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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在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 

李 祥 
(湛江师范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摘 要：从健康的概念入手，论述了当今社会在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的必要性，指出在中小学开展健康教 

育是党、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是提高中华民族健康质量与水平的基础工作， 

是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并提出了实施的方法体系，包括 目标、内容、原则、办法、途径以及基本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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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bout昀rr ng out health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L．I Xiang 

(Zhanjiang Normal College，Zhangjiang 524048，China) 

Abstract：The author thinks it is necessary to launch health education in middle and primary school and raises the methods to 

put it into effect which include the target，content，principle，way and basic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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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健康教育概述 

1．1 健康的概念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达、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对健康的 

认识也在加深与完善。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只能 

单从生物医学模式去理解健康和认为造成人类健康威胁的 

主要是细菌、病毒、传染病与寄生虫等，认为“没有病就是健 

康”和“人体各器官没有病变，功能正常即是健康”。在我国 

1978年修订的《辞海》，对健康的描述是：“人体各器官系统发 

育良好，功能正常，体质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活动效 

能状态，通常用人体测量、体格检查和各种生理指标衡量。” 

很明显这仍是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诚然，当今影 

响人类健康的因素，除了生物(生理)因素外，更多是来 自非 

生理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不生病，不虚弱”就是健康， 

这不是现代的健康观，而应把人的健康与生理、心理与社会 

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宪章中是 

这样给健康下定义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不虚弱，而 

是身体的、精神的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总称。”这是完整的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现代健康观。按我国的习惯， 

笔者认为所谓健康，就是指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 良好，功能 

正常，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并具有良好的劳动效能；与生活 

环境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和均衡；对自然与社会环境有着较 

强的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健康必须是身心均保持完好的状 

态，哪一方面出了毛病的人，都不是健康的人。 

1．2 建康教育与学校健康教育 

健康教 育在我国一直被称为“卫生宣传教育”或简称 为 

“卫生教育”、“卫生宣教”等。这实质就是与前面提到对健康 

的认识受了生物医学模式健康观的影响，忽视了人不仅是生 

物的人 ，同时还是社会的人 ，他不可能脱离社会活动，而恰恰 

这些活动又紧密关系着人们的健康生活和疾病的发生。 

那么，健康教育的含义是什么?目前尚无一公认的统一 

定义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历年的正式文献中提法也不尽 

相同，当中最常引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原健康教育处长慕沃 

勒菲(A·Moareti)博士提出的：“健康教育帮助并鼓励人们有 

达到健康状态的愿望；知道怎样以达到这样的 目的；每个人 

都尽力做好本身或集体应作的努力；并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寻 

求适当的帮助。”据此，按照我国的习惯，笔者认为所谓学校 

健康教育，是指在学校这特定的时空有计划、有组织和有系 

统的传授健康知识，促使学生自觉采取有益于健康的行为与 

生活方式，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的危害因素，预防疾病，帮助 

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意识行为与生活方式，消除或降低影响 

健康危害因素的教育过程。 

2 在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我们过去仍长期处在把健康教育看成“卫生宣传教育”， 

就连《辞海》对健康概念的介定，也还停留在生物医学模式的 

健康观上。至于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就更为落后了，到今天仍 

把抓“卫生宣传”视为抓丁健康教育．使广大中小学生在成长 

过程中，由于得不到“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现代健 

康教育，导致常见病发病率高居不下，并出现大量的心理障 

碍与生活行为怪僻现象，严重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2．1 党、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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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国力竞争 日趋激烈 ，而 国 

力的克 j。， 靛 谯取决 f劳动苦的鬟‘文和 爱人 的质量 

与数量 ，这就决定了教育在综台国力形 成中的基础地 位，而 

中小学教育即是这基础地位的基础 闲此，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 ，首先应 从中小学抓起 众 所周知， 心素质是 全面素质 

教育的基础素质，是其它素质的载体。所以，中共中央、国务 

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 为祖 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是中华 

