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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共卫生知识的传播与普及是近代中国医学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丙寅医学社创办的《大

公报·医学周刊》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华北地区的重要医学刊物，自 1929 年至 1937 年，该刊持续倡导学

习国外卫生管理经验，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并在此方面向政府建言献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公

共卫生的重要阵地。该刊刊载了 133 篇相关文章，不但传播和普及了公共卫生相关知识与内容，同时也客观

记录了当时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再现了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努力。

[ 关键词 ]《大公报·医学周刊》  公共卫生   科学传播

[ 中图分类号 ]  G236      [ 文献标识码 ]  A           [ DOI ] 10.19293/j.cnki.1673-8357.2017.05.013

1 《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创办及其宣传
公共卫生的背景

1917 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于北平创

办协和医学院，并将在中国发展“科学化医

学”和培养“中国医学的未来领导者”确立

为其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这样的办学

理念，直接促成了医学院师生的社会服务意

识，协和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导

力量 [1]。

1926 年，在五卅运动的影响下，以陈志

潜、杨济时、贾魁以及诸福棠等人为代表的

北平协和医学院学生，发起成立了丙寅医学

社，并将“评论社会医事，传播新医知识”

作为医学社的活动宗旨。丙寅医学社成立当

年，医学社社员即致力于医学传播工作，其

中，最早的传播工作当属创办《医学周刊》。

自 1926 年到 1929 年上半年，丙寅医学社先

后与北平的《世界日报》和《新中华报》合

作，将《医学周刊》以副刊的形式刊登在这

两份报纸上，后因各种原因停止合作。1929

年，丙寅医学社转而与天津《大公报》合作，

以《大公报》为载体创办《医学半月刊》，后

改名《医学周刊》。

《大公报》由英敛之于 1902 年在天津创

刊，至今仍在香港出版，它是 20 世纪 20 —30

年代华北地区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之一，也是

我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1926 年，

吴鼎昌等人组建“新记”公司，在天津接手

《大公报》，并发展出了“不党、不卖、不私、

不盲”的“四不主义”，始终坚持舆论独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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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2]。而丙寅医学社所追求的，亦是

这样一种独立和自由的舆论氛围。陈志潜在

《发刊漫谈》一文中谈到：“不过为完全迎合

心理而立言，丙寅医学社同人所不为，大公

报馆亦宣言所不收。这是我个人最觉欣悦的

一点。”[3] 另一方面，20 世纪 20 年代，在新

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部分报纸的专刊和副刊

成为激进知识分子宣扬民主和科学，传播新

观念和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为迎合读者需求，

新记《大公报》也相继推出属于自己的专副

刊 [4]。此时的《大公报》，并未有医学类副刊，

这也成为丙寅医学社和新记《大公报》合作

的契机。丙寅医学社与新记《大公报》的合

作持续了八年，直到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

华战争后，《大公报·医学周刊》才被迫停刊。

从 1929 年到 1937 年，《大公报·医学周刊》共

发行了 406 期，刊文 1 000 多篇①，凭借丙寅医

学社的专业素养以及《大公报》的影响力，《大

公报·医学周刊》在这短短的八年时间，发展

成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重要的医学刊物。

从 1929 年 创 刊 至 1937

年 终 刊， 陈 志 潜 一 直 担 任

《大公报·医学周刊》的主

编，他自幼便有学习西医的

愿望，在协和求学期间，受

美籍公共卫生学家 J. B. 兰

安生（J. B. Grant）的影响，

萌生了投身于中国公共卫生

事业的想法。陈志潜鼓励学

习西方医学特别是西方公共

卫生学，他本人也曾多次在

《大公报·医学周刊》上发

表文章，阐明在当时中国开

展公共卫生建设的紧迫性。

除 陈 志 潜 外， 杨 济 时、 贾

魁、朱章赓等丙寅医学社的

主要负责人也均致力于传播

西方医学，他们同时也是周

刊的主要撰稿人，并多次在

周刊上发表文章，传播新医

知识。此外，医学社外的主

要撰稿人，诸如吴霁棠、朱

宪 彝、 胡 懋 廉 以 及 庐 永 春

等，均是当时中国知名的西

医卫生界人士。显然，丙寅

医 学 社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和 撰

①多次出现的同名连载文章统一只算作 1 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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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深受西方医药卫生理念的影响，也深谙

