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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放洋考察研究
要
要要以公共卫生专家李廷安为例
李永宸
渊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袁广东
摘

广州

缘员园园园远冤

要院李廷安是中国
“从事地方公共卫生最早之一人”，员怨猿缘 年 员员 月至 员怨猿远 年 猿 月赴欧洲考

各区分
察各国公共卫生，认为东欧新兴国家的公共卫生建设值得中国借鉴。每一城市设立卫生局，
设卫生事务所，这是“已公认为合式（适）之组织制度”；创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以
及各卫生事务所的工作是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关键；民国时期放洋考察是地方与国内大事，国
内报媒常追踪报道；考察结束后必须向领导与主管部门汇报考察结果；举行演讲，向各界汇报考察
见闻、各国先进经验、国内工作如何改进，并鼓励工商界人士与国内名流支持自己的工作；最终形
成正式的考察报告，公诸于众。
关键词院放洋考察曰李廷安曰公共卫生曰民国时期
中图分类号院 砸鄄园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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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李廷安是我国早期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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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纪念医学院院长尧 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和博济医院
院长这三个职务遥野这三个职务中的任何一个都可占

李廷安渊员愿怨愿要员怨源愿冤为中国野从事地方公共卫

用一个人的全部时间袁 可是他独特的精力和勇气使

生最早之一人冶 遥 李廷安求学时期袁 成绩优秀袁是

得他同时地领导了这些在广州的主要医学机构袁并

奖学金渊贼澡藻 宰藻灶澡葬皂 孕则蚤扎藻冤获得者渊每届毕业生仅成

会同时得到了利益遥 冶咱圆暂李廷安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

生学博士学位袁野一年半内完成博士论文袁在哈佛大

南大学医学院遥 其中著名的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

学是少见的遥 冶 李廷安曾任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所

士学位的寄生虫学家陈心陶尧 获得纽约州立大学博

生行政管理工作遥 抗战时期袁李廷安先后担任卫生

时袁李廷安已走到生命的尽头袁早在 员怨源缘 年 员 月因

咱员暂

员怨圆远 年北平协和医学院渊以下简称野协和冶冤的文海

且首次协调地使得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所服务的社

绩最好的一位获奖冤袁员怨圆怨 年获得哈佛大学公共卫

和人格精神诚邀四方人才袁 服务广州中央医院和岭

淤

长尧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袁从事地方公共卫生事务和卫
署委任的华南地区防疫专员与卫生署防疫大队队
长尧中央卫生实验院渊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冤院长尧中
央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的教授兼主任尧华西医
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与附属医院院长遥 员怨猿远
年袁 他被 选为 野 协 和 冶 的 第 一 位 荣 誉 校 友 渊贼澡藻 枣蚤则泽贼

葬造怎皂灶怎泽 贼则怎泽贼藻藻 燥枣 孕哉酝悦冤咱圆暂遥 抗战胜利后袁请辞上海

市卫生局长袁服务桑梓袁同时担任岭南大学孙逸仙博

士学位的儿科专家钟世藩尧病理学家秦光煜等咱猿暂遥 此
肠癌而做了第一次的手术袁野生活于可能会早死的威
胁之中冶咱圆暂袁员怨源苑 年做了第二次手术袁因积劳成疾袁医
治无效袁员怨源愿 年 缘 月 远 日袁在广州与世长辞遥

二尧赴欧洲考察经过
李廷安应国联邀请袁 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
同意袁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卫生行政遥 员怨猿缘 年 员员 月 源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猿原园猿
作者简介院李永宸渊员怨远源原 冤袁男袁福建连城人袁博士袁教授袁研究方向为疾病尧医疗与社会遥

淤 出自严镜清作缅怀李廷安教授遥 严镜清袁员怨猿圆 年毕业于野协和冶袁是新中国北京市卫生局首任局长袁从 员怨缘园 年起任此职

至 员怨远远 年袁圆园园缘 年 怨 月 远 日病逝遥 该文由李廷安二儿子李宝健教授提供遥 李宝健袁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尧研究生院院长袁我国著

名的遗传学家和生物技术专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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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袁 李廷安乘坐昌兴轮船公司日本皇后号输启程遥