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抓中小学教育 时，必须首 先 

抓好健康教育。 

2．2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 

在此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非一个 

新要领。从其本质 而言，就 是以提高 国民素质 为 目标的教 

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我们现 

在强调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由于过去存在着“为『立试而教 、 

为应试而学”的倾向，从而影响了素质教育 的全面实施 和高 

紊喷创新人才的培养 。其次，过去我 们在理解“德育、智育 、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中的“体育”的内涵上．由于受“生物 

医学模式”健康观的影响 ，认为只是积极开展体育活动 ．组织 

学生参加身体锻炼，增强学生体质 ，而并没 有把这个“体育” 

从“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健康观去理解它 的内涵 

是对学生进 ，亍身体方面的教 育，即确保学生 身心 健康的敦 

育，也是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本钱”素质——身心健康 

素质。其包括生理健康(即人体各器官系统发育良好、机能 

正常 、体格健壮 、精力充沛，并具有 良好活动效能状态)、心理 

健康(即人们与生活环境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和均衡)和良 

好适直能力(即对 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 

2．3 提高中华 民族健康质量 与水平 的基础工作 

我国民族的整体健康质量和水平与世界先进 国家 比，差 

距尚比较大 ，远远适应不 r当今世界高科技迅速发展对人 的 

身心健康素质的要求 ，距离实现我国“2000年人人 享受卫生 

保健”的 目标还差得很远。纵观世界健康 教育 的发 展史．无 

不都是从学校开始，特 别是中小学 ，然后才向社会的。就我 

国而言，中小学生占总 人口四分之一还要 多，他 们正处在成 

长、学习的基础阶段 ，是系统接受与掌握健康知识 ，养成 良好 

心理素质 与文明生活方式 的最佳时机。尤其是他们今天受 的 

健康教育质量如何 ，便是明天社会成员质量提高的基础。所 

以切实抓好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 ，又何愁我国健康教育质量 

与水平不立于世界健康教育的先进之列1 

2．4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 

中小学生正处于长身体 、增 知识 的关键时期 ，身心健康 

对于他 们至关重要。可现实不容乐观。比如 1998年 广州市 

高考考生的体检 有 89％不达标 ；最近湛江 市公 布的中小学 

生近视率 为占在校 生的 9_0％。究其 原因虽是多方 面的 ，但 

其中过去没抓 中小学健康教育是致命的原因之 。学校健 

康教育最大特点之一是将传授的卫生保健知识 与形成良好 

行为习惯有机地结合 起来 ．学生 接受健康教育过程 中， 

仅能掌握越来越多的卫生保健知识 ．而且通过 自身的参与和 

体验，用已获得的知识进行应答与指导行为，自然能有效控 

制常见跌病酌 、E=}找 艺、理 衡卡“自我 克刺 、良0 

为习惯 ， 而提高自身的身心健康水平 存这里持别指 的 

是存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 利于其心理健 埭 围 为中一 

时期的学生，神经 系统功能 出现极大的飞跃，他们在学卡鼋特 

定时空的社会环境 中，吸取着人类文化营养 ．学 习}土会规 蕺 

以适应社会需要。倘若我们抓好了健康教育，不但传授 _『生 

理、心理健康知识，并对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使学 

生在有汁划 、有 日的的教育活动中，丰富丁身心健康知识 ，开 

阔了眼界，扩大了交往，使心理活动的适应能力得到提高。 

同时．在 叶】小学中开展健康教 育，还育助于学生人格的完善。 

因为中小学生阶段 ，学生的大脑功能 尚未发 育成熟 ，人格发 

展正初步形成 ，叮塑性很大，而学校健康教育是以 良好行 为 

习惯和个体自我保健能 力培养为重点 ，要求学生讲 卫生 、守 

秩序、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为习惯 ，树立 自信心 ，并通过学生 

的自我努力，发现与克服不健康的行 为，从而逐步形成 良好 

的行为习惯和维护公共卫生秩序的道德观念。可见在 中小 

学阶段加强健康教 育，是广大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 

3 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实施 

在 中小学实施健康敦育 ，是 一个复杂、系统的教育过程。 

其涉技的范围很广 ，包括教育 目标的确定 ，达 到 目标 的卡日关 

教育内容 、原则、方法 、途径 ，以 乏̂实施过程 的基本 要求等 

下面只能作极为简要的交待。 

3．1 我国现阶段中小学健康敦育的 目标 

根锯 1990年 国家教委 颁发的“中小学 健康教育基 本器 

求”的精神，现阶段中小学健康教育总 目标应该是 ：增进 儿童 

青少年的卫生知识．明 lr缝康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儿童青少 

年 自我保健 、预防疾病的意识 ，使儿童青少年逐步建立 、形成 

有益于健康的行为 ，自觉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从而促进身 

心健康 ．改善生活质量。 

3．2 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内容 

根据“中小学生健康教 育基本要求”的规定，中小学健康 

教育内容主要有以F五个方面：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卫生知 

}只；一般卫生知识t舍跟睛保健、口腔卫生、营养和饮食卫生、 

生活卫生习惯和安全与急救知识等)；青春期健康教 育；体育 

活动中的卫生知识和公共卫生教育等。 

3．3 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基本 原则 

3．3．1 坚持思想性与科学性 相结合原则。健康教育的内容 

要符合国家的教育与健康教育方针的要求 ，并血根据中小学 

生身心发展特征，确保内容的真实科学：、 

3．3．2 课内课外教育相结合原则。因为健康教育的根本 目 

的不只是学习健康知识 ．而主要是改 变行为。对学生施以教 

育时 ，要把深内学 的与课外各种健康教 育活动有 机结合起 

来 ．引导学生以致用 。 

3．3．3 集体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原则。集体教育是 主要 的， 

但 目前独生子女增多，出现心理 及个人非健康行为越来越普 

遍 ，因此进行个别教育非常必要，但必须与集体教育结 合 

3．3．4 挖内外相结合原 则。既然健 康教育根本 目的存 j一改 

变学生非健康行为，那 幺，为 厂使学生在校学的卫生 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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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正在形成的健康行为得到躲 持和巩固，家庭应主动配 