学习西方医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极力

支持西医传播工作。在《医学五化论》一文

中，朱章赓阐述了当时医学的五化问题，即

科学化、学术化、民众化、社会化和国家化，

这五化同时也是丙寅医学社医学传播工作的

方向，因而，西医日常卫生保健常识、疫病

防控知识、西医理论技术以及公共卫生、医

护 职 业、 医 药 卫 生 教 育 等 问 题 成 为《 大 公

报·医学周刊》关注的重点。在这五化当中，

社会化和国家化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医学应为

民众造福，国家应对国民健康负责的理念，

换言之，即国家要通过公共卫生的建设保障

国民身体的健康。20 世纪 20 —30 年代，公共

卫生建设普遍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成

为丙寅医学社宣传的重点，这与甲午战后医

学救国思潮的兴起密不可分。

19 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

西医随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并不断地冲击着

中医的地位。甲午战败后，中国进入一个批判

旧文化和学习西方新文化的自我反思阶段。在

医学领域，中医开始势微，而西医则在以梁启

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的倡导下，作为强身健体

之首选，担负起保国保种，救国救民之重任。

此时，西方诸国的卫生建设与中国卫生行政

的缺失形成鲜明对比，而日本维新发端于医

学改革之事实又为精英分子所瞩目，他们深

刻地认识到，“西方医疗明显优胜之处，是公

共卫生和保健的知识和制度比中国进步”，因

此，建立在传染病学基础之上的公共卫生学

成为医学现代化的一个焦点 [5]69，75 。20 世纪初，

西医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公共卫生建设也逐

渐上升到国家的高度，1916 年至 1925 年，北

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励行公共卫生建

设，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

展。1928 年，国民政府完成名义上的国家统

一，并于同年在南京设立卫生部，公布《全

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公共卫生建设正式纳

入国家建设范畴。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社

会上也掀起一股励行公共卫生建设的热潮，

倡导公共卫生，加强卫生管理成为当时中国

医药卫生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医学

社会化之进程逐步加快。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医界的知识

精英自觉顺应医学社会化的潮流，励行公共

卫生建设，以图提高国人的身体健康水平，

改善中国的医疗卫生状况。由协和医学院学

生创办的《大公报·医学周刊》对公共卫生

的宣传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2 《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传
工作

在医学社会化的进程中，丙寅医学社深

谙“卫生工作之目的，在使社会人人享受健

康之幸福”[6]，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公共卫

生事业依然处于萌芽状态。并且，其时中国

人的身体健康水平较之日本及欧美国家确有

较大差距。统计资料表明，民国时期，中国

的人口死亡率为 30‰，同时期日本及欧美各

国的人口死亡率仅为 10‰左右，天花这种可

防可治的疫病在我国的死亡率为 3.53‰，而

在英国的死亡率仅为 0.12‰ [7]，中国的医疗卫

生状况不甚乐观。陈志潜提出，当时中国虽

然有成千成万的医生，但华北农村里百分之

四十五毫无任何的医药设备，就连上海这样

一个拥有六千多医务人员的大都市，到了每年

霍乱流行的时候，也成为了霍乱的大本营，而

且“医师的诊费贵到每次四元八角至二十八

元”②，如此昂贵的费用，普通百姓根本无力

承担，这就造成了“有医师也不能维持社会

②《我国急应实施公医制度》一文发表于 1933 年，据匡丹丹《上海工人的收入与生活状况（1927—1937）》一文，
1927—1937 年这十年间，一般的上海工人家庭年收入在 200—400 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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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身心的治安”的状况。最后，陈志潜更

