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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近代西学东输袁西方卫生学传布到中国袁传播近代卫生学理论知识袁转变国人的卫生观

念袁对近代公共卫生政策制订与机制的建立袁开展卫生活动具有重要影响遥 文章论述清末民国时期
医学家丁福保关于卫生学方面的主要译述著作袁分析其特点与作用袁探讨近代卫生学传播对社会
变迁的深刻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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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卫生文献著述传播的研究袁史学界已

面系统介绍西医的经典著述遥 近代卫生学伴随西医

有一些成果袁但总体研究比较薄弱袁主要是关于近代

的传入而出现袁最早由传教士传播到中国袁如英国人

传教士在华的西医著述及活动研究袁介绍传教士翻

傅兰雅译著 叶化学卫生论曳尧叶孩童卫生编曳尧叶幼童卫

译的西医著述及卫生医疗活动袁如李传斌著叶近代来

生编曳尧叶初学卫生编曳尧叶居宅卫生论曳等袁成为当时较

华新教医学传教士的西医译著曳渊叶中华文化论坛曳

全面重要的近代卫生学著作遥 晚清近代中国人对于

圆园园缘 年第 员 期冤袁张玉莲著叶传教士与十九世纪中国

卫生更加关注袁 并将卫生与强国保种的救亡政治结

期冤遥

与卫生学的著述传播者袁改良家郑观应撰叶中外卫生

医 疗 事 业 现 代 化 启 蒙 曳 渊叶 历 史 研 究 曳圆园园苑 年 第 员

合袁一些报刊刊登关于卫生学的论述袁出现一些西医

关于中国人的医学著述方面的专门研究较少袁

要旨曳袁医学家赵元益参加翻译叶保全生命论曳等遥 丁

论及丁福保在中日医学文化交流中的贡献袁 介绍丁

福保是其中代表遥 丁福保是江苏无锡人袁 著名医学

福保的医学著述及其影响的有牛亚华著 叶丁福保与

家袁通中西医学袁通晓日文遥 员愿怨缘 年甲午战争后晚清

广谦著 叶丁福保生平及其著述曳渊叶医古文知识曳圆园园猿

翻译日本的西学著述袁医学也是如此袁大量西医尧卫

为对象袁 研究丁福保在近代卫生学传播中的著述及

委派赴日本考察医学袁购回大量医书专心译述袁刊印

近代医学交流曳渊叶中国科技史料曳圆园园源 年第 源 期冤袁尹

政府对日本留学开放袁大批国人东渡日本留学袁纷纷

年第 员 期冤遥 本文以清末民国时期著名医学家丁福保

生著述从日文转译到中国遥 员怨园怨 年丁福保被清政府

其特点袁探讨卫生学传播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遥

书籍袁成就斐然遥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

一 尧叶卫生学问答曳及其影响
清末民初关于医学尧卫生学的译述很多袁受到近
代西学东渐尧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影响遥 西方教会
出于传播宗教的需要袁将西医传播到华袁出现一批医
学传教士袁推动近代医学与卫生学的传播遥 传教士
以医学为媒介促进传教袁建立教会医院并翻译出版
大量近代医学尧卫生学的书籍袁如合信翻译的叶西医
五种曳袁包括人体解剖尧内科学尧妇幼科尧外科学袁是全

的过程中袁 丁福保著述丰富袁 具有重要的贡献遥 从
员怨园愿 到 员怨猿猿 年他翻译日本医学书籍 远愿 种袁 名为
叶丁氏医学丛书曳遥 丁福保的医学著述有 愿园 多种袁其

中有大量介绍西医理论与临床治疗的书籍袁 有部分
介绍传播近代卫生学知识遥
丁福保卫生学著述影 响较大的是 叶卫生学问

答曳袁撰于光绪 圆缘 年袁次年刊刻袁最早是 员怨园园 年由山

西武备学堂刻印的袁 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卫生学
著作遥本书依据叶保全生命论曳尧叶初学卫生编曳等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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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学译著袁结合中国传统养生与医学著作而写成袁

