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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廷安(１８９８—１９４８ 年)ꎬ广东省香山县人ꎬ是我

国“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 [１] “京、平、沪卫生

教育ꎬ多赖李氏倡导[２] ꎮ”１９２６ 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

院(以下简称“协和”)ꎬ１９２９ 年获哈佛大学公共卫生

博士学位ꎬ１９２９—１９３２ 年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长

(以下简称“一所”)ꎬ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任上海市卫生局

局长ꎬ全面抗战时期先后任卫生署委任的华南地区防

疫专员和防疫大队队长、中央卫生实验院(中国医学

科学院前身)院长、中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教

授和主任、华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及附属医院院

长ꎮ 抗战胜利后创建广州中央医院ꎬ同时担任岭南大

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广州中央医院和博济医院

院长等职务ꎮ 因积劳成疾ꎬ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６ 日李廷安在

广州去世ꎮ «中华医学会»(英文版)的“献辞”称李廷

安是“公共卫生先驱者中的真正一人” [３] ꎻ陈志潜[４] 称

他是“(协和)以公共卫生为事业的第一位毕业生”ꎻ麦
锦城[５]在«中国学校卫生»发文ꎬ称李廷安是“中国学

校卫生的先驱者”ꎮ

１　 关注学校卫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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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李廷安关注学校卫生可追溯

到 １９２５ 年ꎬ他在对广州卫生的调查中发现ꎬ“尽管一

些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采取了某些措施ꎬ但学校没有

实施学生卫生检查ꎬ卫生部门也没有实施对存在身体

缺陷学生进行治疗的规定ꎮ 学校卫生部门没有得到

加强[６] ꎮ”李廷安认为ꎬ“我国学校卫生甚为幼稚ꎬ近年

来ꎬ北平、上海等处已有一二学校牙科、眼科、耳鼻喉

科诊所之设施ꎮ 虽范围不大ꎬ已开我国学校卫生之新

纪元[７] ꎮ”
李廷安发现学生身体健康状况堪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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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学童共有 ８２２ 人ꎬ其中 ５４２ 人有阳性反应ꎬ这就证明

６０％以上有肺痨病[８] ꎮ”
实施学校卫生意义重大ꎬ因为学校卫生关系到学

童的健康与学业ꎬ而学童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ꎬ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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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与学业又影响到国家富强ꎮ 李廷安将学校卫生的

重要性概括为以下 ３ 点:“(一)欲求国家之安存ꎬ先须

有健强之民族ꎮ 而健全人民之培养ꎬ宜从青年入手ꎮ
因是学校卫生之重要ꎬ皆为列强政治大家所公认ꎮ 此

其重要者一也ꎮ (二)学校卫生为必须事项ꎬ例如儿童

健康之养成ꎬ校内传染病之预防ꎬ校舍之卫生设备ꎬ卫
生教育之实施等事ꎬ皆不能忽略ꎮ 故凡完善之学校皆

有学校卫生之设施ꎮ 此其重要者二也ꎮ (三)公共卫

生为一经济问题ꎮ 据可靠之统计ꎬ如政府年用若干举

办卫生事项ꎬ因其能减少疾病ꎬ提高健康而增进工作

能力ꎬ所得无形之利益足以抵偿用费而有余ꎮ 学校卫

生亦然ꎬ如教育卫生机关有完善之学校卫生设备ꎬ学
生疾病自然减少ꎮ 种种因病而起之损失均能挽回ꎮ
此其重要者三也[７] ꎮ”

在如何效果最大化地运用卫生经费上ꎬ李廷安发

现ꎬ在近代所有公共卫生事务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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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是学

校群体中“他们的头脑能接受新思想、年纪尚轻易于

形成卫生习惯、矫正可能尚未形成不可修复的伤害的

缺陷ꎬ通过对在学龄儿童中流行传染病的预防接种ꎬ
而获得免疫力[９] ꎮ”

实施学校卫生教育较家庭卫生教育、社会卫生教

育效果更佳ꎮ 实施卫生教育ꎬ“以学校卫生教育为尤

宜ꎬ更以小学及中学为尤要[１０] ꎮ”因为“小学为一国国

民所必经之场所ꎬ至少须历五六年之久ꎮ 于此期内ꎬ
授以相当之卫生智(知)识ꎬ养成良好之卫生习惯ꎬ甚
易见效ꎬ而植健康之基ꎮ 更于中学而再加以灌输与训

练ꎬ必可养成多数之健全国民矣ꎮ 如学校卫生教育ꎬ
果已普及ꎬ则家庭卫生教育与社会卫生教育亦可迎刃

而解ꎮ”

