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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兰安生是世界著名公共卫生学家遥 他出生于中国袁也开创其公共卫生事业于中国遥 他在北

京协和医学院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公共卫生学系袁在北京建立了以第一卫生事务所为依托的城市社区
医疗卫生服务袁在河北定县指导其学生陈志潜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袁对我国公
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袁这些在中国取得的经验也为国际公共卫生学界所推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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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时代袁美国医学

籍孩子袁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遥 八岁后袁他被

科学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通过各种

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

渠道于近代进入我国袁经由中外医界人士的共同努

的学校接受教育遥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袁曾经把

力走向本土化袁最终融和为我国医学科学的重要组

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遥后来袁兰

成部分遥 其中袁美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兰安生渊允燥澡灶

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遥

月援 郧则葬灶贼冤在中国开展了前后近二十年的公共卫生教
育与实践工作袁对于中国近代医学科学和卫生保健

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遥 目前学术界虽有关于其

渊二冤在美国接受医学高等教育和就职于洛克菲
勒基金会
员怨员圆 年袁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袁他回中国和家

生平的记述袁但是尚未认真梳理相关史料袁仍有需要

人团聚袁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遥 兰雅谷表示支持袁让

加以完善之处遥 本文利用了美国洛克菲勒档案中心

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袁 又资助他

所藏的兰安生档案材料袁尝试厘清兰安生在中国的

在中国旅游了一番袁 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

公共卫生实践工作历程及其贡献袁供学界同仁参考遥

之道遥

一尧兰安生从事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渊源
渊一冤幼年生长于中国
员愿怨园 年袁兰安生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的一个加

兰安生想在美国读大学袁 但是选择哪一所大学
他起初并没有想好遥 恰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沃汉渊灾蚤糟贼燥则 灾葬怎早澡葬灶冤是兰雅谷读大学时的指导教
师袁兰安生到美国后就去拜访沃汉遥两人见面后长谈

拿大传教士家庭遥 他的父亲兰雅谷渊允葬皂藻泽 杂援 郧则葬灶贼冤

了一番袁沃汉是个有慈父风度和感染力的人袁他劝兰

是浸礼会教士袁 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专业遥

安生就读自己就职的医学院袁兰安生被他打动了袁听

员愿愿怨 年袁兰雅谷接受密歇根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委派

从了他的建议遥两人成了忘年交袁兰安生在学校读书

到宁波一所教会医院工作袁兰安生的母亲也随同他

期间常到沃汉家做客袁得到了他悉心指导遥在密歇根

到该医院做护士遥 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

大学医学院袁 兰安生度过了一段美好而又颇有收获

到去世袁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袁深受当地民众爱戴遥

的时光遥

员怨圆苑 年袁兰雅谷去世后袁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
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遥

兰安生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袁当地没有其他外

员怨员苑 年袁兰安生大学毕业后袁考虑自己未来职业

方向袁沃汉再次影响了他的人生遥 兰安生自己的打算
是学习内科袁作一名开业医生遥 沃汉是一名卫生学教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员圆原员怨
作者简介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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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做些工作袁应当成立公共卫生学系 咱员暂员员缘遥其间袁

顾临和兰安生通过接触袁彼此都非常欣赏袁兰安生称

陨匀阅冤的成员遥 沃汉同兰安生又长谈了一次袁对他讲袁

赞顾临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袁 顾临也给兰安生的工作

当一名内科医生可以赚些钱袁但是仅此而已袁而从事

提了很好的建议袁 这为两人以后在中国发展公共卫

公共卫生事业更利于他未来的发展遥 沃汉还告诉兰

生事业方面的多年合作打下了基础遥

安生袁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在世界各地开展公共卫生

员怨圆园 年袁 兰安生完成了调查任务回到美国袁之

项目袁需要人手袁他可以有机会回中国工作遥 兰安生

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袁 在这

一开始没有拿定主意袁沃汉索性替他在洛克菲勒基金

里结识了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希 渊宰藻造糟澡冤袁一

会报了名袁之后袁在 陨匀阅 工作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海
瑟尔渊灾蚤糟贼燥则 匀藻蚤泽藻则冤专程来医学院对兰安生进行了面

