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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的卫生健康理念与实践
1945 年，二战结束，怀着对祖

国劫后新生的殷殷憧憬，陈嘉庚

将自己视为“战后建国首要”的方

案建议———亦即其避难印尼期间

亲著的《住屋与卫生》一书，刊印

3000 本寄送至国内各县市，希望

“将所见所闻，贡献于政府社会以

资参考”。他在书中揭露了国民健

康与国家兴亡的紧密联系，提出

“维新之道，莫重于卫生，人民身体

之强弱，寿命之长短，与国家之兴

衰，极有密切之关系也。”因内战爆

发，该书设想多未能施行，但陈嘉庚

关于卫生健康的诸多理念却得以

流传，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卫生之根本：水、空气、阳光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曾有欧

洲卫生学家对世界各人种寿命长

短进行研究，发现欧洲人平均寿

命约在 54 岁，中国人约为 39

岁，印度人仅约 28 岁。有人认为

这种差异源自不同民族的食物

结构与营养成分，陈嘉庚却不认

同，他指出，新加坡人与中印两

国人民皆以米饭为主食，但因卫

生习惯良好，死亡率已明显较后

二者低；同样，我国西北部如青

海等地“三餐多以羊肉作饭”，但

体质却不如同是以肉食为主的

欧美人强壮。

那么，健康长寿的秘诀究竟

是什么？陈嘉庚认为，洁净的居住

环境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关键所

在。他提出，应效法借鉴新加坡

“改善住屋适合卫生”的经验做

法，在战后重建时，对城乡的区域

划分、规制标准等作出统一设定：

一方面可通过建筑限高、多设窗

牖、修建明渠、改造厕池、水井筑

栏等手段，确保居民的生活环境

中富有清洁而充足的水源、空气、

阳光———这也被其视作“生命上

最重要之三元素”；一方面则通过

垃圾集中定时清运、限定牲畜圈

养区域、禁止露天售卖餐饮等措

施，有效防治城乡环境污染。值得

一提的是，陈嘉庚还认为“清扫屋

舍之事”不应“专责妇女”，他批评

我国男子历来对卫生保洁等“杂

事”不闻不问的态度，主张夫妻应

共同从事家庭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关于

改善“住屋与卫生”的部分方案规

划终于得以付诸实施。1949 年，他

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中

提出“今后人民新建住宅，应注重

卫生之设计案”，并列举了“极感

我国民间住宅有改善卫生设计之

必要”的具体理由和办法。1958

年，陈嘉庚发电致信福建省长叶

飞：“闽南最害乡村厕所林立，请

严令乡政府合作，废私厕立公

厕。”他动员集美全镇居民填平房

前屋后的私厕，砌起 76 座卫生清

洁的公厕，集美卫生环境大为改

善。可以说，在 60 年前的厦门，陈

嘉庚就曾引领时代之先开展了一

场成效显著的“厕所革命”。直到

今天，厦门市提出“生态文明对标

新加坡”，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

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以新的

发展理念、发展格局，再次诠释了

陈嘉庚先生的超凡远见与深邃智

慧。

“谁号东亚病夫此耻宜雪”

