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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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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钟爱的流行病学学会。因此，追忆这段往事并把它

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是

如实写出来已是不容再等的事。古人云：“以史为

中华医学会下属的一个二级学会，其正式名称为“中

鉴，可知兴替”，又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为通

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而此前一直是中华医学会

过历史可以镜鉴良莠，对照是非曲直，从中汲取教

公共卫生学会的一个学组，由老前辈严镜清教授等

益。这也正是本文追述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

负责。１９８７年国内成立了中华预防医学会后，原属

展中这段史实的主要考虑。兹择要陈述如后。

预防医学范畴的专业学科均归属中华预防医学会领

二、学会成立的时代背景

导，因此流行病学学会自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以后也被批准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政府即提出包括“预防

归属于中华预防医学会，其正式名称改为“中华预防

为主”在内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

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是中华预防医学会下属的二

引下，我国的卫生防病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

级学会之一。随后的一年多，依据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６日

成就。作为预防医学基础学科的流行病学在对这一

通过的《中华预防医学分会（专业委员会）组建办法》

成就做出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

之要求，所有原二级学会一律改称“分会”或“专业委

是在卫生防病事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

员会”，因此流行病学学会中的“学会”二字也相应更

方面，１９６０年布拉格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关于

改为“分会”，这也就是目前使用的正式名称“中华预

流行病学定义与研究范畴的热烈争论，使前苏联学

防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由于前后不同时段中曾

派关于流行病学只限传染病范畴的传统论断受到质

有过三种在文字上不完全一致的称谓，而使用其中

疑与挑战，这也促使我国业界同仁解放思想，重新考

任何一种名称均难以全面准确地表述包括各阶段历

虑问题，因而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他原因未明

史在内的流行病学学会的整个历史，因而本文在文

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也迈出

题中权且将其笼统地称为基本上可以涵盖三种称谓

了较大步伐。从此时流行病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大好

的名称“我国流行病学学会”。

形势分析，成立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不仅符合学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写史。为了确保所写史实的

发展的需要，也具备了应有之条件。在社会大环境

精确无误，文中仅限笔者亲自参与和亲身经历的自学

方面，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会成立前１９７８年６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底这２０年前后的

全会后，全国人心振奋，百业待兴，时任卫生部部长

事，即第一次至第四次全国学术大会期间的种种史

的钱信忠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作的题为《向医学科

实。至于其后乃至更以后的事，自有其他亲历者撰写，

学现代化进军》的政策性报告中，将流行病学本着

且其内容必将更加丰富多彩，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抓带头学科与抓技术关键”的原则，首次列入国家

回首往事，当年执著于创建流行病学学会的前

辈与同仁中已有不少人先后辞世并永远离开了他们

六大科技关键问题之内。
在上述相关时空背景的激励下，流行病学界同

仁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大家多年翘首盼望的事只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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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应该采取实际行动了。１９７８年６月，正在天津
市参加编写《流行病学》参考书的耿贯一、王慧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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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伦（天津医学院）、连志浩、曹家琪（甘肃省卫生防疫