卫生要求袁如野筋肉之卫生冶包括野适当之食物冶袁野适度

是阐述近代卫生学知识原理的重要著作遥书分九章袁

之使用冶袁野压迫之害冶袁野烟酒茶咖啡之害冶袁野烟酒有大

上下两编袁上编七章袁包括总论尧全体尧饮食尧起居尧微

害于筋肉之生长袁嗜之者似用以恢复肉之疲劳袁其实

生物尧体操尧治心袁介绍详尽的个人卫生保健知识袁下

不然袁当用时固能精神亢奋袁血液速行袁似大得其益袁

编两章为论医病浅理和论医学门径袁介绍浅近的医

及过后而反受其反动袁徒累体力之消耗耳遥 茶与咖啡

学知识遥 在总论中他开宗明义指出袁卫生学是野讲求

其害虽轻于烟酒袁然亦以不用为是遥 冶咱圆暂成为当时影响

保养身体之法冶袁阐述简明纲要院野脏腑脉络其功用宜
略知也袁饮食起居其宜忌须研究也袁人与微生物终日
争战袁此物竟之对显也遥 多用心则脑髓部生长甚速袁
肉筋部不能耐苦袁故体操与治心宜并重也遥 素问曰

很大的卫生普及性书籍遥 丁福保著 叶蒙学卫生教科
书曳袁以卫生学联系生理学和解剖学袁让儿童了解诸如
野微生物冶 之类新名称袁 将近代卫生知识纳入常识教
学袁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遥

圣人不治己病治末病袁不治己乱治未乱袁此之谓也袁

丁福保关于卫生学的科学普及著述袁 如食品营

是为上编遥既病矣袁宜稍知补救袁检方书宜稍知门径遥

养卫生叶食物新本草曳尧叶家庭新本草曳等书袁介绍近代

韩子曰记事者必提其要袁篡言者必钩其元袁此之谓

西方营养学与食品卫生的知识袁如糖类尧脂肪及蛋白

也遥 冶

质等营养素知识袁以及维他命的概念等袁较早引入近

咱员暂员

叶卫生学问答曳以问答形式袁浅近通俗介绍近代

代食品与卫生的概念知识遥养生保健类叶用科学来改

卫生学知识袁附有人体器官图 员苑 幅袁内容将传统养

造中年后之命运法曳尧叶最真确之健康长寿法曳 等袁注

生与近代卫生保健相结合袁从人的生理尧饮食卫生尧

重以西方卫生科学进行个人身心保健袁 改变不良生

起居清洁尧运动锻炼尧心理卫生等方面阐述健康之

活习俗方式以求健康遥 他指出院野我国人何以易于衰

道袁指出养生要旨是重视呼吸尧脏腑尧皮肤尧睡卧尧被

老耶袁衰老之原因甚多袁而由于习惯风气之不良袁其

服尧房屋尧养心等袁主要侧重个人的卫生健康袁然而与

大端也遥 如恃儿孙奉养之习惯袁皆为我国所固有袁因

传统的养生书籍不同袁叶卫生学问答曳突破传统养生

之皆不思独立自活袁不思自己一生劳动生活袁此实为

学的范畴袁以西方科学为依据袁将西方卫生科学知识

使人易于衰老之恶习惯遥今之中年以后之人袁必须自

纳入养生健康范围袁介绍西方医药治疗知识袁中西医

己奋发袁力矫此习遥 冶咱猿暂主张以冷水浴尧运动尧饮食尧精

学入门门径袁并提出卫生与国家相关的近代卫生观
念院野卫生学与国家大有相关也遥 美国古兰肥勒所撰
之保全生命论曰袁没有人具八分精力袁因不谨慎而减
至五六分袁遂不能做八分之功夫袁岂不可惜遥 一家多
此等人袁则一家穷矣袁一国多此等人则一国穷矣遥 如

神调适等方式改善身心遥丁福保所著叶实验却病法曳袁
就是译自德国体育家都德的叶体力养成法曳袁阐述 员怨
招哑铃练习法袁锻炼筋肉骨骼遥总之丁福保关于卫生
健康方面著述很多渊表 员冤袁涉及卫生学原理尧预防疾