，社会 形成健康教 育的氛围，三者 结 合，使学生t活在 

⋯ 个命 位的键康教育环境之 中 

3．4 · 0学健康教育的丰要方法 

3．4。l 浯言教育 一它是学生获取卫生保健知识和 对学 生施 

以系统教育的最基本 、最主要方法．包括 课老师的讲授 、提 

高、课堂讨论和课外的个别谈话、健康咨询、专题报告、讲座、 

演讲会、家访与座谈会等形式。 

3．4．2 文字教育。其形式包括 上课的教材、板 书、课 内外作 

业练习、卫q三健康教 育宣传专栏 、标语 、传单 、卫生健康读物 

与报刊等 ，具有教育覆盖面广 ，影响范围大 ，学 习 受时空限 

制 ，可各取所需 ，针对性强等优点，不失为一个重要方法。 

3．4．3 形象化教育。包括实物 、标本、模型、画 片、照 片、连 

环画、宣传卫生保健的文艺节 目等。特点是形象 、生动具 体， 

通俗易懂 ，与文字配合效果更为理想。 

3．4．4 实践活动教育。形式 多样 ，主要有组织学生 参加卫 

生健康检杏，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参加“红十”活动，参加公共 

卫生监督和参加卫生保健社会 调查等实践活 动。这 一方面 

能帮助学生复 习、巩 固 与加深 学习理解 已学 的卫生保健 知 

识；另-_方面能让学生亲身检验健康教育各种实践活动的意 

义作用 ，从而促进 自身健康意识的形成 。 

3．4．5 电化教育 包括电影、电视、录像 、投影 、幺J灯 片多媒 

体与电脑网络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其特点是直观生动、时空 

宽广、听视合 ，使学生学起来 易理解 ，印象深 ，好记忆。因 

此 ，能大大提高学习效果与质量。 

3．5 中小学实施健康教育的途径 

在 中小学实施健康教育的途径主要有 ：健 康教育课、实 

验课、课间保健操、体检、专题讲座、爱国卫生运动和宣传媒 

介等。 

3．6 对中小学实施健康教育的基本要求 

3．6．1 认真贯彻“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提出这 一教育的指导思想 ，是 

根据当今世界科技突飞猛进 ，知识经济社会综合国力的强弱 

越来越取决于 劳动者素质，取 决于各类人才 质量 的现实需 

要 ；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 ：是针对 

新形势下青少年 儿童成 长的特点 ，加强 中小 学身心素 质教 

育 ．培养健壮体魄 、坚韧 不拔的意志和增强社会生活适 应能 

力的需要 因此 ，各级 领导 。特别教育行政部 门与学 校一定 

要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切实把这一指导思想贯穿 于学 校教 

育的 ·切活动之中。 

3．6．2 各级卫生防疫部¨的学校卫生机构要做好中小学开 

展健康教育的技术咨询 与指导 

一 ·设 专门的学校卫 生医师；二给当地卫生主管部『]和矧 

级敦育部门当好健康教育的参谋 ；三是定期 检查 、监督学 校 

的环境卫生 、学习与生活．特别是饮食等情况 ．组织校医 及健 

康教 教师学习，提高他们的工作与业务水平。总之，各级 

卫主防疫 单位的学校卫生机构，一定要把 自己看成是对中小 

学开展健康教育的技术咨询和指导机构．关心、支持、指导、 

参与学校健康教育。 

3．6．3 规定健康教育课为中小学的必修课 

营认为，矸不开设健康教育课，这是关系到是真全面 

推进 素顷教育 ，还是 停留在 口头上的推进素质教育。因为 

全面袭匝教育中包括 作为载体身心素质 的教育 ．可是它通过 

什三途径去实现呢?是单靠体育课吗?不对，体育课的核心 

是锻炼学生身体，增 强体质．但它是建 立在身心健 康的基础 

上的，否则增强体质也是一句空话。否则我们又要回到单纯 

的“生物医学模式”健康观上，身体健壮就是健康了。因此， 

为了确保中小学能较系统的学 习、掌握卫生保健知识、心理 