试遥 这次面试让双方都非常满意袁陨匀阅 决定录用兰安
生袁兰安生从此把公共卫生作为自己的职业

遥

咱员暂猿愿

位美国著名医学家和教育家遥 韦尔希是洛克菲勒基
金会的智囊袁曾经详细考察过中国的医学状况袁在北
京协和医学院的建校设计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袁后
来协和也被称为野中国的霍普金斯冶遥 韦尔希对兰安

兰安生到 陨匀阅 工作后袁 海瑟尔既是他的上司袁

生的中国背景和经历非常感兴趣袁 也很赞赏兰安生

钩虫病调查工作遥 兰安生的工作干得很出色袁海瑟

此时袁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面向全世界招聘医学

尔非常满意袁决定给他新的任务要要
要去中国湖南做

各学科第一流人才来校任教遥 员怨圆园 年 员员 月袁文森特

员怨员苑 年末袁兰安生来到湖南袁开始了将近两年

野公共卫生应当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最重要的工作领

又是他的导师遥 兰安生先被派往北卡罗来纳州从事

公共卫生调查遥

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遥 他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
了萍乡煤矿遥 在这里袁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
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袁感到非常震惊和
愤慨袁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袁写下了考
察报告袁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袁但是
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遥
在湖南工作期间袁他遇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机
遇遥 当时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组织
有 两 个 袁 分 别 是 陨匀阅 和 中 华 医 学 基 金 会 渊悦澡蚤灶葬
酝藻凿蚤糟葬造 月燥葬则凿袁以下简称 悦酝月冤遥 公共卫生和医学教
育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主要开展的两项工作袁

公共卫生是 陨匀阅 的工作任务曰悦酝月 在中国的任务是

的工作能力遥

与 悦酝月 主席理查德窑皮尔斯渊砸蚤糟澡葬则凿 孕藻葬则糟藻冤商定院

域冶袁决定在协和开始公共卫生课程袁关于由谁来开设
这门课程袁顾临向协和医学院推荐了兰安生咱猿暂遥

二尧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学科建设
员怨圆员 年袁 兰安生又回到了中国袁 他的身份是

陨匀阅 驻远东代表兼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的副教
授遥 他决心要 野把焦点放在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活

动冶咱源暂袁把协和医学院作为自己在中国开展的公共卫
生事业的基地遥

当时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发展成为一所世界
级的高水平医学院校遥 它自 员怨员苑 年建校后袁在很短

的时间里就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好的医学教育和科

建设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发展医学教育 咱圆暂遥 关于公共

研机构袁并且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医科院校之列袁其发

氏基金会一开始并没有考虑遥

学院负责人胡恒德渊匀藻灶则赠 杂援 匀燥怎早澡贼燥灶冤对兰安生很

卫生是否应当列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工作范围袁洛

员怨员怨 年袁洛氏基金会主席乔治窑文森特渊郧藻燥则早藻

展模式对于中国医学教育具有深远影响 咱缘暂遥 协和医
欣赏袁他和顾临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袁共同为兰安

灾蚤灶糟藻灶贼冤对中国做了一次考察遥 他在 悦酝月 驻华办事

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业平台遥

和长江中下游省份的卫生状况遥 顾临原来是美国驻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里袁 公共卫生事业刚

华外交官袁曾经在哈尔滨做过领事袁帮助过著名公共

刚起步遥当时的北洋政府忙于内战袁无心过问这方面

卫生专家伍连德控制东北鼠疫大流行的工作遥

的事务遥不过袁他们知道恶性传染病爆发会危及自己

处主任顾临渊砸燥早藻则 郧则藻藻灶藻冤陪同下考察了中国华北

兰安生对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了解的袁在

文森特和顾临在考察中发现这些地区卫生状况

的统治袁 所以对于公共卫生事业还是采取了支持的

非常糟糕袁由于受到军阀的控制袁地方政府根本没有

态度遥机遇与挑战就在兰安生面前袁机遇是公共卫生

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遥 在湖南他们遇到了

发展极为必要且空间广阔袁 挑战是他得不到中国政

兰安生袁了解到 陨匀阅 在这些地区除了对钩虫病做了

府的人尧财尧物力支持袁必须白手起家遥兰安生决定在

一些调查外袁基本上没有开展什么切实的公共卫生

协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教育和科研基地袁

工作遥 经过讨论袁他们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方

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开创性的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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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袁他尽量利用协和已有的资源袁扩大自己的