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做贡献；④一定要当好卫

站）、何尚浦、刘杏英（武汉医学院）、吴系科（安徽医学

生防病工作的顾问和参谋。这次会议采纳的论文共

院）、魏承毓（北京医学院）、于恩庶（福建省卫生防疫

２４０篇，其中被推荐大会宣读３１篇，分会场宣读１３ｌ

站）、钱宇平（兰州医学院）及于潜（中国医学科学院流

篇，基本代表了解放后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趋向和

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等１２位同仁在学习讨论钱

水平。报告中除何观清教授等作了有关国内外流行

信忠部长报告的过程中，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决定以

病学进展方面的介绍外，其余多为各病种的专题报

自愿签名的方式写一份题为《关于加强流行病学工作

告。有几篇此前因“保密”所限不能及时交流的调查

的几点建议》的正式报告，并于６月９日呈送卫生部和

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特别关注，其中如：黑龙江

中华医学会。此报告除筒述了流行病学在国家实现

省发现土拉菌病流行的调查报告（１９５９年）、新疆塔

“四个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及与国际先进水平方

克拉玛干沙漠地区首次流行埃尔托霍乱的报告

面尚存的差距外，着重提出了以筹建中华医学会流行

（１９６４年）、海南岛水土中首次分离出鼻疽杆菌的报

病学学会和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两件大事为核

告（１９７５年）及登革热在广东佛山市的首次出现

心内容的五条具体建议。实际上这些意见和建议都

（１９７８年）等。苏德隆教授在总结报告中提及不恰

是汇集了广大同仁多年来期盼尽早落实的心愿。

当的所谓“保密”不利于我国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和

１９７９年在太原市审定《流行病学》统编教材的苏德

卫生防疫事业时，还特别指出能把这些文章在这次

隆、耿贯一和吴系科三人又在返回各自单位的归途中

会议上第一次亮出来，其“意义是深长的”。此外，提

转道北京，专程拜会了中华医学会秘书长傅一诚和卫

交会议的论文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比例尽管仅

生部科教司司长陈海峰，向他们进一步反映了当时国

占１／５，但说明已冲破了长期以来“流行病学的研究

内外流行病学的发展动向及在我国成立流行病学学

对象只限于传染病”的传统观念，开辟了新的研究领

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位领导人对所反映的意见

域。其中肿瘤、心血管病、克山病、大骨节病，乃至糖

和建议当即表示理解和支持，答应一定认真研究并进

尿病、精神病等内容皆有涉及，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

一步向上反映。今天看来，１９７８年的书面报告和

次关于克山病与肝癌病因的专题讨论，其争论之热

１９７９年的专程拜访，对其后流行病学学会的成立与

烈，不只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而且几乎到了“面红耳

顺利发展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推动效应。当年秋天在

赤”的程度。另外，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代表

中国科协和卫生部的支持下，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报告的全国恶性肿瘤死因调查和编制出版的《中华人

即在北京组建了流行病学学会的筹备委员会，并于

民共和国恶性肿瘤集》同样受到与会代表的赞许和欢

１９８０年６月９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出“（８０）会

迎。除大会与分会场进行的学术报告外，还组织了包

学字第５５号文件”，正式通知拟于年内召开第一次全

括流行病学的发展方向、学术名词的统一、刊物出版、

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和代表名额的分配办法。

教学与科研、在卫生防疫实践中的作用以及需要向中

三、学会适时诞生

国科协、卫生部及上级学会反映的问题和建议等的专

经过筹备委员会约半年左右的充分准备，中华

题讨论，内容相当广泛和更贴近当时的实际需求。

医学会第一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学

总之，从这次大小会议的报告和讨论内容分析，

会成立大会于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１－－２７日在哈尔滨市举

我国流行病学在解放后的３０年中已发展到一个新的

行。来自全国２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正式与会

阶段，其主要表现是研究领域日趋扩大，研究内容日

代表１９５人集聚一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流行

益深入。从仅限研究传染性疾病发展到也研究非传

病学界的第一次空前盛会，气氛十分隆重和热烈。

染性疾病以及其他原因未明疾病；从一般描述性调

开幕式由苏德隆教授主持，由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施

查分析发展到定量的数据分析或实验研究；从单纯

正信致开幕词。出席开幕式的还有黑龙江省政府、

的传染病疫情报告发展到有计划的疾病监测等。此

省科协、省卫生厅及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等部

外，相关学科和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也为流行

门领导及知名人士等十余位嘉宾。施副会长在开幕

病学的深入研究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更为广阔空间。

词中首先强调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成立流行病学

该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成立中华医学会下属的

学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提出了四点希望：（Ｄ一

流行病学学会。首先是依照《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

定要把学会办成“科学家之家”；②一定要贯彻“双百

学会委员会委员选举办法》进行选举。在充分酝酿

方针”，发扬学术民主；③一定要多出成果和人才，为

的基础上，经无记名差额选举，选出４３人为第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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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再由全体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

