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

宋弘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生为了解中共对军队的管理提供了具 

体例证。日常卫生问题不仅关乎士兵的身体健康和所处的清洁环境，也关乎中共军队战 

斗力的强弱，同时也是八路军和日军战斗的内容之一。因此，中共一方面注重士兵个体的 

卫生，并培养士兵注意日常卫生，另一方面加强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 

强化了军队和民众的关系。在士兵日常卫生工作推行过程中，中共采取了动员与教育的 

多种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推行的阻力。士兵日常卫生措施的推行为增强中共军队的 

战斗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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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罗瑞卿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件部队的趣事:“为着改变一些生活上的习惯,曾经经 

过了严重的斗争。譬如说:辣椒问题,这是许多南方——湘、赣及云、贵、川等省人生活上特殊的习 

惯,要使他们改变过来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就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时期在很多救亡室的墙报上，曾 

经挑起了剧烈的'笔墨官司'，有所谓’辣椒派'与’反辣椒派',他们在辣椒问题上，各人提出自己 

的主张,并且互相驳斥,互相攻击,这成为很热闹的斗争，亦成为很有兴趣的事情呢！结果自然由于 

'反辣椒派'有着加强部队卫生的大道理而使得'辣椒派’只得投降屈服。”①这虽然是抗战时期发 

生在中共军队的一件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小事不“小”,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是大的，即我们可以 

了解到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日常卫生的一个侧面。可以由此思考:面对琐碎艰巨的日常卫生 

问题，中共为何要投入大量的精力？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给中共军队带来了什么？由于其中又涉 

及士兵个体的生活习惯，因此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并不顺利，尽管这个故事无法提供给我们更多的 

信息，但我们可以此为契机揭开其中隐藏的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

检索当前的学术史，已有一些成果对中共革命中的医疗卫生问题进行了探究,为我们了解其 

中的具体细节奠定了基础。②不过，以往的成果更多将焦点放在医疗救护上，而对日常卫生问

①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国文化社1939年版，第107—108页。

② 当前学术界关于中共革命背景下的医疗卫生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救护问题上,如郝平《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 

生建设与改造》，《福建论坛》2016年第9期；曹雪峰:《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医疗卫生探析》，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 

研究中心,2010年；刘轶强：《革命与医疗——太行根据地医疗卫生体系的初步建立》，《史林》2006年第3期；王元周：《抗战时期根 

据地的疫病流行与群众医疗卫生工作的展开》，《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任伟：《红军将士的死伤与救治》，《苏区研究》2018 

年第1期。此外，王雪专门探讨了卫生问题中的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参见王雪《军队与地方：论新四军卫生工作》，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大学历史学系，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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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并且，在当前的医疗史、卫生史研究中对中共军队卫生史涉猎较少，更多 

偏重于城市卫生和民众卫生的情况。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华北八路军士兵的日常卫 

生做一专题研究，一方面在以往医疗史研究基础上突显中共革命阶段的位置和中共军队日常  

卫生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希望揭示中共对军队管理的加强以及日常卫生和中共抗战之间的关 

系。

同许多概念一样,“卫生”是由中国传统和近代西方文化共同推动形成的概念。余新忠曾对这 

一概念做过专门探讨，他谈道:“近代’卫生'非但仅仅在与身体健康相关的语境中被加以使用,而 

且还被明确界定为谋求增进身体健康的行为,关注点在健康而非疾病,从而在狭义的'卫生’概念 

上将'医疗'这一含义驱隔了出去。”①本文同意此观点，不过，即使除去“医疗”含义，“日常卫生”也 

包含诸多内容，本文无法全部处理。本文的目的在利用相关而有限的资料对士兵的日常卫生做一 

整体性的研究，在内容上更多侧重于士兵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重复性、日常性的卫生行为，其他方 

面的问题,将另文讨论。

一、日常卫生的意义:清洁、战斗力与抗战

日常卫生是八路军士兵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共军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 

于中共军事战斗和政治教育来说，这显然是一个相对易于被忽视的问题，因此弄清日常卫生的意义 

也就明白了中共为何要耗费精力投入到琐碎的日常卫生工作中。

总体来看,士兵的日常卫生有三重意义。②首先，是士兵个体保证自身身体健康的需要。抗战 

时期华北八路军由于面临严峻的形势，部队的患病率一度非常高，“日本法西斯对根据地实行三光 

（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根据地又遇天灾,粮食极端困难，夏季部队以黑豆为主食，体质下降，病员 

急剧增多,从机关到连队，疟疾、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普遍流行，有的部队发病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甚至九十以上，连队变成了休养所，连长变成'所长’，团长变成'院长’”。③当然,士兵的身体健康 

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中共部队在饮食营养方面就遭遇重大考验，“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影响到我军 

之营养不良,因之身体不强，抵抗力弱，容易招致疾病的侵凌”。④曾任一二九师军医处处长的钱信 

忠在回忆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部队几乎天天都在行军作战，不能脱衣安睡，无法洗澡更衣。给 

养供应非常困难,一般每人每天只能吃到粗粮12两（16两秤）、油3钱、盐5钱，热量不足,营养低 

下。据一些连队调查，战士平均体重只有90多斤。1943年遇到天灾，只能以黑豆、棉籽、野菜充 

饥。”⑤物质资源的短缺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许多士兵不讲卫生的习惯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高鲁⑥ 

曾谈道:“部队里有些同志不讲卫生,不漱口、不洗脚、不洗澡，衣服也很脏，有虱子也不把衣服烫 

烫o ”因此士兵个体的卫生健康状况非常需要重视,“看来这是小事，实际上生病掉队，成了小事中

①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② 就“日常卫生”的意义来看，还可以总结出其他意义，但竝处所谈的三个方面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

③ 李亚荣等:《抗H战争时期冀中军区卫生工作大事记》，《冀中人民抗0斗争资料》第8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 

会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12页。

④ 杨立三：《在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1）,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5）,金 

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531页。

⑤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后勤工作•回忆史料 

（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46页。

⑥ 高鲁（1921—1989）,1937年6月参加牺盟会决死队,1940年8月到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报社任演员、记 

者、编辑，后长期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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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①

其次,士兵的日常卫生还包括士兵所在的集体公共环境的卫生，这是牵涉到中共军队的集体战 

斗力的大问题。对于军队这种组织来说，疾病的流行和传染更加容易，“军队是大的集团生活，多 

人聚集，是一种特殊生活性质,如行军作战时,风餐露宿,履行劳顿,生活难于维持一定规律,环境卫 

生难求所在适宜,如军队卫生管理不周,进行不力，不但容易多发疾病，而且容易使传染病传染流 

行，危害健康，影响实力，这是部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②八路军军医王增寿在回忆中也谈到这 

一点:“历来以集体活动为特点的兵营（学校、监狱）等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传染病流行之 

所……而且，那时的我八路军没有专门的军营建筑，时刻与房东们即人民群众产生着广泛的接触。 

仅就卫生工作保障部队指战员的健康而言,就必须采取依靠这个人群,尤其是我部队人群的成员， 

以疾病预防为主要手段,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于被动。”③可见,士兵的日常卫生是与中共军队整 

体的战斗力相联系的。“部队的战斗力，固然一方面要看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和数质量的优劣（原 

文如此——引者注）；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将士们的精力如何为标准，如精强力壮，自必英勇善战, 

