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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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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袁陈果夫尧胡定安尧邵象伊等创办了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
养机构袁创建了中国卫生教育社袁为我国现代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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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健康 教育是一种以科学理论为基
础的有目的尧有组织的卫生保健活动遥 我国的健康
教育理论与实践袁 是 员怨 世纪末和 圆园 世纪上中叶

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遥 由于英语野匀藻葬造贼澡冶可以翻译
成 野 卫 生 冶袁 也 可 以 翻 译 成 野 健 康 冶袁 所 以 当 时 即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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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
我国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起始于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遥 员怨猿员 年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设卫生教育科袁由
卫生署与中央大学共同举办遥 这是我国最早创办的

野卫生教育冶与野健康教育冶两种并列的称呼遥 当时袁

培养健康教育高级专业人才的机构遥 其教育目的为

和爱国仁人志士袁抱着野卫生救国冶的美好愿望袁大

先后由朱章赓尧徐苏恩任科主任遥 该科学制 源 年袁毕

我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袁 许多知识分子
力提倡和推进健康教育袁使我国在民国时期袁尤其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健康教育蓬勃兴起
的局面袁 为我国现代健康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

业生授予教育学士学位袁 前后共招生 猿 次袁 毕业生

员园 人遥 因培养周期较长袁培养人数也较少袁不及后来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卫
生教育专修科的影响面大遥

良好的基础遥
民国时期健康教育的兴起袁着重体现在专业机
构的设立尧学术团体的出现尧政策法规的制定尧专业
人才的培养尧多种形式的学校卫生教育和民众卫生
教育的开展袁以及大量学术著作的出版和专业论文
的发表等

培养学校健康教育师资以及卫生教育行政人员等袁

遥 这充分表明袁当时的健康教育学科建

咱员暂猿原员怨

设和工作实践袁已经初具现代健康教育事业的基本
特征遥
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部分高等院校袁 尤其是江
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袁 在健康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尝试袁 成为民国时期我国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的摇篮遥

渊一冤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设立卫生教育科
员怨猿源 年 缘 月袁江苏省政府第 远缘愿 次委员会议决

定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渊即南京医科大学的前
身冤袁聘胡定安等 缘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袁胡定安为主

任遥同年 怨 月 员 日学院正式成立袁江苏省政府主席陈

果夫兼任院长袁胡定安任教育长 咱圆暂遥 江苏省立医政学
院开办之初袁即设有卫生行政科尧卫生教育科尧医科
和卫生特别训练班袁并于 员怨猿源 年 员园 月 员园 日正式开

学遥其中卫生教育科共招生 远园 人袁男 缘缘 名袁女 缘 名袁
至毕业时学生数为 缘怨 人袁员 人因所授课程不合愿望
而申请退学 咱猿暂遥 卫生教育科由邵象伊教授任主任遥 该
科的目的是培养卫生教育人才袁入学资格为院须在各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缘原圆猿
作者简介院王东胜渊员怨源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宜兴人袁主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曰黄明豪渊员怨缘猿原 冤袁男袁江苏苏州

人袁研究员袁研究方向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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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袁毕业生有覃正谊尧熊秉清等 员圆 人 咱员暂愿袁圆缘园遥

二尧创建中国卫生教育社
员怨猿缘 年 缘 月袁 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的陈果夫袁

卫生尧公共卫生尧教育心理学科等袁修业年限一年咱源暂遥

邀集国内热心倡导卫生教育之名流袁 发起中国卫生

员怨猿缘 年 圆 月袁该科通过当地报馆创办并发行叶卫生

教育社遥在筹建中国卫生教育社的过程中袁江苏省立

教育周刊曳袁由邵象伊教授任主编遥 该刊物是我国首

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的全体师生是主要依靠力量遥

家以野卫生教育冶命名的刊 物袁出版至 员员源 期渊员怨猿苑

胡定安尧邵象伊袁以及学生高梅芳尧张礼纲尧赵春第尧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首届学生于