２　 提出学校工作卫生内容

李廷安在«学校卫生概要»中ꎬ将学校卫生工作内

容概括为传染病预防、体格检查、疾病矫治、校舍卫

生、体育训练、卫生教育[７] ꎮ
２.１　 传染病预防　 预防接种已被世界认为是预防传

染病的有效方法:含种牛痘、白喉毒素抗毒素注射、伤
寒疫苗注射与霍乱疫苗注射 ４ 种ꎮ 种牛痘可免疫天

花ꎬ每 ３ 年施种 １ 次ꎻ注射白喉毒素抗毒素可免疫白

喉ꎬ免疫功效十分长久ꎻ伤寒疫苗注射可防伤寒ꎻ霍乱

疫苗注射可防霍乱ꎮ 上述各种预防工作远比治疗重

要ꎬ学校当局应尽力普及之ꎮ 传染病隔离:幼童时期

最易感染各种传染病ꎬ如水痘、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

炎、麻疹、流行性耳下腺炎、急性脊髓前角炎、猩红热、
天花、败血性喉痛与百日咳等ꎬ尤为危险ꎮ 如家长查

见儿童患病ꎬ不应送其上学ꎮ 教员、医师与护士可每

早在课室内注意检查ꎬ如发现有学生患病时ꎬ即送其

回家ꎬ不许上课ꎮ 予以隔离ꎬ以杜其传染ꎮ 凡因病离

校之学生ꎬ病愈回校时ꎬ在未上课之前ꎬ亦应验明ꎬ是
否尚有传染之可能性ꎮ 如确无危险时ꎬ 方可准其

续课ꎮ
２.２　 体格检查　 对于学生体格检查的重要性ꎬ李廷安

认为ꎬ“凡身体一有缺点ꎬ不独能减少个人之求学能

力ꎬ且能引起日后之重症ꎮ 例如ꎬ龋齿及扁桃腺肿胀

常为心脏病之先驱ꎮ 营养不良易罹肺痨ꎮ 所以各生

应受健康检查ꎬ认为有病者宜及早矫正之ꎮ”最好每年

对学校学生进行体格检查ꎬ“检查时应注意之点ꎬ为体

重、体高、营养、及肤、视力、听力、耳官、鼻官、牙齿、扁
桃腺、淋巴腺、甲状腺、心脏、肺脏、疝气、包茎与整形

异常等[７] ꎮ”
２.３　 疾病矫治　 只有针对查出之体格缺点进行矫治ꎬ
体格检查才有意义ꎮ 一经查出体格缺点ꎬ教员可致函

家长ꎬ请其早日延医矫治ꎮ 为方便学生矫治疾病起

见ꎬ当局应有各种矫治疾病之设备ꎮ “如因财政不充ꎬ
不克(能)设立治疗机关ꎬ则可与附近医院订立优待学

生治疗疾病办法ꎮ”李廷安强调ꎬ“在治疗之时ꎬ当注意

早期肺痨与传染病ꎬ如有查出ꎬ当即予隔离ꎮ”
２.４　 校舍卫生　 学校卫生设备应由卫生人员施行检

查ꎬ并将其不良状况予以改善ꎮ 校舍卫生之范围极

广ꎬ特别须注重者为“课堂须宽大ꎬ光线充足ꎬ空气流

通ꎬ温度适宜ꎬ打扫清洁ꎬ桌椅高低适度ꎬ学生有自用

之手巾、面盆与饮杯ꎮ 饮食品皆熟煮ꎬ厕所洁净而足

用ꎬ游戏场所宽广ꎬ避火设备完全ꎬ并有学校卫生室ꎬ
以为办理一切卫生之用ꎮ”
２.５　 体育训练　 运动能锻炼身体ꎬ增进血液之循环ꎬ
使各部同时发育ꎬ又能发展学童之活泼、快乐、敏捷、
勇敢、冒险、自治与合作之精神ꎬ以养成完善之人格ꎮ
“我国对于体育素不讲求ꎬ身体精神由是不能发达ꎮ
所以体育训练ꎬ理宜提倡ꎮ”
２.６　 卫生教育　 学校设卫生课程ꎬ目的有二:“一为养