公开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此外，在当时力所

出严镜清、苏德隆、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钱宇平、

能及的范围内，还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如组织会员

魏承毓、都康平、刘瑞璋、吴系科、何尚浦、姚凤一、白

为广播电台撰稿，推荐专家担任科普图书或期刊的

云翔、张云素、董汉臣１５人为常委。选举苏德隆为

编委或业务顾问以及开展科普咨询服务等。

主任委员，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为副主任委员，严

２．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明确办刊宗旨及

镜清为顾问。魏承毓和于潜为秘书。至此，中华医学

审稿制度。已如前述，早在１９７８年６月由耿贯一等

会流行病学学会正式宣告成立。为了其后工作的更

１２位业界同仁呈交给卫生部和中华医学会的五条

有效开展，会议还确定成立学术、出版、科普及组织

建议中即着重提出了“以筹建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

４个工作组。分别由何观清、蒋豫图、耿贯一、魏承毓

学会和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为核心内容”的两

兼任组长。本次会议自２１日开幕至２７日下午隆重

件大事，但直至学会成立后数月的１９８０年底，创办

闭幕。苏德隆主任委员在其会议总结中首先肯定了

杂志的事仍无着落。随后在总会学术部的关心与提

这次会议充分反映了建国３０余年来我国流行病学

示下，由蒋豫图（副主任委员，分管出版组）和魏承毓

事业已取得的明显进步和对国家卫生防疫事业做出

（常委兼秘书，分管组织组）二人与流研所分管内部

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当时依然存在的差距和对今

期刊《流行病学杂志》的所长高守一具体商讨能否将

后工作的五点希望与要求：①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

该内部刊物改版为归属中华医学会领导的“中华系

发扬学术民主，树立良好学风；②进一步改革流行病

列”刊物之一并公开发行之事。由于双方想法几近

学教学、抓紧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③加强科学

一致，因而迅速达成下列共识：①自１９８１年起原属

研究，密切与有关学科间的协作，尽可能采取新技

流研所的内部刊物《流行病学杂志》（季刊）更名《中

术、新方法，提高科研质量；④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

华流行病学杂志》，归属中华医学会主办，并由季刊

交流；⑤正确执行国家有关保密的各项规定，批判并

改为双月刊公开发行；②成立新的编委会，各编委经

切实纠正极左路线在这一问题上的流毒和有害做

协商推荐后报请中华医学会正式聘任；③杂志编辑

法。他要求大家齐心协力，精心培育年轻的流行病

部挂靠在流研所；④编委会领导层中应有流研所相

学学会茁壮成长。最后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施正信致

关领导人参加。在上述共识的原则下，经过一段酝

闭幕词，会议执行主席何观清宣布第一次全国流行

酿，即按中华医学会的有关章程，组成由４０人为编

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大会胜利闭幕。

委的第一届编委会，推举其中９人为常委，主持日常

四、学会茁壮成长

工作。他们是（以姓氏笔划为序）：于潜、何观清、严

１．着手发展与健全各地组织，积极开展形式多

镜清、苏德隆、高守一、钱宇平、耿贯一、蒋豫图、魏承

样的学术活动。自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后，由于国家

毓。苏德隆任名誉总编辑，何观清任总编辑，蒋豫

的整体形势越来越好，必然为学会的健康发展创造

图、耿贯一、高守一任副总编辑，梁济民、严镜清、曹

了良好条件。首先，在组织建设上，至１９８５年的５年

庆任顾问。随即在何观清总编辑的主持下，研究并

时间内已有１４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独立的

初步确定了具体的四条办刊方针：①贯彻“预防为

流行病学分会，有８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条件不

主”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政策；②坚持理

成熟，在卫生学会内成立了流行病学学组；会员人数

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③及时交流本

一般多在１００—３００人之间，最少的５０人，最多的

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疾病防治研究的新成果与经验

６００人，为开展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在学术活动

教训；④为不断提高业界的学术水平和培训干部队

方面，除派代表参加了１９８３年在新加坡召开的国际

伍作出应有的贡献。关于审稿制度方面，何观清总

流行病学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ｐｉｄｅｒｎ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编辑提出，先由编辑部初步“过筛”，如可用，再送两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ＥＡ）地区性会议外，也曾邀请ｌＥＡ的