群尧于宗玄尧赵兴让尧蒋祯祜等均为主要发起人遥员怨猿远

年 远 月冤停刊遥

胡嵩山尧耿成章尧龚福慧尧于洪生尧孟浦尧仝道藩尧周冠

员怨猿缘 年 苑 月毕业后袁除高梅芳留校袁后派送至日本

年 苑 月 员园 日袁中国卫生教育社在南京中山路华侨招

立民众教育馆任卫生教育指导员袁从事基层卫生教育

长尧胡定安为总干事遥在选出的 员员 名理事中袁除江苏

留学外袁均由江苏省教育厅委派到各县教育局或省

工作遥 如赵春第尧于洪生在镇江市袁张礼纲在徐州市袁
张一飞在上海县袁孟浦在无锡袁赵兴让在宜兴袁蒋在文
在武进袁何筱松在丹阳袁龚福慧在宝应袁蒋祯祜在砀
山袁仝道藩在铜山袁周冠群在松江袁郑国锠在常熟袁胡

待所召开成立大会袁 通过社章袁 推选陈果夫为理事
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尧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等官员外袁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师生有胡定安尧邵象伊尧孟浦尧
于宗玄尧于洪生 缘 人遥 其他还有院高梅芳任研究组干
事袁王学尧尧蒋在文任宣传组干事袁杨桂林任总务组

嵩山在盐城袁杨桂林在泗阳袁刘冠生在泰县等咱缘暂遥 这些

干事遥 中国卫生教育社总社设于南京中央路童家巷

卫生教育专栏袁举办健康教育展览袁定期出卫生墙

海分社先后成立遥员怨猿远 年 猿 月成立杭州分社袁源 月成

专业人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袁利用当地报纸开辟
报袁培训学校保健教师袁开展中小学校的卫生教育工
作等遥 有的县市为了调动教育尧卫生两界人力物力

员怨 号正中书局编辑所内 咱苑暂遥 同年 怨 月袁镇江分社尧上

立徐州分社遥 员怨猿远 年 苑 月 员园耀员猿 日在江苏省立医政
学院召开第一届社员大会袁其盛况空前遥分派到江苏

开展卫生教育袁还组织了县尧市卫生教育委员会遥 当

各县尧 市担任卫生教育指导员的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时江苏省的卫生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