这是军事的一般定律。我们要保持部队的健康增进将士们的体力，这必须要注意到部队的卫生 

管理”。④

士兵日常卫生的第三个意义在于日常卫生并非中共自己的一项运动，它也是中共和日军作 

战内容的一部分，是中共抗战的隐性内容。1941年中共军队后勤工作领导人杨立三在卫生工 

作会议发言中提到:“现代战争是总力战，有生力量——人是其主干,摧灭有生力量是战斗中的 

基本目标之一，敌人不仅利用其优势武器在战场上杀伤我们，而且散布细菌来毁伤我们军队及 

其补充源泉——广大人民，没有人就不能进行战争，其道理是至浅明的。”⑤这段话包含两层意 

义，其一，“总体战”的思想应已成为当时中共所共同认可的理论，而“人”的因素更是中共一向 

重视的力量所在。其二,士兵的日常卫生并非仅仅是讲卫生的问题，还是直接牵涉与日军战斗 

的问题。如1942年山东纵队发布防止鼠疫的指示：“敌人为了加紧统治华北，配合其新的冒 

险，日来手段愈加残酷毒辣。除对各根据地进行其烧杀抢掠捕捉壮丁外，最近在冀南及其他地 

区施放鼠疫，以达到其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之毒计。”日前冀南清丰等地向居民索征老鼠，“制 

造鼠疫，准备在我根据地内大量施放”。⑥不仅如此，日军在根据地、军队的各个部分都有可能 

通过投毒的方式对中共士兵造成伤害，因此，日常卫生问题也是在对日作战中需要考虑的重点 

工作之一。

对中共军队来说，日常卫生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相对于医疗救护来说冲共对日常卫生 

的选择有其被动的一面。相对于后期的伤兵治疗付出的较大代价，如果能够在卫生预防上多下功 

夫可减少相关费用，这也是中共战时经费紧张的无奈表现。对此，罗瑞卿坦诚地说:“部队卫生工 

作上的条件,过去的八路军总算是比任何的军队都穷苦一些了 :不仅无医,而且无药,不仅无西医西 

药,而且连落后的中医中药也不可多得，有时只逼得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草药来医治伤病。这种

① 理京、理红整理：《高鲁日记》，1942年6月15日、1939年7月14日，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7J2页。

②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与通告）（1938年9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后勤工作•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③ 王增寿：《戎医生涯》，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34页。

④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与通告）（1938年9月10 0）,（后勤工作•文献（2）》，第72页。

⑤ 杨立三：《在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1）,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5）,第 

531 页。

⑥ 《山东纵队卫生部关于防止鼠疫的指示）（1942）,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抗EJ战争时 

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第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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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自然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内,满山遍野都是，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这种方法可惜竟 

那样的没有效果，因而八路军的过去,他们主要就靠积极方面的防范,拒绝疾病的来源，以使自己的 

部队不遭受疾病的危害。并且把这种工作,放到部队中广大群众的力量上。”①从罗瑞卿的话中可 

见，因缺医少药，中共在伤兵治疗上处于被动状态,而做好日常卫生工作是中共能够发挥主观能动 

性的地方。

但是，日常卫生的意义显然无法完全让基层理解，尽管后期的伤病治疗代价大,但日常卫生的 

工作让基层人员觉得更费时费力。如胶东军区在总结卫生工作时对日常卫生工作的忽视问题谈 

道:“预防工作必须到战士中去，主动的同别人联系，不如坐在家里等待看病处理。”对此，总结中谈 

道:“按目前实际情况说，我们的多数同志，没有弄清这个问题，因此在部队里的卫生工作，也是单 

纯的等待治疗，大家都似乎愿作’开方的先生’，不愿做预防工作，有很多营的军医同志，一天价是 

忙于治疗,治好一批旧的，又生了一批新的，但不去作根本上的预防。”为此，中共算了一笔账:“我 

们曾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有一个营的病号太多……经过一周时间的治疗，治愈156人，照这样说这 

不是成绩很好吗？可是在一个月时间内又发生了 135个病人，归结起来还是120余名病员。从这 

里可以看出,忽视预防工作，单纯治疗,实在太被动了,对工作损失太大了 o ”②这提醒我们在考察中 

共革命时一定要关注“执行者”的角色和分量，执行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和 

问题，这些面对实际问题产生的犹疑并不能单纯地视为“落后”，这恰恰正是“活”的革命史的生动 

体现。

综上可以看到,士兵日常卫生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理念的问题,更是如何让基层理解并付诸 

实践的问题。因此，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要求卫生部门改变工作方式,把日常卫生作为重点,如 

“要求广大卫生人员要到厨房中去、到宿舍中去、到厕所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卫生部每 

年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指示，都强调抓好防疫工作,不断纠正重治轻防思想”；在购买药品时“优先 

购置卫生防疫药品,如疫苗、痘苗、破伤风血清等”。③同时，笔者更强调，中共士兵的日常卫生并 

非仅仅是一个面对疾病的“针对性”行为，而是一个具有日常性、重复性的行为，是中共军队管理 

的一部分。

二、士兵个体:健康与习惯

中共对士兵日常卫生的管理首先是针对士兵个体，即要求作为八路军士兵的个体注意清洁和 

卫生以保持自身的身体健康，从而更好地执行战斗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卫生、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士兵个体卫生的管理要和士兵的日常生活相配合:“游击战争的特点是部队的高度分散和频繁 

转移，因此，部队的卫生管理着重要抓好行军、宿营和饮食几个环节。”④要由动员引导化为自觉的 

行动,逐步使健康的卫生习惯成为士兵的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具体来看，包括行军卫生、日 

常生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

首先看行军中的日常卫生。在行军前，部队会对可能造成受伤的隐患进行检查，如规定: 

“（1）行军前检查着装和鞋袜,防止鞋伤。（2）行军前一餐应少吃盐，防止口渴喝冷水，必要时设饮

（D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6页。

② 《胶东军区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总结（节录））（1945）,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期”（3）,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页。

③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6页。

④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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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站（公开、秘密的），调剂饮水。”①行军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疲劳，疲劳行军对脚的伤害较 

大，“行军中保护双脚，就是保护战斗力”。为此，中共规定了多种方法,如要求“每人要留一双合脚 

的半新鞋袜,作为行军专用；涉水后,必须把脚擦干再走” O连队卫生员和干部要“经常检查指导, 

使部队有时一昼夜行军100公里，也不会造成过多减员”。②高鲁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保护双脚的行 

为:“赶路才感到脚是最宝贵的,所以只要休息,先弄热水烫脚。就是十分疲乏，也得先洗脚,这是 

行军的重要保证。”③

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中共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夏天时行军主要防止中暑，如晋冀鲁豫地区 

“夏季气温达39兀以上，夏季行军要防暑,如设立饮水站，带些咸菜在途中食用,头戴用树枝编的帽 

圈等等，以防止太阳曝晒和出汗太多出现脱水和丢失盐分”。④冬季行军是士兵遇到的一大挑战。 

冬季行军容易感冒，部队感冒人数太多会影响战斗力，行军时要求“注意行军速度,无特殊情况避 

免跑步。保护口鼻呼吸器官，并于途中注意休息，预防感冒”。⑤另外，夜间行军也容易冻伤,如“太 

行山区气温最低可达零下30玄,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太行第2军分区部队一夜有90余人脚部 