预防组织及疗养院渊怨 处冤尧花柳病预防组织及治疗院

是日下午 员 时半袁各机关团体欢送者百余人遥 李廷

渊圆 处冤尧风湿症治疗院渊圆 处冤尧精神病院渊圆 处冤尧普通病

家尧考察重点尧考察目的告诉记者遥 野此次出国考察袁

渊员圆 处冤尧卫生专家之特约晤谈渊苑 处冤咱缘暂遥

帮助介绍便利噎噎将对于各国之卫生行政事业袁予

织及工作冶尧野城市卫生行政机关冶尧野肺痨预防组织及

以详细考察遥 而尤注意于欧洲新兴国家袁如波兰等

疗养院冶尧野卫生学院冶尧野卫生专家之特约晤谈冶遥这与

国之卫生行政遥 我国各种事业袁与欧洲各国较袁均望

本次考察的主旨和目的有关遥 李廷安的考察兴趣点

尘莫及袁瞠乎其后袁而尤以卫生事业为最遥 本人此次

有一共性袁即城市卫生遥因为野城市卫生工作袁为地方

出国考察袁将侧重注意城市卫生行政袁藉以归国后作

卫生行政中尤为复杂而重要之部分遥 冶而野为保障市

安在轮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袁将本次考察行程尧考察国
半为国联招待袁半为市府委派袁并承卫生署予以种种

改革我国卫生事业之借镜遥 冶

咱源暂

医院渊源 处冤尧传染病医院渊猿 处冤尧卫生稽查组织及工作
其中袁最令李廷安感兴趣的是各国野卫生稽查组

民之健康袁 减免疫病之危害袁 自须注重卫生行政不

李廷安自 员怨猿缘 年 员员 月 源 日起程至 员怨猿远 年 猿

可遥 此即廷安奉命赴欧考察城市卫生行政之主旨遥 冶

日袁因各地放假而无从接洽考察者 远 日袁实际考察研

行政之参考袁故于参观研究之时袁基本观念尤以是否

月 员圆 日回抵上海袁 共 员猿园 日袁 其中在路上行程 远园

究之时间仅 远猿 日遥 其考察国家及其城市尧考察时间
如下渊国名与可考城市名据现在通用名冤院日本神户
运燥遭藻渊半日冤尧横滨 再燥噪燥澡葬皂葬渊半日冤尧东京 栽燥噪赠燥渊员