卫生教育科的毕业生均积极参加大会遥 他们不仅交

来遥 可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遥 江苏沦陷之后袁当地的

流了一年来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与体会袁 还举办卫

健康教育人员不得不放弃已经开辟的健康教育园

生教育成绩展览会袁展出品有卫生教育图片尧图表尧

地袁纷纷投入到抗日工作中去遥 有些人去了大后方袁

模型尧实物等袁可谓琳琅满目遥 会上交流的学术研究

如高梅芳尧胡嵩山尧孟浦尧蒋祯祜尧耿成章尧赵兴让尧仝

文章收录于叶中国卫生教育社第一届年会特刊曳出版

道藩尧邢精修尧周冠群等遥 抗日战争使得江苏省的健

发行遥

康教育事业暂时中断了 咱远暂遥

渊二冤国立江苏医学院开设卫生教育专修科
员怨猿苑 年 苑 月抗日战争爆发遥 野八窑一三冶淞泸战

事后袁江苏濒于战火之中遥 同年 员园 月袁江苏省立医

员怨猿苑 年 苑 月抗日战争爆发袁员园 月后中国卫生教

育社随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西迁袁员怨猿愿 年 猿 月抵达湘

西沅陵袁即设总社办事处于沅陵马路巷 员怨 号袁由总
干事胡定安负责办理社务袁孟浦尧高梅芳等负责具体

政学院开始向大后方迁移遥 员员 月陈果夫辞去院长

工作遥 当时由于社员星散袁工作推进诸多困难遥 他们

湖南沅陵遥 同年 愿 月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南通学

面发动在沅社员袁从事湘西卫生教育之倡导袁如出版

任院 长 咱圆暂遥 员园 月因当地战事告急袁仍继续西迁袁于

童冶以及通俗卫生讲座等各项卫生教育工作袁社务工

职务袁由胡定安继任遥 至 员怨猿愿 年 猿 月该学院抵达

一方面设法调查各地社员状况袁以便取得联络袁一方

院医科合并组建成国立江苏医学院袁 胡定安受聘

叶湘西卫生周刊曳袁 举办婴儿健康比赛录取 野湘西儿

员怨猿怨 年 缘 月抵达重庆北碚遥 员怨源园 年 源 月袁国立江苏

作并未停顿遥 员怨猿怨 年 缘 月随国立江苏医学院继续西

任袁兼教学工作遥 该专修科学制 猿 年袁第 猿 年在中央

书店被日机炸毁袁改设于北碚新村 愿 号遥 在此期间袁

学校代办的卫生教育专修科袁入学资格为高级中学

项重要卫生教育工作袁如发行叶战时医政曳袁举行学术

毕业生袁学生有邓碧云尧陈传敏等 员园 人袁于 员怨源圆 年

讲演袁发起北碚区夏令卫生运动尧卫生展览尧儿童健

医学院开设卫生教育专修科袁仍由邵象伊教授任主
卫生实验院实习遥 该学院首次招生袁是为国立边疆

远 月毕业遥 员怨源圆 年 怨 月第 圆 次招生袁于 员怨源缘 年 苑 月

迁至重庆北碚袁即设总社办事处于建国书店遥后因该
中国卫生教育社联络国立江苏医学院推进北碚区各

康比赛袁放映卫生教育电影袁并参加中国教育学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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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联合年会等袁使社务工作得到恢复并有一定的发