冻伤,其中一人因伤重而截肢”。因此中共采用多种方式避免冻伤，如“，以动制冻，，大休息时不能 

坐卧太久，有冻伤史的人要戴手套和帽耳,每班发少量凡士林或油脂涂擦预防冻伤”。⑥“途中休息 

提倡倒脚活动，减少下肢的疲劳”。“冬季搓手搓脸,行军途中互相监督防止睡觉，防止冻伤”。⑦ 

夜间行军时“防止跌伤，小休息时防睡着”。⑧到达营地后借助热水缓解疲劳,“设营人员提前到达 

目的地，烧开水。除喝外，每一战士洗脸烫脚，以促进血液循环，恢复疲劳”。⑨除此之外“有的喝 

'五虎汤'（面糊汤内放姜、辣椒、葱、花椒）或熬柴胡水”以减少发病。⑩夜间行军和战斗是中共游 

击战中强调的重要战法，可见，游击战成功实施的背后还需要如日常卫生工作这样的后勤保障才能 

系统地实现。

从上文可见，对感冒和手脚冻伤的预防是士兵行军中日常卫生的重点之一。对此，中共亦想了 

很多办法，如:“每人最好带上一块生姜，冷得厉害的时候，可以熬一些水喝，以增加耐寒力,但主要 

是不要把棉衣、棉毯遗失了，在跑热的时候千万不可脱衣、摘帽。”防止裂足的办法是“平时常用热 

水洗脚，反'扫荡’中必须做到过河涉水时，应脱掉鞋袜,过毕拭干,穿好鞋袜;严寒的时候,应穿上 

棉鞋，易裂脚的人，应设法带上一些猪油,当脚要裂口的时候,擦一擦、润一润就可以好些，可能弄到 

热水时要弄些热水洗洗脚，洗后应擦些油脂”。⑪再次是预防冻疮,彭绍辉在日记中谈道:“近日来, 

由娄烦起，天天在山谷里和风雪中过生活，风的刺激和雪的深厚，并不亚于昔日长征时的夹金山，人 

们感受着的痛苦，是我这支笔难以形容出来的。我们的指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了冻疮，发生烂脚 

的很多，脚上的鞋子因冰天雪地不到三天就破烂了。”⑫部队还专门为此进行讨论，召集全旅排以上

① 顾正钧:《关于分散游击战中的卫生勤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8期，第29—30页。

②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6—647页。

③ 《高鲁日记）,1939年7月14日，第12页。

④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7页。

⑤ 顾正钧:《关于分散游击战中的卫生勤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8期，第30页。

⑥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7页。

⑦ 宋靂:《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 

资料研究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0页。

⑧ 顾正钧:《关于分散游击战中的卫生勤务》，《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8期，第30页。

⑨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0页。

⑩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7页。

⑪ 《八路军卫生部反“扫荡”卫生工作指示》（1943年10月25日），《后勤工作•文献（2）》，第757—758页。

⑫ 本书编辑组编：《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9年11月26日，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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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上课，研究“如何防止生冻疮及流行性感冒，生了冻疮如何医治”。①为预防冻疮，部队实行的 

措施有:“（1）极冷时，设法戴手套（用羊毛自己打或拿破衣、破布、棉花做亦可）。（2）平时用冷水 

洗手、洗脸，以锻炼之。（3）养成少烤火的习惯,每日有适当的运动。（4）当手、足、耳、鼻冻得发木 

的时候，特别注意不要烤火，不用热水烫，应先用手慢慢摩擦，宜至发热时，方可烤火及用热 

水洗。”②

对个人日常卫生管理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日常生活习惯的培养。中共通过制定规则，严格控制 

八路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在此基础上塑造出一支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军队。具体的规定非常 

细致，如:“洗脸、洗脚、刷牙漱口，饭前洗手海周剪指甲海三周理一次发，衣袜常洗，被鞋常晒。”③ 

钱信忠在1940年的讲话中谈到对个人卫生的要求:洗手面要求“每日早晚各一次（行军时例外）， 

如预防痂眼提倡用碗倒水洗脸”;刷牙要求“每日用牙刷刷牙一次（不用牙粉的经济办法，可将食盐 

炒干,研为粉末用而最好于睡前洗刷）”；漱口“每饭前进行”；洗脚“每周两次（行军例外）”；洗澡 

“每周一次（夏天例外）”;剪指甲“每七至十日一次”;理发“每二周一次”;大便“应养成每日定时大 

便之习惯”；睡眠“保持每日足眠八小时，勿将被子蒙头睡”。④这些措施都体现出中共对士兵身体 

的关注。

不过，这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的一大挑战是相关卫生用品的缺乏。钱信忠就曾谈道:“部队配 

给的日常生活用品更缺,配给饭碗只占70% ,毛巾只占35% ,毯子只占20% ,牙刷、牙粉更谈不上 

了。”⑤胶东军区调查的数据是:“a.有毛巾的73%,b.有牙刷子的25%, c.有牙粉的48% （比牙刷 

多一倍），d.有饭碗的30%,e.有筷子的50%。”⑥在相关用品缺乏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替代品， 

如:“卫生用具缺乏，自己整;牙刷买不到，用猪鬃、马尾自己作，或者用毛巾代替。那时根本见不到 

现代的牙膏。饭碗代替刷牙缸。洗脸盆当洗脚盆。洗澡有困难，就用温水擦一擦。部队到山区整 

训时,夏天在河沟里洗一洗，冬天用大锅作的简易澡池洗澡。”⑦利用自己生产和使用替代品也是处 

于资源紧张状态下的八路军常常采用的方法，同时也塑造了中共军队和其他军队的不同特点，在面 

对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中共一再强调:“打破物质条件的限制”，反对“一切无能为力或借口客观条 

件以及忽视疾病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⑧物质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抗战时期中共 

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中共来说，物质条件的限制无法改变，因此更加注重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

对日常生活习惯的管理还体现在对食物和饮水的控制。在士兵的日常卫生中，饮食是最容易 

出现问题的地方，因此，在这方面中共的规定尤其仔细和严格。饮食上“为防止病从口入,禁止吃 

生冷食物及腐败食物”。过节时吃肉后，规定“严格禁喝冷水,晚上盖好肚子，防止腹泻”。⑨1940

①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9年11月1日，第309页。

② 《八路军卫生部反“扫荡”卫生工作指示》（1943年10月25日），《后勤工作•文献（2）》，第758页。

③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19页。

④ 钱信忠：《关于全军卫生运动的意见＞（1940）,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2）,金 

盾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⑤ 钱信忠：《一二九师及晋冀鲁豫边区的卫生工作》，《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第646页。

⑥ 《胶东军区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总结（节录））（1945）,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期”（3）,第219页。

⑦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19页。

⑧ 《向疾病现象作斗争）（1939年9月30日），北京军区后勤部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 

料选编》，军事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⑨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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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晋察冀军区的相关训令规定得相当细致，女『不买吃小摊小贩之一切零星食物”，少吃“肉类油腻 

食物，因夏秋天气太热,易引起急性胃肠炎或泻腹”，倡导多吃蔬菜豆类的素食，不吃生蔬菜，吃瓜 

果时去皮。①中共还强调要少吃“辣辛食物”。②总体来看，八路军对吃辣椒的禁止规定不是很多, 

但在苏区时期，中共军队多次禁吃辣椒并严格执行,如牛步云回忆:“团长也好,师长政委也好,不 

论是谁，偷吃了辣椒，卫生员就把饭碗给端走倒掉” o苏区时期中共对禁吃辣椒的强调也与地处江 

西有关，因为“当时蔬菜很困难，老百姓在炒菜时放上些辣椒,特别是江西人又好吃辣椒”。③在喝 

水方面“早晨空腹时，应喝一杯凉开水，以通大便,每日多喝开水使身体内经常有充足的水分，但万 

勿喝未沸过的水。”④对士兵喝开水的记载，如彭绍辉在1938年12月20日讨论行军工作时强调， 

出发前要准备开水,水壶灌满开水，到宿营地后也要烧开水。⑤高鲁在日记中写道:“行军中不喝生 

水，防止疾病。”⑥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也强调过“水不沸不喝”⑦，这显然是受到了现代西医细菌学 