是直言：“旧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合今日生活的

实际，若不及早撞破，来创造新方式，国家

的问题将无法解决，国运的前途实在是危险

万状。”并以此呼吁建立全面的公医制度 [8]。

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丙寅医学社励行公共

卫生建设之愿望，也表达了其试图用医学去

救国的期盼。

丙寅医学社励行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途径，

是以《大公报·医学周刊》为平台，向民众

宣传公共卫生建设。梳理 1929 年至 1937 年的

《大公报·医学周刊》，笔者整理出有关公共卫

生的文章共 133 篇。撰文者，除了丙寅医学社

的陈志潜和朱章赓外，大部分是医学社外的医

界人士，如吴霁棠、庐永春、猷先、俞焕文和

刘瑞狱等。从数量上看，这些文章占到《大公

报·医学周刊》发表文章总数的 11.36%，除了

1929 年和 1937 年因办刊时间不足一年导致文章

数目较少外，其他年份文章均达到 10 篇以上，

文章数目最多的 1934 年，更是达到了 23 篇（见

图 2）。从内容上看，这 133 篇文章可以分为三

类：第一，倡导公共卫生，着力构建公共卫生

之形象，反映各种卫生问题，表述公共卫生建

设之重要性；第二，介绍国外卫生管理经验，

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三，

对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这三部分

内容也恰好反映出其宣传公共卫生的三个方向。

设施都是为人民谋幸福”，因此，“求社会任何

阶级的人都能享受同等的医学设施，要实现

医学社会化，必先实行医学国家化不可”[9]。而

此处所谓的医学国家化，即是公共卫生建设。

因此，倡导公共卫生建设，论述其对于国民健

康的重要意义并突出国家应对国民健康负责成

为丙寅医学社宣传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方式之

一。从统计结果来看，《大公报·医学周刊》涉

及倡导公共卫生的文章 52 篇，这些文章大部

分着力于直接论述公共卫生之重要性和必要

性，呼吁中国必须要加快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卫

生管理制度，让医学肩负起救国救民之重任。

相应的文章有《卫生行政》（第 76 期）、《我国

急应实施公医制度》（第 181 期）以及《公共

卫生与人类幸福》（第 247 期）等。

例如《公共卫生与人类幸福》一文，开篇

便如此论述公共卫生的意义，“公共卫生的目的

在：一、改良社会卫生状况，以预防疾病，减

少死亡；二、提高民众健康程度，以增强其生

活力，充裕社会经济，换言之，公共卫生就是

为人类谋幸福的工具。社会自有公共卫生以

来，迄今不过五十余年，而在这短时间，公共

卫生替人类所谋的幸福，实在是不胜枚举”[10]。

又如《北平市第一次卫生动员大会袁市长演说

词摘要》，该文作者在阐释卫生动员大会的意

义时说到，“我们中国人，人家给我们一个‘东

亚病夫’的绰号……这个东亚病夫的绰号，我

们当然要想方法去掉。但是要强国，就要先强

种。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无健康，基础即

无法巩固”，因此，“我们要人民健康起来，除

了提倡卫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11]。

另外，还有部分文章着力于展示具体的

公共卫生问题，内容涉及日常公共卫生问题

和卫生管理缺失问题两方面，尤以展示卫生

管理缺失问题为主，相关文章有《由急赈想

到市政》（第 201 期）、《夏令游泳与公共卫生》

（第 255 期）以及《北平牛乳管理问题》（第

图 2 《大公报·医学周刊》历年宣传公共卫生文章
         数目统计图

2.1 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

丙寅医学社宣传公共卫生的第一种方式

是倡导公共卫生。朱章赓曾提到，“医学底目

的，既为民众健康之保障”，而“政府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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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 期）等。如《由急赈想到市政》，作者在