务多有变动袁 但他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卫生教育社第

展 遥

二尧三届代表大会袁以及 员怨源远 年在南京召开的第四

咱愿暂

员怨源员 年 苑 月袁 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召

届代表大会上袁均被选为理事长遥可见陈果夫一直关

开第二届社员大会袁同时举办大规模卫生教育展览

心中国卫生教育社的工作袁 始终是该社最有权威的

会遥 当时重庆频遭日机轰炸袁但社员仍踊跃出席袁热

领导人遥

烈讨论袁并通过叶民族健康运动方案曳等遥 员怨源猿 年 愿

员怨猿缘 年 愿 月袁在陈果夫的主导与支持下袁成立

月袁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召开第三届社员大会袁同时

了江苏省卫生教育委员会袁 以推动全省卫生教育工

在中央图书馆举行卫生教育展览会遥 参加大会的社

作袁同时要求各县一律成立县卫生教育委员会遥省卫

员极为踊跃袁共收到提案 苑缘 件袁在会上宣读的论文

生教育委员会订定了工作大纲袁要求各县遵办遥各县

各项工作袁同时由社会尧卫生两部转令所属机关团体

院卫生教育科毕业生派任遥 在省会镇江设有省卫生

有 员圆 篇遥 会后联络各机关团体办理民族健康运动

教育局均增设卫生教育指导员 员 人袁 由省立医政学

及各省社会尧卫生处局重视推进此项工作遥

教育委员会办事处袁内聘专任医师 员 人袁兼任医师 圆

员怨源源 年冬袁 中国卫生教育社委托正中书局出

版野卫生教育小丛书冶一套共 员圆 册袁由陈果夫尧胡定
安任主编袁分约社员编撰遥 该套小丛书因印刷较为

人袁兼任卫生指导员 圆 人袁专任护士 员猿 人袁兼任护士
员 人袁必要时商请省立医政学院学生协助办理 咱员暂圆远缘遥

陈果夫青年时期就罹患肺痨病袁久治不愈袁伴随

迟缓袁 至 员怨源愿 年 怨 月已出版的有院叶气候与健康曳尧

终生遥 他体弱多病袁然久病成医袁对医学保健产生浓

疾及其防治曳尧叶废弃物处置曳尧叶休息与节欲曳苑 册遥

研究和创新观念遥他认为院野现代卫生事业袁合卫生教

叶夏令饮食卫生曳尧叶饮水卫生曳尧叶痢疾及其防治曳尧叶疟

厚兴趣袁 并在医疗卫生体制建设方面有比较深入的

员怨源缘 年 愿 月抗战胜利后袁 中国卫生教育社于

育尧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遥 此三者相辅以行袁缺

各项工作也积极开展遥 同年 怨 月 愿尧怨 日召开第四届

本院渊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冤冶三者于一炉袁而以整个

员怨源远 年 缘 月迁回南京袁 并设社址于白下路 员苑怨 号袁

其一袁若鼎折足袁整个卫生事业袁即无以建立袁噎噎今

社员大会袁理事长仍由陈果夫担任袁胡定安尧金宝善尧

卫生事业袁使诸同学分其行袁总其成袁诸同学将惟以

高梅芳尧孟浦尧胡嵩山尧戴天右等任理事 遥

本省整个卫生事业之成绩为成绩遥 认定部分失败袁

咱愿暂

三尧健康教育事业的创导者尧开拓者

即整个失败袁无复存推诿卸过之心袁此诸同学之责
任袁所以异于一般从事于斯业者袁而当以负责之态

纵观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在

度努力完成此使命者也遥 此余之所期望于诸同学

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和工作实践方面取得的业绩

者一遥 冶 咱源暂 在后来的叶苏政回忆曳中袁陈果夫再次意味

和成就袁与陈果夫尧胡定安尧邵象伊三位有密切关系遥

深长地表明了创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的初衷院野我对

他们接受了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健康教育理念袁并结

于卫生事业的主张袁认为卫生行政尧卫生教育以及医

合中国实际情况袁开创了我国近代健康教育事业的

药治疗应当是等量齐观的噎噎我根据我的见解袁在

发展之路遥

镇江创办了耶江苏医政学院爷袁不叫医学院而叫医政

渊一冤陈果夫要要
要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中国
卫生教育社的决策者
陈果夫袁浙江吴兴渊今湖州冤人袁是民国时期的
重要政治人物遥 员怨猿猿 年 员园 月袁陈果夫开始担任江苏

省政府主席遥 次年 缘 月袁在他的主持下袁邀请留德博

士胡定安等专业人士袁开始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袁
并亲自兼任院长遥 该学院初办设有 源 科袁其中有卫

生教育科遥 员怨猿源 年 员园 月学院正式开学遥 此后不久袁

学院袁这就显示其教育方针有别于一般医学院遥 冶咱怨暂
陈果夫将卫生教育并列于卫生事业的三大支柱之
一袁 并将这一理念付之于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及
中国卫生教育社袁他的这一功绩是值得颂扬的遥
陈果夫还将自己与疾病长期斗争过程中得出的
养生保健经验与体会撰写成卫生科普书叶卫生之道曳
出版遥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院野总之袁我是中国卫生教
育社的社员袁我写这本书袁是想尽我做社员的一些责

陈果夫就以卫生教育科的师生为基础袁广邀国内教

任遥我们中国卫生教育社的社员很多袁专门研究卫生

育与卫生界的名流人士袁发起筹建中国卫生教育社袁

和教育的尤众袁他们将来对于卫生教育袁会各有各的

并于 员怨猿缘 年 苑 月在首都南京召开成立大会遥 陈果

方法袁尽其所能袁来适应现时代的需要袁这是我个人袁

暇兼顾学院事务而请辞院长职务袁并由胡定安继任遥

己的实际行动袁从多方面来推行卫生教育的遥

夫担任该社首届理事长遥 员怨猿苑 年抗战爆发后袁他无

在此后的日子里袁他随国民政府转移至重庆袁虽然职

也许是一般人的期望吧遥 冶咱员园暂可见袁陈果夫是通过自
渊二冤胡定安要要
要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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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教育社的组织实施者

胡定安袁浙江吴兴渊今湖州冤人袁与陈果夫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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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学生袁一为在社会之民众遥 冶同时他提出了实施卫

生教育的策略和期望院野然则吾人苟能以诚心毅力袁

乡遥 员怨员怨 年毕业于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医科遥 员怨圆源

完全以学生与民众为对象袁 卫生界与教育界共同合

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医科及普鲁士公共卫生学院袁

作袁因时制宜袁因地制宜袁适合需要施教袁培植有用实

获医学博士学位遥 员怨圆愿 年回国后袁曾任南京特别市

际人才袁 使卫生教育在吾国于数年中能收获莫大之

卫生处处长尧卫生局局长等职遥 员怨猿源 年 缘 月袁受江苏

伟效袁肮脏环境一变整洁袁消极颓废之风袁递尔消失袁

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之聘袁开始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