说的影响。⑧

除食物、饮水外，在其他方面也有所规定。如在穿着方面，“发汗后不要解开衣服，以防猛受凉 

气侵袭致伤风感冒”；“不要穿潮湿衣服,免除皮肤排泄的阻碍”；要“经常洗涤被褥、洗足洗澡，换 

衣服”。在睡觉方面，“不要贪露宿或打着赤臂在阴凉处睡觉”；要“遵守午睡调剂生活,恢复体 

力”。⑨睡觉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睡门板解决，这样的好处是:“一可不受潮湿，免生皮肤病;二可风 

凉;三可防跳蚤咬”。⑩上门板曾是中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内容之一，但在这里可以看到睡门 

板除了以往所强调的群众路线的考虑外,也有注意卫生以保护身体的考虑。可见，对于中共政策的 

考量往往要注意到其中的多重层次。

总体而言，中共从八路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都以士兵的身 

体健康为基础，从各个方面尽量减少影响士兵身体健康的因素。从中共日常卫生的措施中可以 

看到现代西医理念影响下的防御措施，也有一些民间的土方和经验,还可以看到中医理念影响下 

的日常卫生行为。与城市的卫生史研究所揭示的西医如风一样席卷城市不同，在中共士兵的日 

常卫生上，传统与现代在革命中融为一体,尽管不得不说也有环境限制的问题，但也形成了中共 

革命的特色。

三、集体生活:环境与公共卫生

中共对军队日常卫生管理的另一个方面主要针对环境和公共区域的卫生,对集体生活环境卫 

生的强调不仅涉及士兵的日常卫生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士兵和民众的关系等问题。

① 《关于夏秋季防病问题的训令）（1940年6月14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25T26页。

②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与通告＞（1938年9月10 0）,（后勤工作•文献（2）》，第74页。

③ 《红三师的卫生防疫工作情况）（1930—1935）,张奇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2）,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第714页。

④ 《关于夏秋季防病问题的训令）（1940年6月14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25—26页。

⑤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8年12月20日，第217页。

⑥ 《高鲁日记）,1939年7月14日，第12页。

⑦ 深町英夫:《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韦店2017年版，第3页。

⑧ 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台北，中医研究所2012年版，第138页。

⑨ 《关于夏秋季防病问题的训令）（1940年6月14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25T26页。

⑩ 《胶东军区司令部关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后勤工作指示）（1943）,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 

日战争时期”（3）,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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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居住地、厨房、厕所等方面。对居住地卫生状况的调 

查和控制是集体卫生的重要方面,八路军并不是寻找专门的地方扎营,一般住在群众家中。但 

是由于平时的习惯和战争的影响，老百姓家里卫生状况并不理想，如王紫峰①在日记中谈到他住 

在阜平的情况:“阜平这地方，不大讲卫生，加上敌人烧了不少民房，其脏乱就可想而知了。”②景 

晓村③在日记中也谈道:“沿途到处可见日寇所遗留下来的残暴的痕迹，所路过的大部分村庄是 

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 

共需要强化对居住地日常卫生的管理。首先，在宿营地要注意室内空气的流通，要求“住室宜 

空气流通，引入阳光”，“扫除室内，清理零星物件”。⑤室内的卫生也要注意，“室内不准放置食 

物、柴草、起火做灶、零乱书籍纸张”，“每室内放一痰盂禁止随意吐痰”，而且“桌椅用具除规定 

每早拂拭以外，并定每三日大洗拭一次”。⑥军区医务检查团到三五团视察对这方面印象较为 

深刻：“细察他们的各个室内的陈设，除简单有条、清洁整齐外，均于合适地点有一自制痰盂。 

印象最深的要算是一个战士同志从套间内走出，向痰盂内吐出了 口水，然后又回到套间内去 

T o”⑦这一举动实属不易。除此之外,对于住地的街道院落也要求“扫除街道院落拐角转弯处的一 

切垃圾”。⑧

中共对室内卫生整洁的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包括清洁，也包括“一致性、整齐性”。彭绍辉在检 

查部队内务时记道:“在卫生方面，无论公共的或个人的都很好，还设立了碗筷箱和痰盂。内务一 

般的还整齐,可是未设枪架，手巾挂得不一致，干粮袋的排列有碍行动。”⑨可见中共对士兵日常卫 

生的管理也包括生活的整齐性，因为日常卫生措施的实施本身就是中共对军队管理整体措施的一 

部分。《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工作规章》指出：“内务的清洁整齐与否，宜接可以表示出部队紧张 

或散漫现象。同时对卫生上也很有妨碍。”⑩这也是本文将日常卫生与军队集体生活、战斗力联系 

起来的逻辑所在。

由于八路军常常和群众居住在一起，因此对居住地日常卫生的措施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到与 

群众的关系问题。对此，罗瑞卿曾谈道：“他们经常驻在落后的农村，与一些不讲清洁、不懂卫 

生的农家住在一块,但是他们每到一地,总是不厌烦琐地彻底清除驻地周围的垃圾秽物与一切 

污浊的东西。他们的驻地总是经常保持着清洁的。他们能到处得到农民的欢迎，这也是原因之 

一。甚至，凡他们经过的地方，都给农民在这一方面的落后性以某些好的方面的教育与 

影响。”⑪

① 王紫峰(1905—1994),抗战时期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十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 

等职。

② 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1944年2月27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③ 景晓村(1917—1994),抗战时期曾担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治委员、清河地委 

书记等职。

④ 李克进等编校:《景晓村日记》,1943年8月16—20日，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2012年印，第199页。

⑤ 《关于夏秋季防病问题的训令》，《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26页。

⑥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与通告＞(1938年9月10日)，《后勤工作•文献(2)》，第72页。

⑦ 《三五团的公共卫生——军区医务卫生检查团报导之一》，《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防疫保健类”，华北军区后勤 

卫生部1949年编印，第16页。

⑧ 《关于夏秋季防病问题的训令＞(1940年6月14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26页。

⑨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7年4月10日，第147页。

⑩ 《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工作规章)(1939年1月)，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2),第 147 页。

⑪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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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的话指出了打扫卫生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卫生本身，另一方面对中共塑造良好的军民关 

系也有很大的作用。王紫峰在日记中曾谈道:“他见我军纪律严明,还帮助群众打扫卫生,才相信 

我们真是共产党的队伍,再也不叫我们，老总，了。”①军医王增寿也曾自豪地谈道:“’八路军讲卫 

生'是老乡们送给我军的美称。这是用实际行动换来的荣誉，无论走到哪里宿营，立即打扫房屋、 

院落、街道，驻防时背包四棱四角的'一条线'，或双竖井字背包放得整整齐齐，饭包（即挎包）、手榴 

弹带悬挂的横竖划一，我们再穷也要刷牙洗脸，无牙刷自己结制也要注重口腔卫生。每人一个小碗 

自用自洗自保存，符合分餐制的原则。”②不过,有时这种讲卫生的八路军也会显得与群众格格不 

入，刘荣在日记中记道:“在生产员老张眼中我们都是公子哥儿，今天来劳动是奇怪的一件事，每天 

回来，洗脸、洗脚、刷牙，不像劳动者架势。”③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的不同显然成为中共与群众之间 