病方法尧强身健体的方式等袁系统介绍近代卫生科学

有人既能保全其八分之精力袁又不昏昧度日袁不但有

知识袁内容丰富袁通俗易懂袁多次刻印袁影响很大袁对

益于一身袁实则有益于国家遥 冶

于近代卫生学知识的传播尧 国民卫生观念与行为的

咱员暂缘

他从国家自强的角

度阐述卫生的重要性袁认为野有吾身而后有家有国有
天下袁而后有各种交涉袁于是学问兴焉遥 奢谈平治之
学袁顾于吾身之生理袁先以茫然遥 是谓本末倒置袁故

改变具有很重要的作用遥

三 尧丁福保卫生学著述的特点及影响

论为学之次第袁当以卫生学为首务遥 欧西各国卫生

丁福保译著的卫生学书籍具有鲜明特征袁 一是

一门袁往往输入学堂功课袁家传而曹习之遥 冶故而野广

内容全面尧浅近袁通俗易懂袁容易被大众接受袁社会普

版再版袁对普及卫生知识影响极大遥

生学的水平袁有利于卫生知识的普及教育遥 如叶卫生

搜博采袁辑其精要袁设为问答袁以授学童遥 冶

咱员暂圆

此书一

二尧卫生学的教材及普及著作

及性较强袁价格低廉袁出版发行量较大袁反映当时卫
学问答曳出至十六版袁所编叶蒙学卫生教科书曳袁更发
行达十万部袁影响很大遥与清末传教士著述的卫生类

丁福保的著述具有很强的社会普及性袁首先卫

著作袁如英国人傅兰雅译著叶化学卫生论曳尧叶初学卫

生学教材有四种袁丁福保译述日本齐田功太郎的叶高

生编曳尧叶居宅卫生论曳袁 美国人嘉约翰译著叶卫生要

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曳 是比较有影响的袁 光绪 猿园

旨曳袁中华博医会出版叶公众卫生学曳等相比袁丁福保

年初版袁全书有九章袁分骨尧筋肉尧皮肤尧消化器尧循环

译著的卫生学书籍更加通俗浅近袁普及性强遥 二是

器尧呼吸器尧排泄器尧五官器尧神经系袁共 猿远 张图片袁把

著述数量多袁体裁广袁比较系统袁既有卫生学原理著

西方生理与卫生结合袁指出人体的生理构造与相应的

述如叶卫生学问答曳尧叶预防传染病之研究曳袁有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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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福保卫生学译著一览表

书名
出版时间
出版社
卫生学问答
文明书局
员怨园园
高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
文明书局
员怨园源
普通生理卫生教科书
文明书局
员怨园怨
蒙学卫生教科书
文明书局
员怨员园
实验卫生学讲本
医学书局
员怨猿园
学校健康之保护
译书公会
员怨员员
化学实验新本草
医学书局
员怨园怨
食物新本草
医学书局
员怨员猿
胃肠养生法
文明书局
员怨员园
肺痨病预防法
医学书局
员怨园愿
食物疗病法
医学书局
员怨猿怨
实验却病法
文明书局
员怨园怨
用科学来改造中年后之命运法
医学书局
员怨源员
卫生延年术
医学书局
员怨源园
怎样创造我的健康生活
医学书局
员怨源圆
现代最真确之生命观
医学书局
员怨源圆
最真确之健康长寿法
医学书局
员怨源源
怎样调理使你身体强壮
医学书局
员怨源员
老人延年术
医学书局
员怨源园
衰老之原因及其预防
虹桥疗养院
员怨源园
文明书局
预防传染病之研究
员怨员员
自然疗法
医学书局
员怨猿源