转为强壮振作遥所谓明日之教育袁卫生教育亦占重要

院袁同年 怨 月成立袁任教育长袁员怨猿苑 年 员员 月任院长遥

一目袁既为强种之始基袁又复为救国之根本袁至论其

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袁任院长遥 员怨源愿 年 远 月袁奉

情袁并思所以袁积极提倡袁谋其普及袁再越数年袁愈见

员怨猿缘 年初袁在陈果夫的主持下袁胡定安与江苏

教育的普及来强种救国的良好愿望袁 同时也可以看

员怨猿愿 年 愿 月袁江苏省立医政学院与南通学院医科合

培养程序袁 殊不亚于他种教育遥 愿国人深切予以同

派赴美国考察医学教育袁后定居美国遥

发达袁民族复兴其在斯乎遥 冶咱员员暂在此他抒发了以卫生

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主任邵象伊及在读学生一

到他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袁 培养卫生

起袁积极筹建中国卫生教育社遥 在 苑 月 员园 日的成立

教育专业人才的思想源头与初衷遥

大会上袁被选为总干事袁负责社务领导工作遥 此后他

胡定安与陈果夫是同乡遥 从他留学回国后的人

又组织了第二尧三尧四届社员大会袁使该社成为民国

生轨迹看袁 其公共卫生思想与实践深受陈果夫的影

时期较有影响力的学术团体遥

响遥无论是陈果夫聘任他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院袁后

胡定安重视卫生教育袁源于他运用了国外所学

来担任该学院的教育长尧院长袁以及国立江苏医学院

的公共卫生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遥 员怨圆怨 年 远

院长袁还是共同发起创建中国卫生教育社袁均与陈果

月袁他在中央卫生委员会多次提出加强卫生教育的

夫的决策与支持密切相关遥 他们在大力倡导卫生行政

提案遥 如在叶各学校增添卫生课程钟点的提案曳中袁

和卫生教育方面可谓 野志同道合冶遥 虽然当时政局动

他建议院野卫生部尧教育部规定各学校添授卫生课程袁
每周至少须有 圆 小时袁并与各课程并重袁卫生课程不

乱尧困难重重袁但还是经过不懈努力袁培育了一批卫生
行政和卫生教育人才袁为民国时期基层公共卫生发展

及格者袁不得卒业遥 冶在叶提倡乡村卫生提案曳中袁他

和中国早期公共卫生研究做出了贡献咱圆暂遥

料等袁须适合乡村人民之教育程度袁俾乡民头脑中渐

养的先驱者

建议院野凡关于乡村教育实施之卫生宣传文字选择材
得灌输卫生常识袁收效于无形之中袁为改良乡村卫生

渊三冤邵象伊要要
要民国时期卫生教育专业人才培
邵象伊袁浙江杭州人遥 员怨圆怨 年从浙江省立医学

状况之惟一良法遥 其他划定卫生模范村种种卫生设

专门学校毕业后袁 即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内

施袁并宜普及行之袁务使乡村人民具有卫生常识而知

科留学遥 员怨猿园 年回国后袁曾在杭州和南京从事医务

卫生对于人之重要遥 冶

咱员暂愿缘

为了促进学校卫生教育的

开展袁员怨猿圆 年胡定安曾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各级师范
学校课程标准会议袁并与何焕奎合编叶新中华窑健康

工作遥 员怨猿源 年 怨 月受聘于刚建立的江苏省立医政学
院袁任卫生教育科主任尧教授遥 员怨猿缘 年 圆 月袁学院开

始发行叶医政周刊曳和叶卫生教育周刊曳袁邵象伊任主

教育曳一书袁作为高级师范学校教材 咱圆暂遥

编遥同年 苑 月袁他参与发起并积极组织成立中国卫生

育曳一文中阐述了他对卫生教育意义的认识院野原夫

猿 月袁赴德国柏林大学卫生学院留学袁并获爱兰根卫

员怨猿源 年 员圆 月袁胡定安在叶三年来之中国卫生教

卫生教育者袁亦新兴之独立学科也袁因文明各国公共
卫生事业之渐趋发达袁故卫生教育随之而辅其完成袁
国家有良好之公共卫生设备袁人民有良好之卫生教
育袁然后可以产生优美之卫生环境袁表现物质与精神
文明之灿烂气象袁使人民富有生气袁且也袁疾病减少袁