其考察目的野原欲借助他山袁以资改进我国城市卫生
适合我国国情为基础袁以期不负此行之任务遥 冶咱缘暂
渊二冤考察各国城市卫生状况

李廷安总结欧洲各国野传染病中如鼠疫尧霍乱等

日冤曰 加拿大多伦多 栽燥则燥灶贼燥 渊员 日冤曰 美国火奴鲁鲁

病袁欧洲各国已无发现遥天花为罕见之症袁白喉尧肺结

晕藻憎 再燥则噪渊圆 日冤尧波士顿 月燥泽贼燥灶渊圆 日冤尧瑞士日内瓦

普及卫生教育袁 二是国家与社会团体注重卫生设施

孕葬泽泽赠 渊员 日 冤曰 英 国 伦 敦 蕴燥灶凿燥灶 渊员猿 日 冤尧 帕 普 沃 思

生条件差尧传染病频仍的国家袁常常野意存轻视袁认为

海牙 匀葬早怎藻渊猿 日冤尧阿姆斯特丹 粤皂泽贼藻则凿葬皂渊圆 日冤尧

进民众健康袁来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遥野我国同胞袁所

渊远 日冤曰波兰华沙 宰葬则泽葬憎渊远 日冤曰捷克布拉格 孕则葬早怎藻

造成健康之民族袁抬高在国际间之地位遥 冶李廷安感

布 在葬早则葬遭渊苑 日冤 遥

首先报告的内容遥野此为赴欧实地考察后袁感触益深袁

匀燥灶燥造怎造怎 渊 半日 冤尧 纽 黑 文 晕藻憎 匀葬增藻灶 渊 半 日 冤尧 纽 约

核尧花柳病等袁亦日见稀少冶的原因有两点院一是各国

郧藻灶藻增葬渊源 日冤尧普鲁金斯 孕则燥灶早蚤灶泽渊员 日冤曰法国巴赛

建设遥 李廷安以其敏锐的眼光发现西方各国对于卫

孕葬责憎燥则贼澡渊员 日冤尧曼彻斯特 酝葬灶糟澡藻则泽贼藻则渊远 日冤曰荷兰

尚未开化冶袁因此袁希望通过改善我国的卫生现状尧增

鹿特丹 砸燥贼贼藻则凿葬皂渊员 日冤曰丹麦哥本哈根 悦燥责藻灶澡葬早藻灶

应憬然而悟渊按院有所觉悟冤袁共图卫生建设之进步袁

渊猿 日冤尧批士顿耐 孕蚤泽贼葬灶赠渊员 日冤曰前南斯拉夫萨格勒

到这一点是此次赴欧考察袁感触最深的地方袁也是要

咱缘暂

本次考察袁李廷安在英国考察时间最长袁在伦敦

考察了 员猿 天尧帕普沃思 员 天尧曼彻斯特 远 天袁共 圆园

天袁占实际考察时间的 猿圆豫曰其次为前南斯拉夫 苑 天曰

首应报告者也遥 冶咱缘暂

渊三冤与各国卫生专家讨论戒烟办法
李廷安发现野欧洲及所经日美等国袁罕有酷嗜鸦

再次为丹麦和波兰袁各 远 天遥 李廷安回国接受媒体采

片之人民冶袁因此没有戒烟设施可供参考遥 通过与各

对于我国国情袁极为适合袁故将来本人颇拟以该国所

酒冶之经验袁一致认为野须从革除不良嗜好之心理及

访时特别强调院野渊前冤南斯拉夫袁所有一切卫生行政袁
有卫生行政袁以为我国改革卫生行政之张本遥 冶

咱远暂

三尧考察的主要内容
渊一冤走访卫生组织机构与个人
李廷安考察了国际组织尧 各国卫生组织机构袁并

国卫生专家讨论袁 都认为可借鉴 野欧美各国办理禁
杜绝害源做起袁并体念嗜烟人之心性环境袁而导以改
嗜其他正当消遣袁否则禁者自禁袁而阳奉阴违及再犯
累犯之弊袁仍难肃清遥 但用峻法严刑袁亦未始非施禁
上有力之办法遥 冶咱缘暂

此外袁其考察内容还有院各国民众对公共卫生的

与卫生专家举行特约晤谈遥 主要有院国际卫生行政机

重视程度尧各城市所办卫生事业尧卫生人员培养与选

关渊员 处冤尧国家中央卫生行政机关渊缘 处冤尧城市卫生行

用尧医疗设施之建设等遥

政机关渊员园 处冤尧乡村卫生行政机关渊缘 处冤尧卫生学院
渊愿 处冤尧护士学校渊圆 处冤尧公共卫生试验所渊猿 处冤尧海港
检疫处渊员 处冤尧妇婴卫生组织渊缘 处冤尧学校卫生组织渊源

处冤尧露天学校渊猿 处冤尧公共卫生护士组织渊员 处冤尧肺痨

四尧探索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地方
卫生行政组织结构是赴欧考察重点
近代中国是农业占主导的国家袁民族工业落后袁

窑员源愿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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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低下袁无力支付医药费袁患者轻者以重袁重