窑猿苑猿窑

养袁不可偏废袁结合中国传统中医的养生观念方法袁
对于西方的卫生保健进行新的诠释袁 并有新的创
造遥 此外丁福保的著述中体现强国保种的忧患意识
与爱国情怀袁通过著述宣传使民众野增进健康袁祛除
疾病袁更有人人之具有健康体格袁而成为一健康民
族袁以一刷吾国人体弱多病之耻冶 咱缘暂袁反映炽热的爱
国情怀遥

丁福保学贯中西医袁 他的卫生学著述具有重要
的科学普及作用袁数量多袁内容丰富袁通俗易懂袁促进
近代卫生科学教育遥晚清以来袁西方卫生学知识传到
中国袁 丁福保著述的丁氏医学丛书较之早期传教士
的译述不仅内容新尧学术水平高袁也更系统全面袁行
文流畅袁通俗易懂袁颇受中医及一般社会民众欢迎袁
在普及近代卫生知识尧 沟通中西医学方面起到了促
进作用遥丁福保译著在 员怨员园 年南洋劝业会上获优质

奖袁在万国卫生会上获优等奖遥与清末传教士著述的
卫生类著作相比袁 丁福保译著的卫生学书籍更加通
俗浅近袁普及性强袁出版发行量大袁更加适合中国民
众接受遥 丁福保致力于翻译日文西医书籍及出版卫
生 科普 著作 袁员怨园远 年他 在家 乡 无 锡 组 织 了 译 书公
会袁员怨员园 年自设野上海医学书局冶印刷出版他所编的