的区别之一,但中共的特别在于尽管强调要注意清洁和日常卫生，但又强调观念上要注意对日常卫 

生的管理不能成为中共与群众之间的鸿沟并影响军民关系的良性运行,1944年4月26日，刘荣在 

日记中的反思体现出中共的这种“辩证”逻辑,刘荣首先谈道:“以往我脑海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想 

法，认为农民,特别是山沟里的农民，天赋他就是污秽，总有种令人讨厌。”他居住在山沟后“仍然认 

为农民就是懒，衣服与脸经常不洗，门前就是水有何困难？据说山沟中老百姓终生只洗过三次脸, 

即从娘肚子里生下洗一次,娶媳妇洗一次，老时洗一次”。然而通过开荒下地，刘荣的思想有所转 

变:“从这次开荒中,亲身体会到，农民并非不乐意洗，终日忙碌一天,实在疲劳不堪,回来放下农具 

四肢无力与肚子呱呱地叫，因此把讲卫生抛之于度外了。山沟生活困难，终年辛勤不得一饱,无心 

情讲究清洁。”④刘荣的这一反思可以视为能够体现中共特质的想法，即在观念和行动上要形成讲 

卫生和理解群众不讲卫生的双重逻辑。

除居住地外，厕所是一个公共卫生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彭绍辉在日记中记道：“在卫生方 

面,对公共卫生不注意,厕所设备除一连外,其余都很差。”“连队厕所及其周围不清洁，有的未搭棚 

子”。⑤一般农村的厕所很难达到卫生的要求，为此中共对厕所进行改造，具体的改造措施如1942 
年卫生干部顾正钧谈道:“改造厕所,填塞街道上的厕所,重新在村外开设,并做木盖子，禁止随意 

大小便。”⑥曾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的饶正锡在1940年指出：“后方部队90%以上都加以改造, 

一律采用坑式，深度要求在5尺左右。多数加用木盖。”⑦军区三五团的厕所“一般的说是每排建立 

一个军人厕所。上面的棚子和下面粪槽的木盖，阻拦了不少蝇子的出入。可惜粪池的深度还不算 

很够。”⑧在挖厕所的深度方面，华北八路军一般要求深度，新四军一般是“蹲式的浅沟”。⑨而且军 

队的厕所和民众的厕所要分开,如一二九师规定:“军队与老乡的厕所应配对分开，自己挖造（样式 

与老乡者同），上加木盖,经常洒以石灰（或紫灰）以资杀菌。”⑩不过在战斗紧张时为保守秘密，“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紫峰:《战争年代的日记＞,1937年9月13日，第7页。

王增寿:《戎医生涯》，第238页。

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4年4月29日，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梁山松等编:《烽火晋察冀：刘荣抗战日记选）,1944年4月26日，第147页。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37年4月4日、5月13日，第145,161页。

顾正钧:《为开展反细菌战而斗争）（1942年1月4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505页。

饶正锡:《关于抗战三年来八路军卫生部门的工作》（1940年12月），《后勤工作•文献（2）》，第377页。

《三五团的公共卫生——军区医务卫生检查团报导之一》，《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防疫保健类”，第16页。

四师卫生部：《新四军四师卫生工作概况》（1941）,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7）,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⑩一二九师司令部队务科:《关于预防春疫问题补充指示的通知＞（1943年2月27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 

A011/0001/0015/000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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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挖厕所，利用百姓已有厕所”①，这也体现了军队日常卫生问题的特殊性。同时，厕所不仅仅是卫 

生的问题,聂荣臻分析道:“厕所问题，关系着边区的经济与文化，因为可以供给农业肥料的来源, 

不能完全埋掉,又没有那许多石灰去完全消灭蚊蝇,但是相当的减少其数量与多填干土，是可以办 

到的。”②因此，对厕所的改造也要照顾民众的情绪。

厨房也是一个日常卫生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厨房卫生关系士兵的日常饮食，而且厨房也是 

日军极其注意的地方，通过下毒对八路军士兵造成伤害。1943年，一二九师通报了几起中毒事件: 

“最近后勤部被一汉奸混入厨房，以讨饭为名，乘机下毒,致使全体人员身体痉挛,筋骨酸痛,急救 

数日，始脱险境。而□县七原村亦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拿毒药三包，向老百姓水缸内投放，被人 

捉住o □ □河南店等地,亦先后捉住往井中放毒的小孩及男女成人各一，上温村则发现汉奸往南 

瓜、茄子上注射毒针，食之即死。”③不仅将毒下在食物中，还在食盐中下毒。1942年晋察冀军区司 

令部通报日军的下毒手段中就包括:“置慢性毒药于食盐中,低价输入边区出售，使我军民食后损 

坏健康与体力。”④

针对以上厨房中可能发生的隐患，中共通过多种途径予以解决。晋绥军区规定要“管理伙房, 

未到开饭时间闲人不准入伙房”，同时要求做饭的人“对食物不可随便乱放，油盐菜等除每次下锅 

拿出来，应放妥当地方,或锁在房子里，剩饭剩菜不可放在外面”，要“严格负责，不让任何人在做饭 

菜前玩耍”。⑤鉴于晋绥军区的中毒事件，要求“每个伙食单位做一双银筷子,饭菜熟后由值星排长 

或经委会的人负责先用银筷子试验后再吃”。⑥一二九师规定:“厨房及家中，应随时留人照看，不 

让外来大小男女随便进入院内冰缸、锅灶、菜缸应特别注意盖好（饭堂一律不让外人入内）。”⑦晋 

察冀军区规定,对于日常食用品,如食盐“无论其是否有毒，先在锅内炒一次再吃。同时由卫生部 

门注意化验其毒质，拟定解毒方法。凡经敌人许可运入边区出卖之盐,尤须注意大量输入者则不宜 

购买”。⑧其次是对水井的控制，如要求“水井要一律作盖子（驻军应负责作），水池要派专人看 

守”。⑨手巾、肥皂等日常用品也要加强控制，如“均可不买敌区运来的，可用布或边区造之毛巾、边 

区所造之肥皂代替。为了避免牙膏、牙粉中放毒，可以食盐代之”。⑩在战时状态下，处处都可能遭 

受损失，因此在各个方面都要加强预防。

① 《昆张支队活动初步总结（节录供给卫生））（1943年2月），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 

时期”（5）,第681页。

②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扩大卫生会议上的结论＞（1942年12月），《后勤工作•文献（2）》，第706页。

③ 《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关于严防敌施放毒药的通报》（1943年8月29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9页。

④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防敌以毒药破坏我军力量的通报》（1942年5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4页。

⑤ 《晋绥军区关于严防中毒事件发生情况的通报》（1945年9月30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 

编》第5册，第2275页。

⑥ 《晋绥军区关于防止发生中毒事件的通报》（1945年5月20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选编》 

第5册，第2274页。

⑦ 《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关于严防敌施放毒药的通报》（1943年8月29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9页。

⑧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防敌以毒药破坏我军力量的通报》（1942年5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4页。

⑨ 《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关于严防敌施放毒药的通报》（1943年8月29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9页。

⑩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防敌以毒药破坏我军力量的通报》（1942年5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档案选编》第5册，第2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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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兵日常公共卫生中更为常见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斗争 ，其中以虱子和老鼠为主。虱子是 