文中谈到，北伐战后，对于北平的灾民赈济，

“中央原定有卫生一项，近以急赈可以包括卫

生，卫生不能包括急赈，所以改为急赈”，然

而，这样的改变令作者觉得“现在一般市民

所享受到的卫生利益，也太觉不足了，北平

的人口有一百四十余万，居然连一个相当的

传染病医院都没有，比起其他的文明国家来，

我们简直的不如人家的猪狗啊！”由此，作者

呼吁，“战区民众所应享受的卫生设施不应当

仅限于急赈，而应该有一个比较长久的计划，

趁着这个机会建设起来”[12]。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报·医学周刊》虽

然创办于 1929 年，其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

也集中在国民政府的卫生政策颁布之后，但

这并不能说明其公共卫生宣传工作是受到国

民政府政策的推动所致，早在丙寅医学社与

《大公报》合作之前，丙寅医学社即着手宣传

公共卫生建设。在此之前，丙寅医学社认为，

现代医学是民众的医学，所以医界要把现代

医学送到民间去，使得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

能享受到这点利益，同时，在他们看来，国

家应该对民众健康负有责任 [13]。因而，他们

对公共卫生建设的倡导，可以看做是其自觉

顺应近代医学社会化的表现。

2.2 对国外卫生管理经验的学习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运多舛，积极

谋求向国外学习，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

国救民的方式之一。在公共卫生建设方面，

丙寅医学社同样尝试着宣传国外的卫生管理

经验，为中国的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借鉴。对

于这点，朱章赓曾谈到，“每听人提起公共卫

生，就感觉到我国是落后了；学识方面，技

卫方面，还不如欧洲先进诸国”，因而，他希

望把“考察欧美卫生行政所得到的，来和各

位谈谈；或可供各位热心同志的参考”[14]。

《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公共卫生的文

章中，介绍国外公共卫生建设经验的文章有 30

篇，涉及苏联、美国、日本、英国、波兰、奥

地利、墨西哥以及法属安南等国家和地区。而

从内容来看，这些文章的涉及面相当广泛，主

要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食品卫生管理、疾病

管理、军队卫生管理、卫生部门制度管理、公

共卫生应急经验以及公共卫生与学术建设等。

相应文章有《新墨西国水灾时防病的经验》

（第 104 期）、《参加美国公共卫生学会拉杂谈》

（第 122、123、126 期）以及《苏俄的抗痨运

动》（第 127 期）等，这些文章在介绍国外的

卫生管理经验时，均提及了公共卫生对于预防

疾病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意义。

例如《新墨西国水灾时防病的经验》一

文，借该国政府的水灾防疫经验总结了几则

水灾防治传染病的处置事项，即在发生水灾

时，应当注意饮水之卫生、排泄物之处置、

食物之卫生、接种疫苗以及病人之处置 [15]。

又如《参加美国公共卫生拉杂谈》一文，作

者在文中提到，美国公共卫生学术在改善卫

生条件和推进卫生行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建议公共卫生行政应该要跟公共卫生学

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此推动公共卫生建

设的规范化 [16]。再如《苏俄之抗花柳病运动》

一文，肯定了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自上而下、全民

动员的抗花柳病运动的经验并积极倡导之 [17]。

需要指出的是，《大公报·医学周刊》宣

传的国外卫生管理经验涉及了多个国家，其

中尤其关注苏联的卫生建设经验，在 30 篇介

绍国外公共卫生建设的文章中，关于苏联的

文章就有 11 篇，内容涉及苏联的全国卫生建

设、疾病卫生管理、医疗保险体系等。除了

前文提到的《苏俄之抗花柳病运动》一文，

还有《苏俄医事设施的改革》（第 98 期）、《苏

联之产母婴儿保健事业》（第 101 期）以及《苏

联保健卫生事业概况》（第 360、361 期）等。

在编印成册的《医学周刊集》第五卷当中，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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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医学社还专门将其中五篇文章归为一栏，名