查尧传染病管理等曰环境卫生股院主要负责饮水尧食品

人脉遥 在胡恒德和顾临的帮助下袁他广泛联系中国

的卫生检验袁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检查等曰卫生保健

各地有西方医学背景的医务人员袁寻求他们的支持遥

股院主要开展妇幼卫生尧学校和工厂的治疗保健尧居

他前往中国北部尧中部尧南部各省份袁对当地公共卫

民普通医疗尧牙病和结核病的防治等门诊工作曰公共

生状况作了详细尧深入的考察袁与当地社会各界接

卫生护理股院 主要负责地段家庭护理 渊妇幼尧 传染

触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袁为学科建设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遥

病冤袁学校尧工厂等群体保健及全所的健康教育工作曰
总务股院负责秘书尧后勤事务工作袁并配合牙科门诊

第二袁他在协和医学院开设了公共卫生课程袁他
的教学宗旨是野要把公共卫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工

开设了一个生产保健牙刷的工厂 咱怨暂圆圆缘遥

第一卫生事务所还设立了董事会袁 负责工作计

作结合起来冶咱远暂遥 员怨圆圆 年袁兰安生在协和病理系课程

划尧经费预算尧财产保管袁聘请事务所所长等工作遥兰

兰安生为协和已经毕业的学生特别开设了补习班袁

事务所工作袁在事务所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遥

中设置了预防医学课程袁 之后袁员怨圆猿 年 愿 月至 怨 月

安生以协和公共卫生系主任的身份成为董事袁 指导

开班目的是讲授野公共卫生的教授法冶尧野公共卫生教

他一方面把事务所办成了协和公共卫生的教学

育的学理和实行冶尧野预防医学的进步冶袁该班还有协

现场袁让学生有机会去了解社区居民的卫生尧健康和

和生理学尧细菌学尧寄生虫学尧解剖学尧病理学等系教

疾病的情况和问题袁 应用他们所学习到的医学知识

员轮流演讲 遥

和技术袁 从群体角度而不是从个体角度来解决健康

咱苑暂

第三袁创建公共卫生系遥 员怨圆员 年袁兰安生作为协

和疾病问题遥另一方面袁兰安生使事务所发展成为城

和病理系的副教授袁在该系建立了公共卫生研究室袁

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实验基地袁 建成了中国第一

以此为基础筹建公共卫生系遥 员怨圆源 年袁兰安生正式

个基础医疗保健网遥这个网的基层是地段保健渊包括

创办了协和公共卫生系袁担任首任系主任遥 经过兰

学校卫生和工厂卫生冤曰 其次是医疗保健各科门诊袁

安生多年的努力袁公共卫生系后来共有 源 个研究室

再其次是合同医院渊协和医院和其他医院冤遥

学尧 城市公共卫生和乡村公共卫生袁员怨猿圆 年又附设

地段袁每个地段人口约有 缘 园园园 居民遥 地段居民的卫

渊阅蚤增蚤泽蚤燥灶冤袁其研究领域分别是生物统计学尧流行病
了 员 个生物统计学实验室遥 其中生物统计学和流行
病学是基础医学学科袁城市公共卫生和乡村公共卫

最基础的地段保健做法是把区内划分为 圆园 个

生保健工作袁由 员园 名公共卫生护士和若干护士实习

生袁通过家庭访视来实现遥 同时袁地段和事务所各科

生属于现场研究的实践领域袁这是兰安生在中国工

门诊紧密结合遥地段内发现有急性传染病患者袁立即

作的重点遥

转送附近门诊进行诊断和治疗袁 如果病情严重则送

三尧创建和领导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
兰安生完成了协和公共卫生系的创建后袁立刻
着手其独创性公共卫生实践要要
要建设中国首个城市