战时常见的害虫之一，当时的士兵和干部都生虱子,虱子甚至成为一种象征,当时还调侃它为“光 

荣虫”。①虱子的危害性在于传染疾病和细菌，因此是军队日常卫生的大敌,虱子是两大传染病的 

媒介（斑疹伤寒，老百姓叫出水出斑病；回归热，老百姓也叫出水病），而且尤其在军队这样的集体 

生活组织中容易发生，“这两种疾病，一定发生于有虱子的人身上。并且在集体生活不注意卫生的 

地方容易发生。如学校、军队、监狱、机关、工场以及不讲卫生的居民等，尤其是冬春雨季不经常换 

衣服时容易发生”。②

消灭虱子的方法有多种，因为体虱“主要附着于衣服上，尤以衣缝处为多”，因此消灭途径主要 

集中在衣服的处理上，如“经常洗衣服、洗澡”，还有“饥饿灭虱法”，即将有虱子的衣服放置20天, 

虱子可自行死灭，还有“温热灭虱法”，即利用温度消灭虱子，将有虱子的衣服放在洗脸盆内加水, 

再用火煮沸,或放蒸笼内蒸30分钟亦可。③高鲁在日记中谈到灭虱子的方法：“回来整理个人卫 

生，把衣服烫了一下。这是消灭虱子的惟一办法。”④集体灭虱则建造灭虱灶,灶上放置锅和木桶, 

通过烧灶产生的蒸汽透入衣服,从而杀死虱子。⑤

另一种人与动物的斗争就是消灭老鼠。老鼠也是传播细菌的媒介物，有人把它和法西斯相类 

比:“鼠疫确是一种最可怕的最危险的瘟疫。它会像希特勒似的，向人类进行闪击战。”⑥吕正操回 

忆说:“日本鬼子也是老鼠，人人喊打！两种坏家伙,下场一个样!”⑦鼠疫的传播途径一般有三种, 

分别是“鼠一跳蚤一鼠,鼠一跳蚤一人，人一痰沫一人”。⑧通过细菌的传播使鼠疫的杀伤力增大。 

另外,鼠疫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还是与日军斗争的重要内容。日军通过传播鼠疫形成无形的杀伤 

力，破坏八路军士兵的战斗力，为此中共曾发出多项通知和命令。1941年，晋察冀军区发布通知: 

“据边区公安局得定县公安局本月11日报称’定县敌命令爱护村送老鼠一只，阴谋制造鼠疫菌向 

我边区散布，毒害我军民’，似此险毒阴谋望各部应严加防范为要。”⑨据吕正操回忆,1942年2月 

24日“敌人'扫荡'定县一带，撤退时在油味村附近丢下了七十二只带有鼠菌疫苗的死老鼠，妄图 

用鼠疫残害冀中军民”。因此，发动群众进行打鼠运动，消灭老鼠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必要的。如冀 

中发起了灭鼠运动，“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密切配合，做打鼠夹，制灭鼠药,在地里和场院里挖鼠 

洞，搞得十分红火”。⑩

综上所述,中共对士兵集体生活中可能对士兵产生危害的因素进行了改造，并采取了相应的措 

施。由于中共宿营的特殊性使得中共本身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重视具有讲卫生和群众工作的双重

①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3页。

② 边区卫生署:《消灭虱子是预防冬季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法》，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8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③ 边区卫生署:《消灭虱子是预防冬季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法》，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8辑，第192页。

④ 《高鲁日记）,1939年10月20日，第39页。

⑤ 边区卫生署:《消灭虱子是预防冬季传染病的一个重要方法》，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 

8 辑，第 192—193 页。

⑥ 董纯才：《人和鼠疫的战争》，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7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 

第383页。

⑦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⑧ 董纯才：《人和鼠疫的战争》，武衡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7辑，第387页。

⑨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防敌鼠疫问题的通知》（1941年12月14日），《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 

选编》第5册，第2248页。

⑩ 《吕正操回忆录》，第219—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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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这在其他政治力量的发展中并不多见。因此对于中共来说，一方面部分落后群众可能成为政 

策执行的阻碍，另一方面群众却也可能成为中共推进日常卫生的主力，对环境与公共卫生的强调又 

成为中共扎根群众的助力之一,问题本身在历史的情境中变得愈加复杂。

四、“解冻式”动员与教育

动员是中共革命中的一个特色，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运动都是“动员”起来的，八路军士兵 

的日常卫生也是如此。动员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观念和精神层面减少日常卫生运动推行的阻力， 

使“动员”的革命转为“自觉”的革命。因此，从动员过程看，中共的动员似一种“解冻式”的动 

员，即这种动员并不是直截了当的，一下子产生效果,而是像冰解冻融化一样随着时间慢慢地产 

生效果。

日常卫生是中共非常重视的工作之一，在中共看来，一项工作的完成是全党各个部门都要共同 

参与的，而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卫生工作也不例外。1938年的部队卫生制度中谈道:“在部 

队的卫生管理方面,卫生机关固然是负有专责，但是在他一方面的力量势必有所不及,这要依靠我 

们各部队的首长及各级管理人员也来负责，卫生管理用行政的政治的力量来推进，才能使这管理紧 

张和稠密起来，才能使部队卫生工作做的更深入更实际更彻底更普及起来。”①罗瑞卿也谈道:“部 

队的疾病现象，亦是损害部队战斗力的凶恶敌人，因此政治工作亦必需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如果, 

认为这仅仅是部队卫生部门的责任,同政治工作没有关系,这样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能够 

真正的懂得政治工作的全部内容。自然，在消灭疾病现象的问题上，卫生部门负有重大的责任;但 

是没有政治工作的保证，这种责任也不能很好的完成的。而且在加强军队卫生，拒绝疾病来源的工 

作上，还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担负在政治工作的身上。”②这样的要求也是实践过程中推行卫生工 

作的要求，从卫生部门来看，他们是“毫无指挥权的”，因此借助军队指挥员来推动卫生工作是最有 

效的方式。

因此，部队领导深入士兵的个人卫生生活成为其职责之一：“基层单位列队由领导亲自检查 

或互相检查个人卫生，指甲、头发长不长，身上、脖颈、耳壳有无污垢,牙齿是否清洁，衬衣、鞋袜是 

否干净等，对不符合要求的,限期纠正”，“连队干部夜间查铺、查哨,帮助大家盖好被,防止感冒、 

肠炎的发生”。③这不仅是部队干部的群众工作之一，更形成了一种制度:“实行查铺制度,帮助战 

士盖毯子与发动战士互相照顾。”④据高鲁回忆：“我代理班长检查各班卫生和内容。这星期是结 

束长途行军后的卫生周。大家精神十分充沛，卫生很好，内务整洁。从现在的精神状态,就能看 

出我们能适应更紧张的军事生活。”⑤当然，制度的规定无法完全让基层工作者理解和执行，领导 

对卫生的不重视也经常成为中共批评的对象:“其他部门对卫生工作的配合不够,仅是卫生人员 

喊叫推动卫生工作是不成的，如六分区一团二连连长每两周洗一次脸，像这样就可想而知对卫生 

工作的帮助推动是如何的不够……还有一军分区提议和地方协同进行卫生，杨专员根本不

① 《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颁布〈暂行卫生法规〉与通告）（1938年9月10 0）,（后勤工作•文献（2）》，第72页。

②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4—105页。

③ 宋靂:《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1页。

④ 《向疾病现象作斗争）（1939年9月30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17页。

⑤ 《高鲁日记》，1939年10月28日，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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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纳。”①