为“苏俄医事”，对苏联卫生建设进行集中介

绍，以为中国公共卫生建设之参考。

苏联的卫生管理经验能得到如此关注，

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俄国十月

革命胜利之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处于

合作关系的国共两党相继派员留学苏联，由

此形成 20 世纪 20 年代留学苏联的高潮。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这

与同时期经济危机下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的

对比，因此中国社会舆论开始对苏联体制抱

有好感 [18]。另一方面，苏联的卫生制度实践

了“将医疗普及到民间去”的理念，《苏俄医

事设施的改革》一文对此进行了论述，全面

介绍了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公共卫生事业改革

的成就。作者在文中谈到，苏联进行医疗改

革，建立全国的统一医事组织、普及医疗设

施，实行免费治疗、大力培养医务人员以及

注重疾病之预防，“目的在于使一般公民都有

享受的机会。全世界上，还没有一国能实行

这种制度”。而实行这种制度之后，全俄的人

口死亡率以及婴儿死亡率从 1913 年的 27.3‰

和 270 ‰ 降 到 了 1923 年 的 23.7 ‰ 和 170 ‰。

最后，作者总结说，“于战争饥荒疾病分走之

中还能得到如此结果，不能不令人惊服苏俄

卫生事业的进步了”[19]，并对苏联这种将预

防与治疗相联系，把民众福祉与医学建设相

结合的高度集中的卫生行政体系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大为赞许，倡导学习。可见，丙寅

医学社所认同的，正是苏联卫生行政体系对

于保障全民健康之功效，这也恰恰符合了医

学社倡导公共卫生以谋求民众福祉的目标。

2.3 对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建言

除倡导和参考国外经验外，丙寅医学社

也注意到了国内公共卫生建设的问题，陈志潜

在谈论医学社的努力方向时曾说过，医学社要

“监督中央及地方各卫生行政机关，务求任用

专门人才，以研究和成立国家急欲举办之公共

卫生建设事业”[20]。换言之，即在监督国家卫

生行政机构的基础上，要求国家通过采纳并推

行各类卫生行政人才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并完

善公共卫生的管理。因此，对我国公共卫生建

设积极建言献策，促进中国公共卫生行政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成为《大公报·医学周刊》宣

传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方向。从统计结果看，

其公共卫生建言献策类文章总共有 51 篇。值

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30 年代，全国不少地区

都开展了乡村卫生建设实验，这受到医疗卫生

界的普遍关注，加之陈志潜本人致力于乡村卫

生工作，这使得《大公报·医学周刊》成为讨

论乡村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

讨论乡村卫生建设的文章有多篇为陈志

潜亲自主笔，主要介绍了其工作经验特别是

定县农村卫生工作经验。相应文章有《演讲：

定县卫生工作》（第 207 期）、《定县社会改造

事业中之农村卫生实验》（第 226、227 期）以

及《谈定县的保健员》（第 284、294 期）等。

如在《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之农村卫生

实验》一文中，陈志潜认为，要在定县这样

一个医疗卫生水平还极度落后的地区实现保

障农民健康的目标，就要扎根基层，构建起

一套自下而上的由村保健员、区保健所和县

保健院相互配合的三级卫生行政体系。具体

而言，村保健员负责防疫和卫生宣传工作，

同时对村民进行“生死报告”的登记；区保

健所负责一般的门诊治疗，同时督导村保健

员，并管理学校和母婴卫生工作；县保健院

则对医院进行管理，同时督导区保健所，并

负责传染病管理、卫生教育和人员的培训工

作 [21]。在三级网络中，陈志潜特别注重村保

健员的作用，在《谈定县的保健员》一文，

他进一步阐述了设置乡村保健员的两大原

因：其一，“今日推广科学医药，不能不想到

乡间人民交通之不便，为便利农民就近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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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起见，我们不得不设置保健员”；其二，