健康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中小学不但要开设健康教育 

课，而且必须规定为必修课，与体育课一起共同为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服务。 

3．6．4 培养_-支高素质的健康教育师资队伍 

当前，在中小学开展健康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少 

教师．不但数量奇缺 ，质量也不高。江总书记在第三次全 国 

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是素质 

教育的 一个基本条件 ：”李岚清副总理也指 出：“需要强调指 

出，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教师。建设高质量的教育，必须 

肓高质量的教师。”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建设一支高质量的 

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其途径，一是在综合大学或高等医科院 

校开设健康教育专业；二是在高等师范院校增开健康教育专 

业；三是在高等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开设主辅修双专业或 

将体育专业扩大培养口径办成体育健康教育专业。笔者认 

为其中第 三个途径最为理想 ，是少投入 、快办成、多产出合格 

健康师资的好途径。因为体育教育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既有 

培养师资的公共教育学科的课程，又开设有作为健康教育自 

然学科基础的人体生物与保健学科课程。在以上的基础上， 

只要再增加开设卫生 健康教育系列课程 即可以了。至于师 

资力量与设备，也是基本具备。因为凡能讲授人体生物学科 

与教学论课程教师，他同样具备开讲健康教育系列课程的能 

力，这是毫无疑问的。说到设备，只要增加部分相关健康教 

育的设备即可。在此 ，需 特别指 出的是办这样 的专业 ．它能 

把体质 与健康的教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所培养出来的师 

资，自然在实践中更好地把体育与健康教育融为一体。 

3．6．5 做好健康教育 系列课程的教材建设 

教材既是教学活动的中心 ，也是教师教授 、学生活动的 

对象和客体，是教学 内容的物化形态。因此，在中小学实施 

健康教育不能没有教材。这包括培养师资的教材和对中小 

学实施健康教育的教材。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学校教育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当务之急应是尽快组织力量，按原 

国家教委已公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大纲，编写出版中小学健 

康教育 的教学用书。 

在中小学实施健康教育，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 

的教育，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载体建造教 

育，是功在当今、造福民族子孙的教育。我们必须以“学校教 

育要讨IL键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切实抓好中小学的健康教 

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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