮ 这里凝聚了中国学校卫

生杂志创刊总编特别是闫承锐、邓书读、欧阳壬官、张
国栋ꎬ以及陈寿瑜老师的长期坚持ꎬ１０ 年、２０ 年乃至

３０ 年的策划、点评、撰文、质疑和诠释的执着ꎮ 迄今ꎬ
创刊总编相继离世ꎬ唯邓书读老总编 ２０１５ 年与我们合

署ꎬ发表在«中国学校卫生»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儿

童少年发育水平的综合评价› 卫生标准的研制与应

用»一文可以告慰ꎮ 我和邓书读先生是在科学的春天

为我给全国第一届儿少卫生学术会议递交的“对眼保

健操防近功能的咨询”一文开始神交函往ꎬ多年来ꎬ策
划专题研究ꎬ专著编写达二三十次之多ꎮ 我们撰写 ２０
余篇专题论文、报道他都转呈陈寿瑜老师处理ꎬ从来

不和我们作任何形式的联署ꎮ 这一次破例ꎬ他了却了

闫承锐老总编策划的ꎬ也是他身体力行组织研究的

“综合评价方法”ꎬ联系实际、着实落地、形成标准、成
为范本ꎬ完成了闫承锐教授的未竟事业ꎬ才和我们联

署有了第一次握手ꎮ 然而这也是与邓书读先生最后

一次握手ꎮ 可惜一位活跃在我国学校卫生事业界著

名的学校卫生社会活动家、儿少卫生学家却在 ２０１８ 年

初因病去世ꎬ我为先生、尊师、挚友深感惋惜ꎮ
斗转星移ꎬ时间也乘上了高铁动车ꎬ«中国学校卫

生»杂志创刊 ４０ 周年随着共和国 ７０ 周年同期到来ꎬ
«中国学校卫生»杂志ꎬ早由 ３０ 周年纪念会时的副社

长李红影担任社长主持工作ꎮ 她格外尊重各位创刊

总编ꎬ对病中的邓书读先生关怀有加ꎬ尊之为表ꎬ敬之

为师ꎻ是她继续了谢丽珠、袁长江社长对我们的支持

帮助ꎬ给予空间ꎬ尤其是对老一代创刊总编们的敬重ꎬ
格外让我钦佩ꎮ 新一代的年轻人扛大旗、挑重担ꎬ风
生水起、繁荣活跃ꎮ 我想徐苏恩、张国栋、欧阳壬官、
赵俊、闫承锐和邓书读 ６ 位创刊老总编在天之灵ꎬ一定

感到舒馨宽慰ꎮ 天外开眼ꎬ创刊老总编看到的是一派

生机盎然的学术繁荣ꎻ一队后人俊秀的日照中天ꎻ一
帧崭新时代的美丽画卷ꎻ一个伟大梦想的真性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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