教育社袁任该社第一届理事遥 员怨猿苑 年 员 月至 员怨猿怨 年

生学院公共卫生博士学位遥 员怨猿怨 年 缘 月袁随国立江

苏医学院迁至重庆北碚遥 员怨源园 年 源 月袁国立江苏医

学院开设卫生教育专修科袁邵象伊任该科主任遥员怨源园
年 苑 月袁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公共卫生教研室袁附设

公共卫生事务所袁邵象伊任该所主任遥 抗战胜利后袁

健康增进袁寿命延长袁胥于是乎赖遥 冶胡定安在此认

国立江苏医学院于 员怨源远 年 怨 月从重庆迁回镇江原

长寿命袁而且是促进公共卫生的普及和社会文明的

院长遥 员怨缘缘 年 远 月袁卫生部决定江苏医学院卫生专

为袁卫生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减少疾病尧增进健康尧延
发展袁其真知灼见袁至今仍然适用遥 胡定安在此文中
还指出袁卫生教育的对象可分两部分院野一为在学校

址复校遥 建国后袁员怨缘员 年 缘 月邵象伊任江苏医学院
业并入山西医学院袁邵象伊任该学院院长遥此后他曾
任山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尧 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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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袁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袁主编叶卫生学总

养方面也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果袁 尤以江苏省立医

论曳尧叶卫生学词典曳遥

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最为突出遥

在民国时期袁邵象伊教授致力于健康教育专业
人才的培养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遥 员怨猿员耀员怨源缘 年袁全

渊一冤 培养规模大袁人数多
民国时期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机构袁 除江

国共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 怨员 人袁除国立中央大学教

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外袁还有 员怨猿员 年

一手培养遥 学生们毕业后袁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袁

资料统计袁建国前培养的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共计 怨员

育学院卫生教育科培养 员园 人外袁其他 愿员 人均由他
为开创我国近代健康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遥
邵象伊早年虽然学的是医学专业袁但他认识到
要促进广大民众的身体健康必须野防患于未然冶袁开
展卫生教育工作遥 员怨猿圆 年 缘 月他在杭州医院任医师

开办的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卫生教育科遥 据有关
人袁其中江苏省立医政学院 员 个班 缘怨 人袁国立江苏
医学院 圆 个班 圆圆 人袁两者合计为 猿 个班 愿员 人袁而国
立中央大学前后招收 猿 个班袁共有毕业生 员园 人遥 由
此可见袁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在培

