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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在世界诞生得很早。1700 年意大利学者拉马兹尼通过大量的社

会调查和临床实践研究，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是第一个指出对各种疾病

采取预防措施的人。他著有《论手工业者的疾病》，描述了 52 种职业工人的健

康和身体情况。19 世纪卫生学已经成了一门独立学科，英国大学第一次开设公

共卫生课。德国的卫生学专家 Pettenkofoer 把物理和化学方法应用于卫生学，

使它成为了一门精确学科，主要研究环境卫生问题。1882 年他写了《卫生学指

南》。19 世纪末形成了劳动卫生学，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社会卫生学及疾

病预防学等几门学科。

华西从 1914 年开始建立医科时，医学的教学中就开设了卫生学，公共卫生

学，由加拿大医生谢道坚（C.W.Service）担任，按教学计划的安排在第六学年，

每周 3 学时。1936 年在立案后对医学院下设的教学系进行了整合，设置了卫生

及公共卫生学系，由高文明(Dr. W. Crawford)任系主任。但系不独立招生，只作

为医、牙学院学生必修课的教学组织。该系要为学生开设五门课程。为医学生

开设公共健

康卫生、预

防牙医学；

为牙科开设

公共卫生与

卫生学，牙

病预防课。

随着医

学教育的发



展流行病与预防医学的调查与研究也逐步地开展起来。如战前麻风病专家马克

维就曾与本校公共卫生学的教师一道赴西昌、越西一带考查，发现了麻风病的

流行。抗战时建立了齿轮型的麻风病医院，设病床 40 张，1941 年张凌高代表学

校接收了此医院，院长为高文明。

1946 年高文

明在华大医院负

责麻疯病院专收

治麻风病人后，

江晴芬和陈钦材

一起研究麻风病，

由盛尔荃为 100

例麻风病人做了

全血图检查，1949 年在美国发表“麻风病人血液之研究”，被称作是对医学界的

贡献。1944 年出版的《华西医讯》刊载有王延安、刘业逊写的《我国麻风病的

防治计划》，以后还有徐国清的《川西南疟疾流行情况》。

1949 年在国家政权的更替中，华西协合大学受到新政府接纳与保护，1951

年 10 月 6 日正式接办，命名为华西大学（West China University）。1952 年初成

立卫生学系，由 1938 年齐鲁医学院毕业、1946 年获约翰霍甫金斯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硕士学位的任康才任系主任。他曾领导过川西地区的防疫工作，在学校担

任过副教授，恢复了因缺教师而中断了的公共卫生学的教学工作，著有《磺铵

类药品对天花之治疗》、《成都白喉流行状况》等文。7 月招收卫生专科班，年底

重庆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调整过来，二年制专修班也随之调来。1953 年设

立四年制本科，从医学系转一个班作为本科生。1954 年撤销营养保育系，教师

并入卫生系。1955 年暑假山东医学院，浙江医学院卫生系调整过来，部分教师

和本专科学生亦同时调整过来。两次调整增加了陈志潜、彭恕生、盖宝璜、过



基同、康 庚、刘维群、孙棉龄、李寿琪、李效基等公共卫生的专业人才，设环

境卫生学（含劳动）、流行病学、保健组织（含营养卫生）三个教研室。9 月开

始招收五年制本科。1956

年先后增设营养卫生、卫

生学和劳动卫生学。招收

了卫生保健组织专修科，陈

志潜教授首招研究生 2 名。

1958 年设卫生检验专修

科，1973 年正式设立卫生检

验专业。1962 年本科改六

年制，面向全国招生。其后

又增设了卫生事业管理，共三个本科教育专业。从 1975 年起逐步建立了病理

学、卫生统计学、卫生化学检验等教研室。1978 年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劳

动卫生与职业病获准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 年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获准招收博

士研究生，后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后又增加 6 个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9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先后成立了预防医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两个研究所，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在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王瑞淑主持的“食品中黄曲霉素污染及预防措