下袁再设简单之分所二三处袁此种趋势袁已公认为合

者以死袁城市卫生与人口增长不同步袁卫生观念落

式之组织制度遥 冶咱缘暂至于卫生总机关渊即卫生局冤与卫

后袁各种急慢性传染病流行袁吸食毒品尧酗酒尧娼妓等

生事务所的性质尧职能及彼此关系袁李廷安精辟地概

陋习盛行袁使国人体质羸弱不堪遥 旧法接生袁婴儿产

括为野卫生局是行政机关袁各区卫生事务所是只做工

妇死亡率高遥 从几组数据看中国国情院我国农民占

作不管行政的机关袁一则居于指挥监督的地位袁一则

愿缘豫袁野每人每年之收入约有 源园 元之谱袁则每日约为

居于产生事业结果的地位遥 冶咱怨暂卫生事务所是在贫穷

分之 猿园园遥 以全国 源 万万人口计之袁每年人民之死于

限度解决都市人群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可行途径遥野北

之十进计算袁约有 员 圆园园 万人之谱遥 冶 野渊员怨猿园 年代袁

是一个创举袁它将医学与人群联系起来袁当时世界各

亡率约为 员缘噎噎渊我国冤约数为 猿园袁较先进国高出一

处于领先地位袁 事务所的经验后来也为许多国家所

即不应死亡而竟死亡之数遥 冶咱愿暂 我国人口以 源 万万

五尧借鉴各国经验袁结合国情袁

员 角 员 分遥 冶咱缘暂野我国每年痨病死亡率平均约为 员园 万

落后的近代中国都市袁以最少的卫生经费支出袁最大

斯疾者袁几达 员圆园 万人遥 然而患者人数袁更以死亡率

平第一卫生事务所的成立在当时国际公共卫生界也

我国冤平均人寿仅 猿园渊岁冤噎噎世界先进各国平均死

地尚没有实践这一方法袁 即使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也

倍袁即每千人中多死 员缘 人遥 此 员缘 人谓之逾格死亡袁

仿效遥 冶咱员园暂

咱苑暂

计袁则国人每年之逾格死亡应有 远 百万人遥 因此袁近
代学者常用野贫尧愚尧病尧私冶来概括中国国情袁外国人
看国人为野东亚病夫冶遥
李廷安从野协和冶毕业后袁就在北平卫生事务所
从事创立事务所内外的各项工作袁 并在 员怨圆怨 年就任
所长遥 卫生事务所的工作包括整理环境卫生袁防治传

染病袁办理学校卫生袁推行妇婴卫生尧检验体格尧预防

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
李廷安认为袁办理中国卫生行政袁首先要摸索出
一套花最少钱袁而产生最大化效果的方法遥 野我国国
计民生袁正值困疲之时袁卫生建设袁自应以支出最为

经济而收效最为宏大之方法办理遥 冶咱缘暂这套方法的重
心落在卫生行政组织建设上遥 这一高效的卫生行政

接种尧卫生宣传尧普通治疗等遥 卫生事务所的创立袁公

组织袁具体而言就是院野上海市现设卫生局袁为策动全

共卫生专业学生就有了实习基地遥李廷安对北平第一

市卫生工作之枢纽袁并拟分区设置卫生事务所袁实施

卫生事务所倾注了大量心血袁据严镜清回忆袁野李教授

关于当地之种种卫生工作遥 又于市中心区设一市立

从 员怨圆远 年毕业到我 员怨猿圆 年毕业的七年时间内袁他除

总医院袁以补预防之不足袁而应疾病治疗之运用袁又

了从事自修尧帮助教学尧出国学习和做科研工作外袁大

于市中心区设一卫生试验所袁掌理化验尧诊断及研究

部分时间是在卫生事务所从事创立事务所内外的各

等工作袁渊襄冤赞预防及治疗两方面之进行遥 冶咱缘暂而创

项卫生工作遥 说来容易袁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初创工作袁

建与完善各区卫生事务所的组织架构袁 以及各卫生

是从摸索工作开始的遥 他从实际工作中袁 从探索尧研

事务所切实履行野保产尧育婴尧社会卫生教育尧学校卫

究尧总结中得出初步结论袁又以结论在实践予以继续

生尧家庭卫生指导尧疾病审视尧健康检查尧痨病及花柳

改进袁逐步写成一本著作袁打印的英文大约有数十或

疾预防等冶工作袁则为改进上海市卫生行政的另一重

百页遥 可译为院关于北京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各项工

点遥 第三袁就是治疗设施建设遥 通过考察发现袁野凡 缘园

作的批判性讨论遥 原文为英文院粤 悦则蚤贼蚤糟葬造 杂贼怎凿赠 燥枣 贼澡藻

左右床位之医院袁其维持及医疗设备等各种费用袁较

灾葬则蚤燥怎泽 杂藻则增蚤糟藻泽 葬灶凿 悦燥灶贼藻灶贼泽 燥枣 匀藻葬造贼澡 宰燥则噪 蚤灶 贼澡藻

员园园 床位之医院袁 可省无多袁 故本市市立医院开幕

本著作没有付印出版遥 但在各科室尧各部门负责人中袁

数张袁施行急救之用遥 冶咱缘暂第四袁推进戒毒戒烟办法遥

员泽贼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 匀藻葬造贼澡 杂贼葬贼蚤燥灶袁简称为院粤 悦则蚤贼蚤糟葬造 杂贼怎凿赠遥这
尤其在协和毕业的从事公共卫生学科工作的人员中