宣传教育也是中共落实措施的机制之一。部队战士中普遍缺乏卫生常识，杨立三谈道：“一 

分区在敌人扫荡时，一夜间冻坏脚者90多人，内有一人两只脚冻掉了，且将要残废者十几人”， 

其原因之一即在于卫生常识的缺乏。“由于部队对最低限度的卫生常识了解不够，在刚下山后 

不即时用雪擦，反用热水洗,用火去烤,怎能不冻坏呢?”②而且八路军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习惯 

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如有的士兵谈道：“我们家乡的牛，从来不洗脚不刷牙也不闹病。”③1942年 

野战卫生部报告中提到：“每个同志对卫生的认识都知道不讲卫生就容易生病,但缺乏联系实 

际，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就忘了，或只顾眼前的一点小利益，而违犯卫生工作，如五旅有一战士只 

顾下河捞好吃的,就不顾一切的大吃起来，结果吃死了，以后大家都说他为'饭堂英雄’，还不是 

最典型的例子吗?”④还有的士兵中存在以“革命”的名义不讲卫生的思想，如高鲁日记中谈道: 

“他们还说：'虱子就是革命虫，资本家就不生虱子，生虱子就表示我们艰苦奋斗。’”⑤这样的思 

想在中共革命中并不鲜见,体现出中共对士兵价值观的塑造和阶级意识的深入内心，这种价值 

观的塑造往往给予革命以巨大助力，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塑造的价值观有时又会影响中共 

政策的推进。

因此如何从观念上教育士兵重视自己的日常卫生是中共宣传教育工作的任务。首先，是加 

强文本的教育和学习，通过上大课的方式灌输卫生常识,如要求“每周上一次卫生课”，并“规定 

每星期日为卫生日，清整个人卫生及公共卫生，其它工作不得侵犯”。⑥下发卫生常识的材料，并 

根据季节和气候的不同进行材料侧重点的调整：“卫生教育工作，在部队中都发了卫生材料，是 

按照环境、气候决定的，如去年冬天进行的是冻疮、肺炎、感冒、支气管炎等预防法。今年春天进 

行的是天花、膈膜炎等预防法,夏天进行的是肠胃病、赤痢、伤寒、霍乱的预防法。”⑦而且,在材料 

的编写上还强调要突出抗战时期的新形势，不能照搬苏区时期的文本材料,1941年一二O师卫 

生部在总结时谈到这部分工作的不足：“部队卫生教育，缺乏新的内容，新的形势，自抗战四年 

来，还是因袭苏维埃时代之卫生材料，比较老的战士不愿一听再听，新的战士又难于遽然完全 

接受。”⑧

其次,调动其他各种活动形式作为灌输卫生常识的辅助，如通过娱乐活动和报纸宣传“在大的 

节日结合集体的文化活动，在舞台上表演具有卫生内容的活报、顺口溜、快板、相声等进行宣传教 

育。各部队的小报及报纸，介绍卫生知识，卫生工作好的典型，以推动卫生工作的开展”。另外，在 

各个连队的救亡室中还设有卫生委员，班有卫生战士，要求“加强群众性的卫生活动,并在墙报上 

表扬讲卫生好的班排与个人，也宣传卫生常识”。⑨为推动卫生工作的落实，还编了卫生歌:“卫生

① 《野战卫生部一九四二年医疗卫生工作报告＞(1943),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2),第 226—227 页。

② 《杨立三在晋冀鲁豫各军分区卫生会议上的结论》(1941年5月24日)，《后勤工作•文献(2)》，第528—529页。

③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2页。

④ 《野战卫生部一九四二年医疗卫生工作报告＞(1943),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2),第 226 页。

⑤ 《高鲁日记》，1942年6月15日，第271—272页。

⑥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2页。

⑦ 《一二O师抗战第一周年卫生工作报告大纲＞(1938),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4),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⑧ 《一二O师卫生部抗战四周年卫生工作总结＞(1941),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4),第 261 页。

⑨ 宋廛:《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部队的卫生防疫工作＞(1984) X冀中人民抗日斗争资料》第13期，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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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卫生妙,讲卫生，身体好。不生病，精神好,不咳嗽，不吐痰。能走能跳又能跑,身似铁来手似 

刀。打起仗来像虎豹，鬼子一见哭又嚎。打得它急忙往回跑,鬼子跑，鬼子逃。我们大家胜利 

了 ！ ”①从卫生歌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共宣传工作中的一个特点，即将日常卫生问题与“打鬼子”联 

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动员特色。而在苏区时期则更强调一种阶级动员，具体则表 

现为两种军队卫生生活的对比，如李智广回忆:“凡红军住过的地方，都打扫得非常干净清洁。如 

果驻地乱七八糟倒处是粪便，东西乱扔也不打扫,那一定是白军。”②除此之外,卫生竞赛也是中 

共常用的手段之一。1941年晋察冀三分区提出竞赛条件,其中如“开展部队卫生活动，保证病员 

不超过8% ”，并着重在理论学习上指出：“加强连队卫生教育，战士、杂务人员测验要在80分 

以上。”③

中共同时强调日常卫生的宣传教育也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强化了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 

如罗瑞卿强调部队的疾病现象属于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内容，也需要政治工作去推动:“展开部队中 

的卫生宣传，提倡部队中的清洁运动，这就应当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去动员部队的全体人员，为着 

巩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为着战胜当前的敌人，都自觉的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部队的健康,都警惕 

到部队中疾病现象的产生只会是损害部队战斗力，而有利于敌人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精力与时 

间，只能贡献于当前的战争,绝对不能使它消耗在疾病的危害上。”④

宣传教育的执行不仅直接对士兵产生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宣传教育会在军队形成一种气氛 

和无形的集体压力o罗瑞卿对此很有心得:“这种卫生工作一旦成为群众的运动，个别的人要是不 

讲究卫生，是会要受到群众的压力的。八路军部队中,也有过这样个别不爱清洁,不讲卫生的人，然 

而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例如说他要是不愿洗衣服、洗澡，别人要求他洗，甚至于送水到面前去要求 

他洗,可以想到最顽固的人，在这合理的压力下，还能不改变过来吗?）亦即很快转变过来了。”⑤这 

种压力和气氛的形成表明中共权力的作用路径并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也有可能是横向的,是无所 

不在、周而复始的，像风一样作用于四面八方。

经过中共的宣传教育和管理，一些士兵的日常卫生有了较好的变化:“战士卫生习惯上有一个 

很大的转变，特别是在解决手巾、牙刷、肥皂以后是起了很大的推动。过去认为战士不愿讲卫生，难 

推动,而对战士没信心是不对的,实际上战士在物质条件解决后会自觉地注意卫生的。”教二团“以 

前从没有刷牙的，现在开始刷起牙来，午睡起来也刷”。十四团也“克服了过去对卫生工作的不正 

确认识（，八路军吃苦耐劳不讲卫生’的情形改变了），知道不清洁不等于吃苦，在讲了八路军清洁 

卫生历史传统以后反映很好。有一个投降的俘虏在战士卫生反省会上说：'这里上级发这发那，叫 

我们讲卫生，我们还不好好讲，在投降前那里和猪一样,谁管！’ ”⑥这表明中共的卫生措施确实对一 

些士兵的日常生活习惯产生了影响。

不过,士兵的日常卫生并未彻底解决。中共一直是一个敢于自我反思的政党，从报告中可看到 

政策未落实到位的情况。如厕所的清洁未达到标准，“自己挖的厕所（当然比老乡的厕所卫生一

① 《高鲁日记》，1941年4月9日，第121页。

② 《红一方面军卫生防疫工作方面的情况）（1932—1935）,张奇秀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2）,第722页。