成儿童之卫生习惯ꎬ使其对于增进健康、预防疾病有

充分之知识ꎮ 一则使儿童对于公共卫生具有真确之

观念ꎮ”卫生习惯是健康要素ꎬ儿童富于模仿ꎬ此时加

以培养ꎬ易形成好习惯ꎮ 个人清洁具体包括ꎬ“每星期

应沐浴 １ 次ꎬ每日早晚刷牙ꎬ每日运动 １ ｈꎬ每晚有 ８ ｈ
以上之睡眠ꎬ按时大便ꎬ按时食饭ꎬ饭前及大小便后洗

手ꎬ打嚏时以手帕蒙盖口鼻ꎬ不可随地吐痰等ꎮ”中学

卫生宜注重生理卫生ꎬ其中以个人卫生、预防疾病之

方法与公共卫生之观念数种较为重要ꎮ 学校卫生工

作皆含有卫生教育之意义ꎮ 校医与护士应用各种机

会养成学童之卫生观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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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施学校卫生

３.１　 “一所”的学校卫生 　 “一所” 创立于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ꎮ 新中国北京市卫生局首任局长严镜清在«缅怀李

廷安教授»一文中高度评价兰安生创立的“一所”ꎬ“协

和有了卫生事务所ꎬ学生可在所内及地段内参观、实
习ꎬ可以参加工作ꎬ也可以在地段做调查研究ꎬ取得调

查与研究的数据等ꎬ使公共卫生的教学与研究取得了

一个飞跃的进步”ꎮ
如果说兰安生是“一所”的设计者ꎬ那么李廷安则

是“一所”的建设者ꎮ 李廷安 １９２６ 年于“协和” 毕业

后ꎬ到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出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前ꎬ除了教

学、出国学习和做科研工作外ꎬ大部分时间从事创立

事务所内外的各项卫生工作ꎬ并于 １９２９ 年底到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担任“一所”所长ꎮ 严镜清回忆李廷安在“一

所”的开创性工作ꎬ“说来容易ꎬ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初

创工作ꎬ是从摸索工作开始的ꎮ 他从实际工作中ꎬ从
探索、研究、总结中得出初步结论ꎬ又以结论在实践予

以继续改进ꎬ逐步写成一本著作ꎬ打印的英文大约有

数十或百页ꎮ 原文为 «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１ｓｔ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ｉｏｎ»ꎬ可译为«关于北京第一卫生区事务所