后袁或可将吴淞及江湾两区之小医院停办袁仅留病床
具体有引导市民入于正当之娱乐消遣袁并努力宣传袁

纷纷传阅尧讨论袁认为热题热文袁是工作的具体指导遥

使皆认识毒品鸦片之有害无益曰 杜绝毒品来源曰野对

在学校与学科领导人中袁有的人鉴于它在学科与事务

于受戒断瘾者之日常生活状况袁 并应交由附近警察

所工作人员中走红的劲头袁 曾不无带一点讥讽的语

机关袁加以警视袁所有断瘾者均应施行无定期之调验

调遥 我称之为耶圣经爷渊月蚤遭造藻冤遥 冶

二三次袁以寒再试之胆遥 冶咱缘暂

李廷安考察发现袁卫生事务所这种地方卫生行

政组织结构在欧洲各国也受到认可遥 野每一城市袁设

六尧民国时期放洋考察为地方与国内大事

一卫生总机关袁按区分设卫生事务所袁若一区中尚嫌

民国时期专家尧 官员放洋考察为地方与国内大

一卫生事务所为不便应用袁则于该区卫生事务所之

事袁各大报媒常在野时人行踪冶 尧野时人行踪录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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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员源怨窑

进行追踪报道遥 李廷安 员怨猿缘 年 员员 月 源 日下午 员 时

毕袁圆员 日连夜赶回上海袁 早上 苑 点到达袁怨 点即到卫

野市卫生局局长李廷安氏袁为国内有数之公共卫生专

以考察所得袁改进本市的卫生工作遥野离国日久袁一切

家遥 近应国联之请袁得市长同意袁奉派往欧洲各国考

重要局务袁 均待亲为处理袁 故将于今日即行销假视

察卫生行政遥 此项消息袁各报均有揭载遥 冶

员怨猿远 年

事袁而本市一切卫生设施袁均在积极改进中袁各项卫

遥 猿 月 员员 日叶申

区卫生事务所及卫生试验所之扩充袁 以及其它各种

半从上海启程袁但早在 员员 月 员 日叶申报曳就已报道院

圆 月 远 日叶申报曳报道李廷安考察行程

咱员员暂

生局办公遥上海市的卫生建设方兴未艾袁李廷安正要

遥 猿月怨日

生建设袁亦均在积极兴办中遥 如市立医院之开办袁各

报曳报道李廷安经过香港返沪咱员源暂遥 猿 月 员猿 日叶申报曳

卫生事务之发展袁均待李氏之筹划遥 冶咱远暂李廷安为我

沪袁船于下午 源 时袁停靠公和祥码头袁各欢迎人员袁即

考察者回国后袁常举行演讲袁向各界汇报考察见

叶申报曳报道李廷安预计抵沪时间

咱员猿暂

咱员圆暂

报道李廷安野昨日下午袁乘北德公司香霍斯脱轮抵
登轮与李氏握手言欢袁旋即登岸返沪寓遥 冶

咱远暂

国公共卫生事业袁一直以来袁忘我工作于遥

闻尧各国先进经验尧国内工作如何改进袁并鼓励工商

考察者启程考察与考察结束返回袁常有同事尧下

界人士与国内名流支持自己的工作遥李廷安回国后袁

属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前往码头欢送与欢迎遥 李廷安

先后于 源 月 缘 日尧愿 日尧员愿 日为 野寰球中国学生会冶尧

启程时野本市各机关团体代表前往欢送者袁至为踊
跃袁计有市公用局长徐佩璜尧工务局长沈怡尧社会局

野上海市卫生局同人第七届年会冶尧野新药业尧 制药厂
业尧饼干糖菓罐头业等三公会冶分别举行野考察欧美

代表张科长秉辉尧公安局代表袁良驺尧卫生局代局长

后之感想冶尧野考察欧洲各国卫生行政之经过冶 演讲遥

吴利国尧第一科长沈诰尧沪南卫生事务所所长尤济

李廷安在三公会欢迎会的野致答词冶中称院野所历诸国

华袁 及平民福利事业管理委员会训练班学员等各机

卫生设施袁类皆美善兼尽遥 对卫生事业之措施改良袁

关团体代表百余人遥 冶

均不惜耗费巨大财力与精神袁一往直前袁实地干去袁

考察者启程考察尧考察完毕到达后袁接受记者采

是以结果良好遥堪为我国借镜者殊多遥冶野各国名流对