教科书 叶普通生理卫生教科书曳尧叶高等小学生理卫

书籍曰同年还创建中西医学研究会袁创办叶中西医学

生教科书曳袁也有卫生保健读物叶食物疗病法曳尧叶卫

报曳期刊袁及时输入境外的医学知识成果袁推动上海

生延年术曳等袁形成有系统的卫生学著述袁对于社会

成为近代医学发展的基地袁 促进卫生教育与卫生事

的近代卫生启蒙教育起到重要作用遥 三是著述中西

业的进步遥

融合袁将传统的中医养生学与近代西方卫生学相结

丁福保的著述沟通中西袁 倡导中西医汇通袁促

合袁 是卫生学从传统到近代科学的过渡转型时期遥

进中医的改良与发展遥 他在著述中除介绍卫生知识

丁福保在叶老人延年术曳中指出老人延年袁要重视传

外 袁还强调中西医结合和普及卫生防病尧健康长寿

统养生法袁如求闲适尧自足尧寄情山水尧实行静坐袁指

的知识袁将传统养生之道与现代健身相结合遥 在叶用

出老人饮食野古来养生之法袁皆以每食不可太饱为

科学来改造中年后之命运法曳尧叶最真确之健康长寿

戒袁以食止于八分为宜遥 冶 咱源暂 叶用科学来改造中年后

法曳等著述中袁丁福保将传统养身的观念方法与现代

之命运法曳 主张以西方卫生科学进行中年保健袁提

卫生科学结合袁并主张改革传统不良习气袁如隐居尧

出重视荷尔蒙尧内分泌器官变化袁改善高血压尧动脉

高谈阔论尧不思劳动进取等袁提出奋发努力袁矫正时

硬化状况袁注意食物热量尧维他命对人体影响等袁纯

弊遥 他在叶衰老之原因及其预防曳中指出精神卫生的

乎是近代卫生科学知识遥 这既与丁福保兼通中西

重要性袁在介绍西方内分泌腺尧营养尧皮肤肾脏等与

医袁会通中西的学术经历有密切关系袁也反映当时

衰老的关系袁提出情绪与衰老的关系袁指出生活取中

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近代科学的交融与冲突遥

庸之道袁适度为好袁避免情绪过于悲喜激动等袁显然

其四袁丁福保的译述与西方同类卫生学著述相比有

借鉴传统医学遥他的著述融合中西医学袁对于改良促

所区别袁有一定的创造遥 西方传教士等翻译所出版

进中医的科学化发展袁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遥

的卫生类书籍内容讲述的都是来源于西方的实验

总之袁丁福保的卫生学著述比较系统袁在丁福保

医学尧科学知识袁主要是关注个人身体健康问题或

的这些译著中袁近代卫生学知识已构成系统的体系袁

是介绍西方医学卫生知识遥 如傅兰雅著叶初学卫生

从卫生学原理尧卫生教科书到专业著作尧科学普及等

编曳袁阐述食物尧皮肤尧肌肉尧脑髓尧五官等身体的保

比较完备袁数量多袁内容丰富袁他是同时代著述卫生

健袁丁 福保 在此 基础 上 著 的 叶卫 生 学 问 答 曳则 提出

学书籍最多尧贡献较大的医学家袁系统介绍卫生学知

野养生 要旨 冶袁提出 要野养 心冶尧野品 行 冶袁身 心 二 者兼

识原理袁传播近代西方卫生科学袁产生较大的社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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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遥 清末民初袁关于公共卫生的认识逐渐受到重视袁
近代卫生学的观念已经在中国人头脑产生袁并受其
影响开始突破传统个人养生的范畴袁注重社会公共
卫生袁促进卫生的近代化遥

丁福保援 高等小学生理卫生教科书咱酝暂援 上海院文明书
局袁员怨园源院员源原员远

咱猿暂 丁福保援 用科学来改造中年后之命运法咱酝暂援上海院医学
书局袁员怨源员院员

咱源暂 丁福保援 老人延年术咱酝暂援上海院医学书局袁员怨源园院猿

咱缘暂 丁福保援 化学实验新本草咱酝暂援上海院医学书局袁员怨园怨院员

参考文献
咱员暂

咱圆暂

第 缘 期 总第 缘圆 期
20员圆 年 员园 月

丁福保援 卫生学问答咱酝暂援上海院文明书局袁员怨园园

粤 泽贼怎凿赠 燥枣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皂燥凿藻则灶 澡赠早蚤藻灶蚤糟泽 遭燥燥噪泽
遭赠 阅蚤灶早 云怎月葬燥
在匀粤晕郧 载蚤葬燥鄄造蚤

渊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袁粤灶澡怎蚤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匀藻枣藻蚤 圆猿园园猿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栽澡藻 憎藻泽贼藻则灶 澡赠早蚤藻灶蚤糟泽 憎葬泽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藻凿 贼燥 悦澡蚤灶葬 遭赠 蚤灶贼藻则责则藻贼藻凿 遭燥燥噪泽 燥枣 遭燥葬灶藻则早藻泽援 陨贼 泽责则藻葬凿

澡赠早蚤藻灶蚤糟泽 噪灶燥憎造藻凿早藻袁糟澡葬灶早藻凿 悦澡蚤灶藻泽藻 糟燥灶糟藻责贼袁葬凿增葬灶糟藻凿 澡赠早蚤藻灶藻 责燥造蚤糟赠 葬灶凿 葬糟贼蚤燥灶援 栽澡藻 葬则贼蚤糟造藻 凿蚤泽糟怎泽泽藻凿 贼澡藻

糟燥灶贼藻灶贼 葬灶凿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 燥枣 憎藻泽贼藻则灶 澡赠早蚤藻灶蚤糟泽 遭燥燥噪泽 蚤灶贼藻则责则藻贼藻凿 遭赠 阅蚤灶早 云怎月葬燥袁泽贼怎凿蚤藻凿 贼澡藻 澡蚤泽贼燥则赠 遭葬糟噪早则燥怎灶凿
葬灶凿 葬责责则燥葬糟澡 燥枣 憎藻泽贼藻则灶 澡赠早蚤藻灶藻袁葬灶凿 藻曾责造燥则藻凿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藻 燥枣 憎藻泽贼藻则灶 澡赠早蚤藻灶藻 糟燥皂皂怎灶蚤糟葬贼蚤燥灶 贼燥 泽燥糟蚤葬造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皂燥凿藻则灶 糟澡蚤灶葬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阅蚤灶早 云怎月葬燥曰澡赠早蚤藻灶蚤糟泽曰蚤灶贼藻则责则藻贼藻凿 遭燥燥噪泽

欢迎投稿

欢迎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