往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曰如患者不需要住院袁则转回地
段袁由地段护士设野家庭病床冶进行床边护理和治疗袁
并且采取必要的和可能的隔离和消毒措施遥
地段公卫护士们承担了基层保健的主要工作袁

社区医疗服务体系遥 员怨圆缘 年袁兰安生争取到了北京

她们除了假期之外袁每日进行家庭访视 缘耀员园 次遥 据

渊现属东城区冤成立第一卫生事务所渊以下简称事务

猿远 猿园园 次遥 凡经地段护士访视过的病人或病家袁不

该所行政上先归市警察厅管理袁后改归北平市卫生

的家庭记录袁 将家庭每个成员的患病及健康情况按

局袁在业务上由协和公共卫生系来负责规划和管理袁

规定的表格记录下来曰 每份家庭记录都有家庭编号

并提供绝大部分经费袁实际上成了协和医学院的附

和个人编号袁查找起来非常方便遥

市政府的支持袁与京师警察厅合作袁在北京内一区
所冤袁 所管辖和服务的人口后来达到 员园 万人左右遥

属教学机构遥

事务所年报袁员怨猿远耀员怨猿苑 年一年的访视总数就达到
仅有访视记录袁 而且事务所设立的病案室也有他们

事务所门诊是医疗保健网的中枢袁 内设有各科

事务所先分为三科袁野卫生科掌理一般卫生袁检

服务门诊尧普通门诊渊包括健康检查冤尧普通外科尧结

验饮食物品袁及饮水等曰统计兼防疫科掌理生死疫病

核病科尧牙科和妇幼保健科袁根据 员怨猿苑耀员怨猿愿 年报袁

统计袁调查死亡原因袁施行预防注射等曰保健科掌理
学校及工厂卫生袁并设有卫生诊疗所袁及公共卫生看
护袁藉以增进人民健康遥 冶 后来改为五股遥 分别是院
咱愿暂

统计兼防疫股院主要负责全区的生命统计尧死亡调

就诊人次为 猿 万多次遥 门诊设立的目的是通过治疗

来做好预防遥兰安生认为袁在中国当时社会经济和教
育落后的情况下袁 若想单纯提倡预防来实行预防是
不可能的袁因为居民是不会欣赏和接受的遥必须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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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作为载体袁把预防和健康传送给居民遥 根据他的