施”获奖。在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上亦有 6 个项目获奖。

1964 年开始在附院内科设职业病科，病床 10 张，职业病被纳入住院治疗。

1972 年卫生部批准建院，1976 年建成了职业病防治院，设立病床 100 张。逐渐

发展为 130 张床位。开展为以职业病、老年病、骨质疏松、姑息医学、外科、

耳鼻喉等为主，成为集临床教学科研预防康复的专科医院。主研或参加急性职

业性 H2S 中毒等 10 多个诊断标准的制定。一些科室也具有特色。如骨质疏松是

由杨定焯医生首创骨密度检查仪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独立诊治基地；姑息医学是

世界卫生组织授权在全球设立的七个国际癌症姑息治疗合作中心之一的临床基



地，与世界卫生组织姑息医学中心合作，举办了 6 届学术讨论会。

1985 年建立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是卫生部建立的 6 大培训中心之一，

开办了卫生管理科学讲习班（厅局长班），并承担了卫生部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

曾受海南省卫生厅委托，对该省卫生干部进行了一轮培训。

1986 年 10 月 4 日建立了公共卫生学院。实行学院、卫管中心、职防院三位

一体，形成了西南、西北地区最大的预防医学教育单位。2014 年在职人员 260

人，正高 23 人，副高 37 人。在校本科生 1313 人，硕士生 199 人，博士生 66

人。几十年来三个专业培养了 5000 多专门人才。

中国卫生之父的陈志潜教授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他最杰出的

成就是 1932 年毅然接受了晏阳初先生的邀请，在河北定县，成功创造了享誉世

界的“三级医学卫生保健网”的“定县模式”。他的试验很快在国际上引起了广

泛的重视，许多卫生专家如国际联盟卫生处长、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

著名记者斯诺等都来参观考察。国民政府卫生署亦决定在全国推广。1985 年美

国加尼福尼亚大学邀请他写就的《中国农村医学——我的回忆》英文版，总结

了他一生的绝唱，给世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世界

推荐发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表彰他的业绩，设立了“陈志潜奖学金”，

2002 年高达 10 万美元，资助有志继承他遗志的中国青年学者到美国学习公共卫

生学。1986 年，他以 82 岁的高龄到四川卫生模范县——什邡作农村卫生调查，

对农村各级卫生的一系列问

题都提出了积极的建议。他

还争取到由罗氏基金会每年

为 40 多名高校教师提供赴

美进修经费及香港大学接收

4 名教师进修的资助；还争取

到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为四川省设立了为期 10 年的“奥斯汀夫人基层卫生奖”，每年捐赠 3000 美元奖



励一所农村卫生院，到 1996 年奖励了 10 所乡村卫生院。

他的贡献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高度赞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席詹姆

斯·彼·格兰特称赞他“致力于卫生工作 50 多年，对世界卫生工作做出了不可

估量的贡献，这些贡献至今仍在促进着中国人民健康及康乐的发展，同样也在

相当程度地改善着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康乐。”2004 年在纪念陈

志潜先生诞辰 100 周年和陈志潜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上，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

M.Roy Schwarz，M.D.称他：“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在医学领域能比这位伟

人更加受人尊重和纪念。他对于农村地区人群健康

的关注，是其长期而杰出事业中的突出贡献。他提

出了一个大胆而崭新的概念—‘初级卫生保健’，并

建议以此为基础建立农村卫生组织。目前这一概念

已被全世界所接受，这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以‘初

级卫生保健’为基础，向全人类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的提议早了 40 年。正是由于这些贡献，他被当之

无愧地誉为‘中国公共卫生之父’。”纪念会后在公

共卫生学院大楼前竖立了由师生和北京三元基因工

程有限公司捐赠的陈志潜纪念铜像。

笔者从有限的信息中知道，在系院发展上作出重要贡献的有获四川省首届

公共卫生学终身成就奖的詹承烈，袁鸿江、游全程、张朝武、孙棉龄；我国环

境卫生学的奠基人之一的过基同；我校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盖宝璜；有在

食品与营养卫生学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彭恕生、王瑞淑；有参加如《中国出生缺

陷地图集》、《中国恶性肿瘤地图集》等重大课题，在医学统计上作出重要贡献

的杨树勤、倪宗瓒，此外还有致力于医学史研究的郭成玗，建立卫生检验专业

的鲁长豪及其他许多取得突出成绩的专家。

校友中有很大影响的：如一生在新疆工作，著有被称为填补肉毒中毒研究

领域的‘国际金牌’《肉毒中毒》一书的黄愿峰；在凉山长期从事麻风病防治，



使全州麻风病患病率从 1985 年的 1.03‰降到 1991 年的 0.32‰。1987 年被评为

“全国麻风防治先进工作者”， 又获“马海德基金奖”的赖祖杰；长期从事克

山病研究，获省科技工作成绩突出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钱平初；获卫生

部“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的陈尚智等。“文革”后的校友中有影响的

如：在英国取得众多研究成果的杨珉；在获得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任

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秘书长与国际合作部主任，被誉为宫颈癌防控「中国名片」

的乔友林；上海之江生物科技公司董事的长，荣获国家颁发的“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荣誉勋章的邵俊斌；在应急路上殉职，被国家卫生部颁发追授“人民

健康好卫士”荣誉称号，被四川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杨勇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西先后有两人走进了国家卫生防疫的领导岗位，对全