的各项工作的批判性讨论»ꎬ简称为‘批判性讨论’”ꎮ
李廷安在北平时期ꎬ“每星期一次聚集全所工作人员

讲解各项工作ꎬ每次讲 １ 项工作ꎬ约 ２ ｈꎬ并回答问题或

进行讨论ꎮ 讲解各项工作的用意、目的及理论ꎬ当时

的做法和改进意见ꎬ并将可进行的调查、研究结合起

来ꎮ 这些讲解、叙述、改进和调查研究都与当时世界

上学术科研与论著结合在一起ꎬ 写在批判性讨论

之内ꎮ”
李廷安将“一所”的学校卫生工作分为医疗服务、

学校卫生和健康教育[９] ꎮ 学校的医疗服务包含体格

检查、缺陷矫正、学校诊疗、预防接种和护理服务ꎮ 其

具体内容有:(１)体格检查ꎮ 入学后ꎬ对每名学生做全

面体格检查ꎮ 体格检查团队包含 ２ 位内科医生、１ 位

耳鼻喉科医生、１ 位眼科医生、１ 位牙科医生和 ２ 位护

士ꎮ 检查发现ꎬ最流行的身体疾病是沙眼、牙痛和扁

桃体ꎮ (２)缺陷矫正ꎮ 没有缺陷矫正的体格检查是徒

劳的ꎮ 但是确保缺陷矫正不是容易之事ꎮ 它有 ３ 个主

要障碍ꎬ即经费困难、部分父母的无知、设备缺乏ꎮ 北

平已尝试按下列方式解决问题:无论何地ꎬ当要对学

生提供身体矫正时ꎬ有关机构要尽可能根据学生所属

的经济状况ꎬ做出安排ꎮ “一所” 周围有 ３ 所医疗机

构ꎮ 需要放射或行扁桃体摘除、疝切开等手术的学生

将交给医院ꎮ 诸如疥疮、虱病、癣、甲状腺肿大等小缺

陷将在学校诊室处理ꎮ 经验表明ꎬ要在矫正缺陷方面

取得某种成效ꎬ不仅需要具有必要的设施ꎬ而且需要

少的费用甚至免费ꎮ 对于沙眼ꎬ在学校已建立了特别

诊室ꎬ学生可免费治疗ꎮ (３)学校诊疗的目的在于治

疗患小病的学生与适当处理患有更严重疾病的学生ꎬ
除了在学校邻近的地方ꎬ３ 所学校共享 １ 个诊疗室ꎮ
学校卫生室建于每所学校ꎬ护士每天早上定时巡视学

校ꎬ医生根据需要关注的学生人数ꎬ每周每所学校巡

视 ２ ~ ３ 次ꎮ 医生治疗由护士提交的病人ꎬ监督全面的

工作ꎬ会见前来咨询的父母ꎮ 医生随时应召诊治急诊

病人ꎮ (４)预防接种是保护学龄儿童免受健康危险的

一项主动措施ꎮ １９２５ 年顺利地开始集体接种天花疫

苗ꎻ对于猩红热与白喉ꎬ开始了狄克试验(检猩红热感

受性)与锡克试验(检白喉免疫力的皮内试验)ꎮ (５)
护理服务ꎮ 强调学校卫生工作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护

理服务质量ꎮ
李廷安认为ꎬ卫生意味着通过建造合适的教学

楼ꎬ购买卫生设施和材料ꎬ提供通气良好、光线充足、
足够卫生的厕所设备等ꎬ为学生提供愉快的、健康的、
优美的环境ꎮ 然而ꎬ由于经费原因ꎬ实际执行起来非

常困难ꎮ 每年学校开学前ꎬ医生对卫生设施做彻底检

查ꎬ对于需要改善的建议提供给学校当局ꎮ 护士负责

监督学校的日常卫生ꎬ定期汇报ꎮ
李廷安提出ꎬ健康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以下方式

确保健康的生活:(１)养成与实行有益于健康的习惯ꎻ
(２)掌握必要的健康常识ꎻ(３)提高个人与社区的健康

意识ꎮ 只有与家庭、社区紧密结合ꎬ学校卫生工作才

能取效ꎮ 换言之ꎬ父母、老师、医生、护士与其他机构

将一起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ꎮ 要是一些机构在该

方面不作为ꎬ不仅另一些机构的责任增加ꎬ而且整体

努力的结果也将受限ꎮ
由于认识到教师在学校卫生工作计划中的重要

性ꎬ教师健康俱乐部在不同的学校组织起来ꎮ 最少每

月举行 １ 次会议讨论有关健康问题ꎬ向教师传授健康

知识ꎬ培育教师、医生、护士间的合作和友善精神ꎮ 在

教育局的帮助下ꎬ将采取进一步措施ꎬ计划为小学教

师成立“健康夏令营”ꎮ
３.２　 上海的学校卫生 　 １９２９ 年ꎬ李廷安刚获得哈佛

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学位ꎬ就被借调到上海办理学校卫

生ꎮ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ꎬ李廷安被上海市卫生局委任

为第四科科长ꎬ负责该科公共卫生ꎬ主管传染病防治、
学校卫生和医疗服务ꎮ 李廷安努力推进学校卫生工

作ꎬ成绩显著ꎮ “卫生部次长刘瑞恒、顾问兰安生、司
长严智钟、铁道部技正胡宣明等ꎬ于 ６ 月 ３ 日来沪ꎬ视
察卫生局经办各政ꎬ由卫生局长派科长李廷安ꎬ陪往

市立时化、比德等小学ꎬ实地考察卫生局新近创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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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卫生工作实施情形ꎬ均颇满意[１１] ꎮ”
李廷安主要从以下方面在上海实施学校卫生:

(１) 创建卫生教育研究机构ꎬ加强学校卫生教育ꎮ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参加教育局举行的学校卫生促进会

筹备会ꎬ讨论并通过«学校卫生促进会章程» [１２] ꎬ指出

“本会以提倡并促进学校一般的卫生事业为宗旨ꎮ”积

极促成全国性的卫生教育研究机构成立ꎬ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全国卫生教育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举行第 １ 次筹