“现在训练一个医生是不容易的……我国全国

四万万人民，只有四千个合格的医生。要拿

四千个医生来管理四万万人民的健康，那就

是每个医生得管十万人口”，这是不实际的，

而与医生相比，保健员的训练成本要低很多
[22]。以保健员的设置来应对农村的基础医疗问

题，将医学知识由保健员主动地传播到基层

去，这种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体系，正是陈

志潜所极力倡导的。

除陈志潜外，其他医界人士亦根据自己

的工作经验撰文发表了个人对于乡村公共卫

生建设之看法，如第 241～242 期连载的《我

国乡村卫生成功之途径》，作者在文中为中国

乡村卫生建设提了几点建议：其一，加强专

业卫生管理人才和专业医师的训练，并增设

医疗卫生训练组织；其二，根据中国南北的

生活差异，设立华南和华北两个卫生厅；其

三，“中央政府要积极协助各县改进卫生事业

之方法”[23]。其他文章，诸如《山东菏泽试验

县的概况调查及其筹备医药卫生之建议》（第

228、230 期）、《最经济的乡村卫生医疗组织》

（第 257 期）以及《乡村卫生建设》（第 292

期）等也都涉及乡村卫生建设。

除了乡村卫生建设外，公共卫生建言献

策类文章还涉及了其他内容，例如卫生行政

之建议、卫生行政人员之训练以及具体的卫

生防疫问题。相应的文章有《为西北卫生建

设者进一言》（第 276 期）、《训练卫生行政人

员的建议》（第 214 期）以及《水灾区域宜及

早注意防疫工作》（第 303 期）等。

3 《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公共卫生建
设的特点和影响

作为当时华北地区一份重要的医学类刊

物，《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传工

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

生的认识，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首先，《大公报·医学周刊》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同

时 又 具 有 一 定 特 色。20 世 纪 20 — 30 年 代，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公共卫生对于保障

国民健康的重要性，倡导公共卫生成为当时

社会的主流。《大公报·医学周刊》是当时医

界知识分子讨论新医的平台，就公共卫生类

文章看，其主要撰稿人除了陈志潜和朱章赓

等人，其余大部分来自医学社外，可见，其

所宣传的公共卫生理念并非一家之谈，而是

当时医界人士观点的集合，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公共卫生的认识。这一

点，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一些医学刊物看出，

例如中华教育促进会与上海特别市卫生局合

办的《卫生月刊》以及上海医师公会主办的

《新医与社会汇刊》，这两种刊物均对公共卫

生给予了关注，特别是《卫生月刊》，其办

刊宗旨即为宣传公共卫生。这两种刊物的公

共卫生宣传工作与《大公报·医学周刊》一

样，在倡导公共卫生的同时，兼顾介绍国外

的卫生管理经验并发表一些针对卫生行政的

建言献策类文章，而在进行这些工作时，这

两种刊物也都紧紧围绕国民健康与国家民族

兴亡的议题展开，这也是当时社会对于公共

卫生之意义的普遍认识。但是，与两者相比，

《大公报·医学周刊》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

一，作为社会团体创办的刊物，与《卫生月

刊》相比，《大公报·医学周刊》着重于展示

当时社会各界对公共卫生的认识，因而，其

相关文章的内容大部分都属于民间人士对公

共卫生的倡导与建言，并不代表政府的话语。

而《卫生月刊》由政府部门主办，以宣传中

央和各地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尤其是上海

特别市政府的卫生政策为主，反映了当时政

府部门对公共卫生的态度。第二，与《新医

与社会汇刊》相比，《大公报·医学周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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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关注于乡村卫生建设，刊登了多篇涉及乡