访遥 李廷安启程前袁在轮次告诉记者本次赴欧考察

我国各项新建设及卫生措施之逐步推进袁 均有良好

的赞助者尧行程尧目的遥 考察完毕袁李廷安又在轮次

批评遥冶敦请各界人士支持卫生工作袁野诸位先生均为

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院野本人此次奉命出国考察袁凡

社会知名之士袁或各业领袖袁尚望不吝赐敎袁对卫生

经十余国袁先至日本袁旋渡太平洋袁至加拿大尧美国袁

事业之改善袁予以扶助指教袁以谋逐渐演进遥 与各先

再渡大西洋袁至英国尧荷兰尧丹麦尧德意志尧波兰尧捷

进国得并驾齐驱遥 冶咱员苑暂

咱源暂

克尧渊前冤南斯拉夫尧瑞士尧意大利等国遥 在日内瓦时袁

书面考察报告是出国考察者对考察工作的全面

曾与国联前派来华技术专家拉西曼相唔袁交换改善

系统总结袁是考察者运用考察国的先进经验袁改进与

中国卫生行政事宜遥 冶咱远暂

解决本国具体实际问题的心得体会遥 书面考察报告

考察者向主管部门领导汇报考察经过与考察结

常公诸于众遥 李廷安将各国办理公共卫生的先进经

果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遥 李廷安于 员怨猿远 年 猿 月 员猿 日

验袁运用于改进上海市的卫生行政工作上遥具体包括

渊按院吴铁城冤遥 吴市长对于各国卫生行政近况袁垂询

进治疗设施尧普及学校卫生尧推进卫生教育尧增加卫

下午 源 时抵沪袁员源 日晨即 野赴市政府晋谒吴市长

审视卫生行政组计划尧检讨上海各区的卫生工作尧改

甚详遥 先生将考察所得袁先作口头报告袁尚须将详细

生稽查人员尧推进戒毒戒烟办法等方面遥并最终形成

书面报吿袁整理就绪后袁除呈复吴市长外袁并将赴京

叶赴欧考察城市卫生行政报告曳袁 并发表于 叶卫生月

一 行袁 晋 谒卫生 署刘 署长渊 按 院刘 瑞恒 冤 呈 递 报 吿
书遥 冶咱员缘暂

刊曳上咱缘暂遥

李廷安逝世后袁叶中华医学会曳渊英文版冤 的 野献

李廷安 圆园 日到南京袁拜会卫生署长刘瑞恒袁报

辞冶称李廷安是野公共卫生先驱者中的真正一人冶咱员愿暂袁

南京袁圆圆 日晨 苑 时抵达上海袁 于 怨 时即赴卫生局办

生冶 咱员怨暂袁野京尧平尧沪卫生教育袁多赖李氏倡导遥 冶咱圆园暂严

告考察经过情形袁在京公毕袁即于 圆员 日搭夜车离开
公咱员远暂遥

猿园 年代袁南京到上海袁即使乘快车亦需要 缘 个

半小时袁李廷安 猿 月 圆园 日到南京袁汇报考察工作完

他是 野渊协和冤 以公共卫生为事业的第一位毕业

镜清动情地回忆院野他是我国早期医务界的一位先

进袁著名的公共卫生界学者和教授袁他人格高尚袁襟
怀坦白袁开朗乐观袁治学严谨袁精益求精袁他早年矢志

于 笔者与李廷安孙女交谈时袁她回忆说院野奶奶常常说院爷爷早逝与长期劳作尧睡眠不足有至相关袁你们将来既要自己的事

业袁也要保重好身体袁保重好身体的最好方法袁就是要有足够的睡眠遥 冶

窑员缘园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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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共卫生这门广泛而又新颖的学术研究与教学袁
矢志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袁他身体力行遥 我仰慕他袁
追随他遥 可惜的是袁可悲的是他英年早逝浴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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