时袁积极参加浙江省会夏季卫生运动袁曾到杭州彭家

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规模和人数方面袁 均大大超

埠小学做了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霍乱预防冶的科普

过国立中央大学遥

讲演袁以讲故事的方式袁亲切而深入浅出地向学生们
讲述了这两种疾病的病因尧危害和预防方法

遥

咱员暂源园园原源园员

渊二冤 培养周期短袁效果好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卫生教育科虽为国内最

邵象伊还强调袁开展卫生教育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遥

早创办的培养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机构袁 但其按正

他在 员怨猿远 年发表的叶非常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曳一

规大学本科学制袁学生需完成 源 年的学业才能毕业遥

常时期冶遥 他指出院非常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袁就是

到发展江苏省卫生教育事业的急需袁 确定以速成的

要进一步地教导民众尧训练民众袁怎样在飞机尧大炮尧

办法来培养卫生教育专业人才遥

文中认为袁在战争即将到来的动乱时期袁可称为野非

而陈果夫尧胡定安在创办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时袁考虑

毒气尧病菌的重重胁迫之下袁去维自己与他人的生

首先袁 录取学员的资格定为各级师范学校毕业

命要要乃至健康遥 因此袁不论在内容方面尧在方法方

生遥其好处在于院一是师范毕业生本可在学校谋一教

面袁非常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袁都必须有异于太平盛

师席位袁 而愿意报考卫生教育科者大多因本人有志

世的民众卫生教育遥 冶他认为袁非常时期民众卫生教育

于投身卫生教育这一行业曰 二是师范毕业生经过师

的内容袁除了那些普通的项目外袁至少还应包括救护尧

范教育袁对于如何进行健康宣教等有着先天的优势袁

防空尧防毒尧防疫尧看护和军阵卫生等知识遥 由于时局

而这恰恰是一般医学生无法做到的咱猿暂遥

的紧迫性袁他呼吁院野现在我们要在最短时间中完成这

其次袁将学生的修业年限定为一年遥在一年较短

非常时期的民众卫生教育袁则全国的卫生界尧医药界袁

时间中袁学生必须修毕十五六门课程袁每天至少要上

以及每个有志于卫生教育事业者袁 都应赶快动员袁构

苑 节课袁一周中课程最多的一天有 怨 节课 咱猿暂遥 由于学

成一条巩固的有力的联合战线袁积极地从事于非常时

院管理严格及学生的勤奋学习袁 通过一年的共同努

期卫生教育的计划与策动遥 冶同时他又指出院野在这样

力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遥

一条庞大的联合战线之中袁必须有一个集团来作为中

第三袁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遥学生除学习课程内

心遥 关于这袁我想中国卫生教育社就是可以而且应当

容外袁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袁如请名人来院

负担这个责任的袁它应当站在全体同志的前面袁严密

讲演袁观看卫生科普电影袁参观社会设施袁举办卫生

而敏捷地将全体同志的阵线组织起来袁 集合起来袁向

讲演竞赛会袁组识卫生勤务队袁出版叶医政周刊曳及

前积极迈进遥 冶 在此袁邵象伊道出了他积极参与创办

叶卫生教育周刊曳袁 参加种痘及夏令防疫注射等社会

咱苑暂

中国卫生教育社的目的和期望遥

四尧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和成果
员怨圆怨 年至 员怨源怨 年袁我国有 员怨 个省尧远 个市成立

了卫生教育委员会或健康教育委员会遥 员怨猿园 年袁国

服务工作遥

第四袁 毕业生成为促进卫生教育事业发展的骨
干力量遥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卫生教育科的 缘怨 名毕业
生袁 除个别留校外均由江苏省教育厅委派到各县教
育局或省立民众教育馆担任卫生教育指导员袁 从事

民政府卫生部印发了叶卫生教育实施方案曳遥 员怨猿圆 年

基层卫生教育工作遥 毕业一年后渊员怨猿远 年 苑 月冤袁在

教育系遥 在这期间袁各地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学校

社员大会上袁 许多毕业生交流了他们在当地开展卫

健康教育与民众健康教育袁在健康教育专业人才培

生教育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袁有的还带来图表尧实物现

中央卫生实验处成立之初所设的 源 个系中就有卫生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内召开的中国卫生教育社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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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展出袁其盛况空前遥 他们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和

病袁提倡健身运动袁改良生活环境袁改进卫生设备袁讲

工作经验交流文章袁大多刊登在叶医事公论曳和叶中国

究心理卫生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袁 在当时引起了较

卫生教育社第一届年会特刊曳上袁如高梅芳的叶中国

大的反响 咱怨暂遥

卫生教育普及论曳尧叶推进中国卫生教育之曙光曳尧叶如

当前袁我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事业发展迅速袁

何推进江苏省小学校之卫生教育曳袁龚福慧的叶卫生

健康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遥 重温江苏省

教育隶属于卫生行政系统或教育行政系统之商榷曳袁

立医政学院和国立江苏医学院有关培养健康教育专

胡嵩山的叶我之卫生教育经验谈曳袁赵兴让的叶邳县卫

业人才的历史袁有助于从中得到启示和激励袁对进一

生教育之初步曳袁 周冠群的 叶乡村卫生教育实施方

步加强我国健康教育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具有一定

案曳袁郑国锠的叶民众卫生宣传的方法曳袁张礼纲的叶民

的现实意义遥

众卫生教育经验谈曳等遥
渊三冤动员社会力量袁影响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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