村卫生建设，尤其是定县乡村卫生建设的文

章，阐述了乡村公共卫生建设对于保障民众

健康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这受到当时各地

乡村卫生实验开展的影响，也与其主编陈志

潜长期的农村工作经历密不可分。而《新医

与社会汇刊》由上海医师公会这样一个专业

的医学组织主办，其传播宗旨在于利用西医

知识普及日常卫生常识，公共卫生只是被部

分提及，并且，其主办单位上海医师公会的

主要活动范围局限于上海市内，因而，其公

共卫生宣传以城市公共卫生建设为主。

其次，《大公报·医学周刊》对于公共卫生

的一些构想得到当时社会的高度评价，部分理

念后来为政府所采纳。第一，陈志潜在《大公

报·医学周刊》中宣传的定县乡村卫生建设经

验在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在国内外引起

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公共卫生专家甚至亲自到

定县学习经验，不少刊物也报道了定县的乡村

卫生实验，甚至直接转载了陈志潜发表在《大

公报·医学周刊》上的《定县社会改造事业中

之农村卫生实验》一文。与此同时，“三级保

健网”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34 年，国民政

府颁布政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定县经验。第

二，20 世纪 40 年代，国民党中央通过《实施

公医制度以保证全民健康案》，同意将公医制

度纳入国家卫生行政体系当中。这一提案提

到了政府保障国民健康的问题，这与《大公

报·医学周刊》在倡导公共卫生之意义时反复

提及的“政府为民众健康之责任者”的理念不

谋而合。此外，《大公报·医学周刊》极力宣传

的苏联卫生管理经验也被国民政府所采纳，并

被部分应用于中国的公医制度中。可见《大公

报·医学周刊》所宣传的公共卫生理念是取得

了一定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刊物

都对定县经验和苏联模式等给予了持续关注，

因此，并不能表明这一系列的反响就是《大公

报·医学周刊》公共卫生宣传工作的直接效

果。但是，《大公报·医学周刊》宣传的部分

公共卫生构想和理念无疑是当时主流思想的体

现，反映了当时社会倡导公共卫生的思潮，而

也恰恰是这样的思潮，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

业的发展。

4 结论
自甲午战败，在知识精英的倡导下，医

学被赋予了保国保种，救国救民之责任，医

学的意义已不仅限于个体的疾病治疗，而上

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公共卫生开始登上

中国近代史的舞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励行西医传播的丙寅医学社开始以《大公

报·医学周刊》为载体，对公共卫生进行集

中宣传。其公共卫生宣传工作反映了当时社

会对于公共卫生的普遍认识，与同时期其他

刊物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此外，其对于

公共卫生建设的部分构想和理念也受到了当

时民间和政府的认可，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可以说，《大公报·医学周刊》的公共卫生宣

传工作是有效果的。《大公报·医学周刊》真

实记录了当时中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状况，再

现了中国知识精英参与公共卫生建设的努力，

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公共卫生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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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Local Knowledge Resources to Interpret Western Science
——A Research on the Popular Science Model of Gao Lu and His 

Xiaochuang Suibi

Wang N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uhehaote 010022）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eries of astronomical science articles Xiaochuang Suibi in the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which were written by Gao Lu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makes a logic analysis of the main content of Xiaochuang Suibi and its references to local 

knowledge resources. According to citation index of Rizhilu and Rizhilu Jishi（the most representative 

local knowledge resources）in Xiaochuang Suibi，the paper chooses Rizhilu and Rizhilu Jishi as the case 

studies. It concludes that Xiaochuang Suibi creates a new popular science model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at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amely，local knowledge resources are taken to 

interpret western science in Xiaochuang Suibi.

Keywords：Gao Lu； Xiaochuang Suibi（Xiao Chuang’s Essays） ；Guanxiang Congbao（the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Rizhilu（Record of Knowledge Gained Day by Day）；

Rizhilu Jishi（Collected Notes on Record of Knowledge Gained Day b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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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r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in
Ta Kung Pao Medical Weekly

Hong Chuan’an    Zhang Meifang

（Res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public health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modern 

Chinese medi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olicy. The Ta Kung Pao Medical Weekly founded by Bing Yin 

Medical College is an important medical journal in North China in the 1920s and 1930s. Since the years from 

1929 to 1937，the journal has actively and continually introduced the experience regarding health manage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popularized knowledge concerning public health，and relayed advice and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and then obtain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and role in the public health popularization. The journal 

published 133 related articles in total，which not only popularized knowledge of public health，but also fairly and 

objective lyrecorded the real situation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at that time，and demonstrated the tireless efforts 

made by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 promote public health.

Keywords：Ta Kung Pao Medical Weekly；public health；scienc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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