国的预防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让华西引以为荣。

一是 1953 年－1956 年任国家卫生部防疫司长的陈文贵（1902—1974）。他

早年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 年华西协合大学毕业，1930 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病

理科从事细菌血清病理学研究，著有《噬菌体对霍乱弧菌的分解》、《恢复期病

人霍乱弧菌的特性》及《组织培养下疫苗病毒毒性的变异》等。1935 年在新城

建立了蒙绥防疫处，1936 年他负责筹办了榆林鼠疫防治研究所，当年夏天被聘

为世界卫生组织视察员，到印度进修、考察鼠疫防治工作，回国后撰有《参观

访问印度防治鼠疫报告》。“七·七”事变后任国民政府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负

责华北战区的防疫工作。1937 年以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身份率员到延安，建立了

防疫 4 分队，并送去一大批医疗器械和药物，为该地区的防疫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0 年浙江地区发现鼠疫，98 人死亡，并在露天发现了跳蚤，他敏锐地判断是

日本人利用跳蚤传播的，主张发布消息，让人民提高警惕，无奈未被采纳；1941

年他在贵州筹建了疫苗血清制造室，成功制成了单纯霍乱疫苗，伤寒菌混合疫

苗、牛痘苗等。是年日军再次在湖南投放了细菌武器，他又前往调查，在湖南

常德采集了真性腺鼠死于败血症的病例，亲手检测到日本投下的鼠疫与霍乱菌，

1945 写出了《常德鼠疫报告书》，打印分送了各国使馆，1949 年在审判日本战

犯时，日本细菌战犯供认了《报告书》中列举的全部犯罪事实。新政建立后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国家卫生部防疫司长、北京流行病学研究所长，



1952 年在朝鲜战争中受卫生部的委派赴朝任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检疫队长。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1 年调任四川医学院副院长。

 几十年过后，1957 年四川医学院卫生系毕业留校工作的戴志澄，1986 年

再次走进了国家卫生部，任了防疫司、疾病控制司司长达 13 年之久，并兼任中

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中国防痨协会理事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中国公共卫生杂志》、《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杂志》等杂志的主编。主持了全

国传染病、寄生虫病及重要的非传染性慢性病等的预防控制工作。在宏观调控、

政策指导、规划策略、规范机构、科学管理及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绩。如《儿童计划免疫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荣获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银

质奖、世界卫生组织 1996 年度卫生成就特别奖、1996 年诸福棠儿童奖；与世界

银行合作的《中国结核病控制项目》，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誉为

“全球最成功、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项目”，“是国际公共卫生史上的范例”。其

他重大疾病如霍乱、疟疾、丝虫病、狂犬病、麻风病、小儿麻痹症等的预防与

控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对卫生管理学和中国卫生事业管理亦有深入的研究，

在创建中国卫生事业管理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退休后还担任卫生部艾滋病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在政策研究、领

导开发、流行病学干预及关怀等提供咨询。

人类的健康与生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疫病从来就与人类相伴而行，人

类与疾病的斗争永远也不会终止。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变，大气、水质、

地面、噪音四大公害也在不断加剧，人类的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传染病和慢

性病的依然存在双重威胁，艾滋病、SARS、人禽流感等的大面积爆发更让人恐

惧，尤其是 2020 年至今肆疟全球的新冠肺炎更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卫生

保健等各项任务极为艰巨而迫切，从上到下必须给予足够重视与加强。作为推

动大健康的排头兵，华西公共卫生专业要秉承其悠久的传统，联合同行，探索

国家主导，公卫与医护人员为骨干，全民参与，上下协同的大健康新模式。并

经过实验后推广，使大健康的内容，如环保、预防、食品安全、生殖结合，医

疗、教育、科研等得以全面落实；要联合各院校以切实数据反映公共卫生教育

的现状及公共卫生的产品是宏观指导与服务的公众性，努力争取国家加大投入，

并提高公共卫生人员的待遇，保持队伍的稳定与壮大；公共卫生学本身要改善



课程体系，开设大健康概论、大健康教育、大健康管理等及公共卫生史之类的

人文课程。在招生上或许要加大定向委培，有利于专业的发展。在教学方式上

要建立实验区，使学生有机会结合实际，达到学以致用，才能提高自己的地位；

公共卫生与医院结合是必要的，是探索和落实国家医防结合工作的一个内容，

但重点不在于追随综合医院，以诊治常见病为主攻方向，而要形成自己的优势

与特色，尤其在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的预防、诊治上取得更大成就。

（本文写于 2017 年，拟作为《华西坝文化》的补充，现进行的修改中吸取了朋友康小

槟的许多宝贵意见，也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指正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