陈嘉庚认为，改善健康状况

应“内外兼修”，在提升人居环

境的同时，国民也应该自觉加

强体育锻炼，掌握养生之道。他

重视科学运动与规律饮食，每

天清晨五点起床，起身前，先在

床上作舒展运动，然后出门散

步半小时，呼吸新鲜空气。运动

后回家沐浴，以毛巾擦拭全身

数次。六点半准时用早膳，早餐

是半熟鸡蛋三粒、牛奶一瓶，以

丰富优质的蛋白摄入保证身体

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使他体

魄强健，而不致因为对家国大

事过分操劳而缠绵病榻。

民国初，中国人在国际上一

度被西方人讥诮为“东亚病夫”，

陈嘉庚对此深感痛心，立志通过

提倡体育培养尚武精神、恢复国

民健康。1919年后，陈嘉庚所创

办的集美学校每年举办运动会，

各校学生同场竞技、并驱争先。当

看到许多学生因勤习体育，由初

进校时“身体羸弱，脸色清白”到

现今“身体健康，脸色红润”，他深

感安慰，感叹道，“挽吾国积弱之

颓风，矫社会搏沙之陋习，胥于诸

生是赖”。

陈嘉庚亦十分重视民族体

育，1929年，他邀请永春白鹤拳

师组成的“闽南国术团”到南洋巡

演，并亲自题赠对联“谁号东亚病

夫此耻宜雪，且看中华国术我武

维扬；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相

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一抒胸中

之豪气。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家乡

集美筑堤修建“龙舟池”，每年举

办集美龙舟赛，鼓励乡民们在运

动中强筋健骨、砥砺志气。直到今

天，已经升格为国家级赛事的海

峡两岸龙舟赛，仍然每年在集美

开赛鸣锣，向广大民众传播着陈

嘉庚科学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

理念。

从印赠药书到修建医院：陈嘉庚对地方医卫事业的贡献
陈嘉庚二十多岁时，曾在新

加坡友人家中看到一本药书，名

曰《验方新编》。该书收载了大量

民间验方、单方，于内科杂病、妇

儿外科、急救、食疗及时疫等无所

不及，且药方大多价廉、简便，是

一本具有普及性、实用性的医学

典籍。陈嘉庚认为乡村“医少病

多”，若每村备有一本医书，必定

大有裨益，便自费印刷数千册，分

赠各乡里，并登报广征良方，以增

补该书之不足。

四十多岁时，陈嘉庚一度染

上胃疾，并延及盲肠，多方医治

却效果不佳。他根据《验方新

编》中所载药方采服，竟有奇

效，由此对于医药卫生更趋重

视。因此，当陈嘉庚在南洋经营

商业卓有成绩之时，亦始终不

忘提升家乡的医疗水平。1920

年，陈嘉庚出资建立集美学校

医院（后为集美医院），这是集

美第一家西医医院。1947年，他

又倡建同安公立医院（同民医

院），进一步扩大医疗资源分布。

现今，两院经合并、发展，分别更

名为厦门市第二医院、厦门市第

五医院，并继续秉承嘉庚遗志，发

扬“救世”精神，为厦门人民的健

康福祉提供医疗保障。（陈嘉庚纪

念馆潘荫庭供稿）

阿拉宁波欢迎您！
若你常常在十二点半左右打

开电视，调到央视台，那也许你会

对宁波城市广告有很深的印象。

“阿拉宁波欢迎您！”稚嫩的童声

总是穿过空气震着耳膜。从高考

完的 6 月开始，这句广告语时常

在我潜意识里回荡，但三个月中

我其实没有太注意到它。直到脚

踩在宁波的机场地上，除了双肩

包还带着大箱小袋，“阿拉宁波欢

迎您！”这七个字如同混响一样环

绕在耳边。

整理完宿舍，我并无心去漫

步校园，毕竟将来还有漫长的相

处。我总是在想，宁波到底是什么

样的城市？我为什么要来宁波？夜

色初上，宁波的夜来得比家乡早，

六点出头黑幕已吞噬整片天。此

时我深受老外滩美名的吸引在街

上走着，街口看起来是十分旅游

化的商业街，走进去却发现是保

留老建筑的外墙做起的酒吧一条

街。将古老的魂壳注入新生的灵

魂，是我认为最高的文化保留形

式。保留着夜的背景和历史的外

墙，用星星点点的灯光装饰着氛

围，滔滔不止的河水载着人们的

生活，卖唱的人就像来来往往的

人流的标点, 让时间短暂地忘记

了流逝。路的末端将我引向了江

厦大桥下，路灯也星星点点，渲

染着夜的静谧。宁波的夜并没有

停止，它只是缓缓地流动，悄悄

地涌着。与此岸截然相反的彼

岸灯火通明，姹紫嫣红的楼就像

宁波的自信心，它用手臂紧紧地

搂住我这个客，在酒席上毫不吝

啬热情招待着每一个宾客，毫不

在意在散场时人们是否会绝情

地走掉。过桥即入世，街边的橱

窗无一熄灯，川流不息的道路旁

耸立的百货大楼仿佛置身于黄

金时代的香港。乱灯渐欲迷人

眼，彼岸形形色色的行人只会渐

渐融入夜的氛围中，但此岸的这

万家灯火后又有多少值得书写

的故事，他们掌控了夜，他们书

写着宁波的夜。

从高酥记中带了一些甜味

的心情离开，江浙味道总想用味

蕾来引导我的心情。出租车拐了

几个弯，黑夜再次填满了窗外，

但不变的是那流水，不论是大江

还是小溪，流动的水声就像烟火

气一样窜进了平常人家。开车的

是甘肃人，与机场接送的本地人

不一样，提到家乡话语就像流水

源源不断，却丝毫没有独在异乡

的秋意，话语里没有半句关于宁

波，但是我能感受到宁波满满的

暖意。

夜晚的宴席散场，随着日光

照耀，氛围也慢慢升温。天气微

阴，台风正在往沿海赶来。躲进宁

波博物馆里，不用担心不时的降

雨。赤裸裸的砖感外墙，凹凸有致

的楼型。时逢周末，博物馆里充满

了脚步声，许多孩子跟着父母的

脚步懵懵懂懂地第一次接触广袤

的知识海洋。博物馆虽静，但不乏

人气。每个展示柜前都立着人，但

也都有位子让你挤上前一览，不

像卢浮宫的热门展点只能远观不

能静赏，也不像小地方的市博物

馆人迹罕至。展厅之多，以至于就

算走马观花也要花上许久。在我

以为参观完楼内的展厅可以稍歇

脚步时，藏在楼顶的特殊展厅拉

起了我脚下的传送带。博物馆虽

小，但主题俱全：城市的历史，限

时的玉器展，宁波的红色星火

……从灯光幽暗的展厅里走到顶

楼的露台上，一下豁然开朗。周边

没有高层建筑，露台就像一个大

呼吸口，风从咖啡厅和展厅之间

穿过，野性的砖墙似乎加大了风

力。大风拂过，仿佛有鲲鹏助力，

将密密的乌云吹出一个蓝天的

角，吹散了心中纠结，解开了缠绕

的问题。宁波真是神奇的城市，它

知道如何让人们享受生活，如何

进入舒服放松的状态，也知道如

何将这能力藏于生活中，待热爱

生活的人发现。

简简单单的宁波小旅结束，

我回到宿舍，老爷爷在我出发前

打趣：“阿拉宁波欢迎您！”猛然进

入我的脑内。带着家乡口音的这

句宣传语仿佛不是在邀请我去宁

波，而是挽留我。宁波到底对我而

言意味着什么？它的节奏好像缓

缓的，就连流水都悄悄地流，但它

好像又快进了我的人生到了大学

阶段。它的生活看起来悠闲，但没

想到掀开面纱，在背后还有浓厚

的文化氛围和高生活水平的另一

幅脸面。我现在对于宁波就是个

过客，一个独在异乡的异客，但或

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能像那

个出租车司机一样释然地留在宁

波，侃侃谈着家乡。也许听着听着

广告语，我就被好客的宁波算进

了宾客名单内，也许最终记忆会

变成“欢迎您来阿拉宁波！”

□黄扬茜

集美学校医院（集贤楼）

陈嘉庚（ 排中）在集美学校第二届运动会开幕式时与来宾、

教职员等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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