备会ꎬ１６ 日举行中华卫生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ꎬ决定

将“全国卫生教育研究会”改名为“中华卫生教育研究

会”ꎬ李廷安当选为执行委员ꎮ (２)举办暑期卫生讲习

会ꎬ促进学校卫生ꎮ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ꎬ国民政府教育、卫生

两部决定联合在上海举办暑期卫生讲习会ꎬ以提倡卫

生教育ꎬ促进学校卫生ꎮ 会期定 ７ 月 ２２ 日开始ꎬ至 ８
月 １７ 日完毕ꎬ会员限 １００ 人ꎮ 资格分甲、乙 ２ 种ꎬ甲种

是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所选送者ꎬ已由教育部通令各

省ꎬ如期选派来沪ꎮ 乙种是中小学教职员ꎬ经审查合

格者ꎬ可先至筹备处报名ꎬ听候审查ꎮ 用费除学杂费

免收外ꎬ其它均须自备ꎮ ８ 月 １ 日上午ꎬ李廷安讲授

«学校卫生»ꎬ下午学校卫生表演ꎬ由李廷安负责指导ꎬ
全体会员均参加[１３] ꎮ ８ 月 ７ 日上午李廷安讲授«小学

校学生结核病预防法» [１４] ꎮ (３)举办上海市第 １ 届学

校卫生人员训练班ꎮ 鉴于教职员与学生之关系最为

密切ꎬ“欲谋学生卫生程度之增进ꎬ端赖教职员随时随

地ꎬ予以熏陶ꎬ而教职员本身之卫生教育ꎬ确有补充ꎬ
以促注意之必要[１０] ꎮ”教育、卫生两局会同筹设第 １ 届

学校卫生人员训练班ꎬ由教育局分令沪南、闸北、高桥

等三区市立及已立案之私立中小学校校长、事务主

任、训育主任、体育教员、卫生科教员等ꎬ必须出席听

讲ꎮ 即于沪南区内之市党部、闸北区内之和安小学

校、高桥区内之高桥小学校内ꎬ分班训练ꎮ (４)举行晨

间检查与卫生谈话ꎮ 为鼓励学童注意清洁起见ꎬ曾在

办理学校卫生的小学ꎬ举行晨间检查共 １９ 次ꎮ 注意于

学童口齿、面部、头发、手及衣服等是否清洁ꎬ并讲刷

牙、洗手、沐浴等对于身体之利益ꎮ 由办理学校卫生

人员ꎬ向学生个人或全班做卫生谈话ꎬ以唤起学生对

于卫生习惯实行之兴趣ꎬ及理解卫生常识为主旨[１０] ꎮ
上海市实施学校卫生始于 １９２８ 年 １ 月ꎬ“仅有 ６

个市立小学内试办ꎬ其时受益学生仅 ３ ０００ 人[１５] ꎮ”
１９２９ 年 ２ 月李廷安任卫生局第四科科长后ꎬ以学校卫

生为工作重点ꎬ次年“增至 １４ 校ꎬ受益学生已增至七

千人ꎮ 工作项目亦即增加ꎮ” 就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

后ꎬ积极推进学校卫生ꎬ到 １９３２ 年ꎬ办理学校卫生的学

校数量与受益学生数量ꎬ“扩充至 ５８ 校ꎬ受益学生达

２５ ０００ 人[１５] ꎮ”

４　 结语

李廷安将近代公共卫生理论运用于中国办理学

校卫生ꎬ并将办理学校卫生的经验用英文写成«学校

卫生概要»ꎬ经美国哈佛大学卫生学院、美国纽约市卫

生教育设计会、“协和”卫生科兰安生教授、卫生部金

宝善司长、姚永政、“一所”方颐积所长、陈志潜、上海

特别市卫生局朱季青等修改翻译成中文ꎬ１９２９ 年 ９ 月

国民政府卫生部向全国办理学校卫生者推荐此书ꎬ
“详加审核修正ꎬ对于学校卫生之理由与实施方法ꎬ特
加详载ꎮ 各地方办理学校卫生者ꎬ足资为依据也ꎮ”并

于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ꎮ 兰安生对此书作

了高度评价:“环顾东西各国ꎬ对于学校卫生之实施、
卫生教育之发展ꎬ有此普及全国之计划者ꎬ余尚未之

见也[１６] ꎮ”李廷安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贡献还体现

在妇女儿童卫生、传染病防治、劳工卫生、乡村卫生等

多个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ꎮ 李廷安“具有作为一名

科学家、领导者和朋友的一切可以值得仰慕的品质ꎬ
他也具有克服不可想象的困难和经受肉体上的痛苦

考验的品质[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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