保健员袁他们一般是本村的平教会学校毕业生袁由村

想法袁 事务所尽量设法在门诊开展卫生教育宣传遥

长推荐出任袁之后接受短期医疗培训袁包括出生和死

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袁还向病人做卫生宣传袁护士也不

亡统计袁常见病的处理袁种牛痘及简易药箱的使用遥

厌其烦地向病人和其家人反复介绍治病防病的基本

每人配备药箱袁其中包括各种常用药物和医疗器械袁

知识和方法袁并充当卫生保健咨询服务员 咱怨暂员苑圆原员愿园遥

由平教会提供遥保健员负责本村村民的生命统计尧急

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成立在当时国际公共卫

救治疗尧种痘预防尧向村民宣传疾病预防和正确使用

生界也是一个创举袁它将医学与人群联系起来袁当时

药物治疗沙眼尧头癣尧皮肤外伤的消毒等工作遥 对病

世界各地尚没有实践这一方法袁即使是与欧美国家

情较重的患者及时送往村以上的卫生机构遥 在村以

相比也处于领先地位袁事务所的经验后来也为许多

上设立区保健所袁 由正式医学院毕业生主持门诊医

国家所仿效遥

疗工作袁除日常门诊外袁还负责布置区内的疾病预防

四尧指导河北定县卫生实验区建设

并监督指导各村保健员工作遥一般是每天半天门诊袁
半天轮流督导保健员遥在县城设立县保健院袁院内的

兰安生在建立了 城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

医生和护士多数都是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袁 他们要

后袁 又尝试在中国农村开展自己的公共卫生活动遥

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袁 除了一般医疗卫生业务

员怨圆愿 年袁他结识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渊以下简称

外袁还要与平教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密切合作袁进

平教会冤晏阳初遥 晏阳初是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

行卫生教育遥区保健所医生上岗前袁先在县保健院接

建设家袁当时得到了美国 酝蚤造遭葬灶噪 基金会的资助袁在

受一年的补充培训袁包括生命统计尧流行病学尧学校

的组成部分遥 兰安生主动为晏阳初的农村卫生工作

从 员怨猿圆 年到 员怨猿缘 年袁 兰安生与陈志潜等人共

河北定县开展农村建设活动袁卫生工作是其中重要

卫生及卫生工程等的讲授和实习遥

提供帮助袁在他的努力下袁经过协和医学院与平教会

同努力袁在定县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卫生系统袁

协商袁双方达成了由协和为定县农村工作提供援助

形成了由村到区到县的农村医疗卫生网络袁 基本解

的合作协议遥

决了大多数农民无医无药的困难遥 在定县消灭了天

员怨圆怨 年袁经兰安生介绍袁晏阳初任命协和 员怨圆缘

花尧黑热病尧霍乱袁大大减少了肠胃病传染遥儿童的沙

届毕业生姚寻源在定县开展农村卫生工作袁搭起了

眼尧头癣和婴儿破伤风均明显减少遥 农民的卫生知识

公共卫生实验的初步架构袁获得了一些宝贵实践经

有了很大提高遥 改良了水井袁饮水卫生得到提高袁并

验遥 员怨猿员 年袁姚寻源前往美国进修袁兰安生又推荐自

普遍进行了预防注射遥 定县卫生实验区在当时国内

己最喜欢的学生陈志潜接替姚寻源的工作遥 陈志潜

外都达到了先进水平袁 得到了欧美卫生专家的高度

是协和公共卫生系 员怨圆怨 届毕业生袁已经取得了哈佛

评价遥 员怨猿源 年袁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召开全国卫

兰安生多次前往定县考察袁指导陈志潜并给他

然而袁正当兰安生和他的学生尧同事们竭力推进

大学的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遥

生会议袁发出学习定县卫生工作经验的号召咱怨暂员愿源原员怨园遥

提供帮助遥 兰安生主张袁改善国民健康卫生是国家

中国城乡公共卫生事业时袁员怨猿苑 年日本侵华战争毁

和社区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遥 协和医学院和洛

灭了他们多年的事业遥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

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中应当起到推动

的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袁 而是全方位地破坏和阻

作用袁他认为野医学知识的应用和有效的卫生保健主

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遥兰安生十余年的苦心经营袁都

要依靠的是社会组织遥 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袁医学知

毁于日寇的兽性扩张遥

识应用对于社会组织的依赖性越强遥 冶咱员园暂

员怨猿怨 年袁 兰安生离开中国到印度去继续自己

员怨猿猿 年袁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派遣公共卫生学名

的公共卫生事业遥 但是他没有忘记中国袁积极支持

家斯坦帕渊粤灶凿则蚤躁葬 杂贼葬皂责葬则冤来华从事乡村卫生建设

中国人民的反侵略事业遥 抗战期间袁他数次前往重

工作遥 斯坦帕多次到定县卫生实验区考察袁很赞赏

庆袁指导后方的公共卫生防疫工作遥 他把自己的工

这里的工作遥 他和兰安生共同制定了一个公共卫生

作经验总结为野协和模式冶袁并把这个模式推向全世

发展计划袁要在中国建设由政府管理的集合疾病控

界袁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遥 员怨远圆 年袁

制尧学校卫生和医疗服务为一体的保健站组成的公
共卫生网络遥
在兰安生的帮助和指导下袁陈志潜在定县建立
了村尧区渊乡冤尧县三级农村医疗保健体系遥 在村设立

兰安生在美国去世袁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
斗袁他在中国所从事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城乡卫生保
健工作经验也作为宝贵的医学财富而在新中 国得
到发扬光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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