③ 瑞芝:《军区卫生工作人员大竞赛（摘要）＞（1941年4月17日），《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第465页。

④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5页。

⑤ 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第108页。

⑥ 《胶东军区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总结（节录））（1945）,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期”（3）,第 222,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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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去，仍旧到老乡厕所里大小便（因为路近方便）”。①“他们（二团）卫生工作做得非常不够，厨 

房里食物有很多单位不用盖子盖;住室外修成马路没有很好搞，厕所有些单位挖了，但仍有随便大 

小便的，特别是团部附近一个地方，布满了大便，卫生标语少,卫生教育差”。②痰盂也成为一种摆 

设,无法起到作用:“建立的痰盂，吐痰时，不吐在里头,聋子耳朵有名无实，所以建设上是费了不少 

的气力及金钱，而没得到效果，却是凤毛麟角，甚至一无所有，空空如也。”③1944年，胶东军区显 

示:“a.住室不清洁，东西乱放，冬天烤火也不筑炉子。b.有一个连队铺草在全年中未晒一次，当 

然有个时期是因为总活动，但即使是驻军半月二十天，也是不晒铺草。c.卫生壕不经常处理，粪便 

满厕所都是。”④

个人卫生也未落实到位，如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二团的情况：“住在灵山市内的部队的战 

±,常在小摊贩上买脏的生冷东西吃,也没有人禁止。其次，一支队自觉性不够，如:有一个连被汉 

奸在饭里放毒药，结果全连的人员中了毒，内有二名特别重，现在还未知死活。”⑤在士兵日常卫生 

管理中，干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如缺少这一“强制性”因素，就很难达到要求。1940年3月 

25日彭绍辉记道:“午饭后,到教导队各寝室看看汗部外出,室内无人照看,勤务员睡觉，内务殊不 

清洁,欠整齐，衣服破烂。”⑥

当然,客观来看,士兵的日常卫生无法按政策的规定落实也与中共部队所处的客观环境有关。 

中共在总结原因时也谈道:“部队较长期的处在战斗活动的环境里，卫生工作进行比较困难”。⑦八 

路军军医王增寿说得更明确:“虽然，我们努力通过群众贯彻以防为主，有时仍收效甚微,其根本原 

因在于短暂时间内根本因素不能解除。如1942年由于天灾无粮吃得困难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是不可能立即解决的，必须等到至少明年粮食生产出来才能根本扭转。”⑧因此，尽管在中共的历史 

文件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中共总结的问题和不足，但问题和成功并存本就是历史发展的常态,不可以 

完美的结果来要求处于战时环境下的中共。

如前所述，从“动员”到“自觉”是中共的目标,但从在士兵卫生问题上的动员过程来看,不仅可 

以看到动员的效果，也能看到动员未达到目标的例子,那么是不是说中共的动员就没有成功呢？笔 

者认为并非如此,和其他的动员工作类似,在士兵日常卫生问题上的动员既有成功又有失败,但其 

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就是集体性趋势和集体压力的形成。中共的一系列动员和宣传在部队中 

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压力，这种压力像“风” 一样,像微血管般渗透进士兵的日常生活，并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士兵价值观的塑造，开启了冰化为水的“解冻”过程，这才是中共的特别之处，在中共其他 

的动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趋势的形成。

① 《野战卫生部一九四二年医疗卫生工作报告＞（1943）,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2）,第 226 页。

②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视察团工作报告＞（1939年11月9日），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 

时期”（3）,第608页。

③ 《野战卫生部一九四二年医疗卫生工作报告＞（1943）,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2）,第 226 页。

④ 《胶东军区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总结（节录））（1945）,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期”（3）,第 218—219 页。

⑤ 《晋察冀军区卫生部视察团工作报告＞（1939年11月9日），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 

时期”（3）,第608页。

⑥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上册,1940年3月25日，第351页。

⑦ 《胶东军区一九四四年卫生工作总结（节录））（1945）,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 

期”（3）,第219页。

⑧ 王增寿：《戎医生涯》，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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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抗战时期中共在加强对士兵个体日常卫生的管理，培养日常卫生习惯等方面做出了 

很大努力。在此基础上，还加强了士兵所在的公共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并在改善公共卫生的同时促 

进了军队与民众的良好关系。最后，通过系统的宣传和动员减少了日常卫生措施推行的阻力。通 

过日常卫生措施的推行，中共成功向士兵输入了卫生清洁的理念和价值观。中共重视八路军士兵 

的日常卫生固然有其重视士兵身体健康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军队的战斗力和整体建 

设，因此对于一向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中共,这样对日常卫生的大规模投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情了。当然，这种投入也与其身处战时，各方面资源都陷于紧张状态有关。

中共对日常卫生工作的投入，使得这一可能减损战斗力的日常卫生问题，转而成为中共加 

强对军队管理的另一着力点，这也是中共辩证联系思维模式的生动体现。对于中共而言，由于 

客观环境的问题，中共无法仅仅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日常卫生问题,但正如文献中谈到的  

“已打开了 '卫生之门’”。①杨立三曾谈道:“连队卫生工作不是一个号召、一次突击可能了结的 

事,必须有艰苦的、经常的、不间断的工作。”②这个“解冻”的过程只有开始了才能通向更加成功的 

大门。

〔作者宋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三五团的公共卫生——军区医务卫生检查团报导之一》，《华北军区卫生建设史料汇编》，"防疫保健类”，第16页。

② 杨立三：《在卫生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41）,陈孝文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5）,第 

5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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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Use of Mass Organizations? ------ A Debate in 1944 ..................... Huang Daoxuan(4)
The r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CCP) had alway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lying on the mass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mass line became one of the three magic weapons of the 
CCP5s revolution. Mass organizations were indispensable driver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Mass organization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Wa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helped the CCP to open up 
the situation rapidly and form a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period of War, they cooperated with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s to promote the works of all base areas to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In the end of the War,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CP's control to the society. At this time, the 
discussions within the CCP over whether the mass organizations need to be preserved highlighted the embarrassment of the 
status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subde differences for the weight of the mass organizations in the minds of different 
leaders.

The Logic of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  Zhou Zwwn(15)

Reading and Acceptance to On the Protracted War in the CCP's Resistance Base Areas 
...............................................................................................................................................Jin Bowen

The Evolution of Teachers5 Salaries in the National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Niu Zi(44)
During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At the 

beginning,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faculties were reduced, and maintained at a low level with single sourc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ife of teachers ? the government issued subsidy policie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1940, among which the living 
subsidies and food vouchers we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s. The war subsidies narrowed the salary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of teachers, but the salaries of professor group had no satisfactory increase. This resulted in discontents 
among professors and gave rise to a reward policy mainly for senior teachers. During the War, various allowances gradually 
exceeded the salary incomes, composed the main body of teachers，salaries, and became the basic guarantee to maintain the 
lif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We should not over value the salaries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n 
modem China, but rather presenting the real living sit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based on objective historical facts.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Song Hong(61)
The daily hygien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soldiers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War provided concrete exampl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CP*s  management of the army. Daily hygiene problems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he clean environment they lived in, but also to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It was also on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fighting with the Japanese army.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the CCP focused on the individual 
health of soldiers and trained soldiers to form the daily health habi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mproved the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soldiers*  daily health, the CCP took a variety of measures of mobilization and education, which to the greatest 
extent reduced the resist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ldiers' daily health measures had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CCP army.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