位同行专家评审，如两人意见不一致，则再送一位专

Ｗａｉｔｅｒ Ｈｏｗａｒｄ教授等于１９８４年访华并作学术报

家评审后，最终定夺是否交由常委会最终审定。此

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会或学组也自发开展

即所谓的“三审一定”审稿制，此制度其后一直延续

了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学术报告会、讲习班、进修

多年。由于第一届编委会已为杂志的长远发展打下

班或系列讲座。在学术期刊的创建与出版方面，主

了初步基础，因而其后各届编委会基本上沿袭其制

要是通过协商将原属流研所的内部学术期刊《流行

度或有所“微调”和新的发展，这里就不再一一叙

病学杂志》自１９８１年起改版为“中华系列”的全国性

述。至于其后各届编委会的组成情况，这里只作简

·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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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第二届（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由４７人组成，其中９人

有几点：①与会代表３５７人，较上次的１９５人明显增

为常委，何观清连任总编辑（原名誉总编辑苏德隆不

多；②提交会议的学术论文６６７篇，较上次的２４０篇

幸于此前逝世，本届再未增补），蒋豫图、耿贯一、刘

亦明显增加，且其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计划生育、

汉明、郑锡文任副总编辑，曹庆、汤双振任顾问。第

医院管理、康复医学等内容多达１５０篇；（萤会前即成

三届（１９９１—１９９７年）由５５位编委组成，其中１７人

立了６入编辑组，做出编辑出版论文的计划，代表报

为常委。何观清、蒋豫图任名誉总编辑，王钊任顾

到时人手一册，与上次仅由与会代表携带各自油印

问，魏承毓任总编辑，俞顺章、郭存三、耿贯一、郑锡

件论文Ｉ临时散发的情况有明显进步；④根据实际需

文、吴系科任副总编辑。第四届（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编

要与可能，决定在学会内成立专题学组，较上次只有

委会由５４人组成，其中常委１８人，魏承毓连任总编

４个工作组更易推动经常性工作与学科的发展；⑤

辑，俞顺章、郭存三、王克安、耿贯一、郑锡文、吴系科

委员及常委的年龄构成相对年轻化；⑥在此期间已

任副总编辑。之后又相继诞生了第五届（２００２—

有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⑦

２００９年）及第六届（２００９－－）编委会。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４—２６日还曾在北京举办了一次名为

３．照章举行全国学术会议和改选换届事宜。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１）积极筹措第二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

的国际流行病学地区性学术会议，这是建国以来在

第二届委员会。原应于１９８５年举办的第二次全国

我国召开的、由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承办和主持的、以

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及换届大会，由于经费原因，决定

亚太地区为主的首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与会代表３３０

延后至１９８６年７月举行。是年２月２５—２７日在北京

人，涉及２６个国家和地区，提交的论文约为４７０篇。

召开了筹委会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何观清、蒋豫

（２）中华医学会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共同主持第

图、耿贯一、魏承毓、于潜、李婉先、钱宇平、刘瑞璋、

三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及换届大会。经过将近

何尚浦、连志浩、屠云人、李寿复、郭存三及中华医学

一年的筹备，第三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１９９１

会学术会务部的张玉琴、陈熙敏和宁夏医学会的丁

年１１月３—６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与会代表共

迎祥秘书长等共１６人。本次筹委会任务：①复审全

３３２人，提交论文总数为１０２７篇，安排大会报告ｌＯ

部文稿６７０篇，并确定大小会报告及墙展的题目；（参

篇，分会场报告３３７篇（共设６个分会场）。开幕式于

落实１０个特邀报告；③确定出版论文汇编及编辑组

４日上午隆重举行，由第二届委员会钱宇平主任委

人员名单；④确定大会主席团组成办法及秘书长人

员作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选；（勖确定新一届委员会产生办法及有关准备事项。

遵照医学会章程规定，会议期间进行了第二届

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５日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第二

委员会的改选换届工作，成立了由５０名委员组成的

次全国学术会议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开幕，来自

第三届委员会，其中１４人为常务委员。选举魏承毓

全国各地的３５７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任

为主任委员，俞顺章、郭存三、耿贯一、郑锡文为副主

务概况为四项：①交流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流行病学的

任委员。聘请钱宇平为名誉主任委员。至此，流行

发展状况，特别是新的重要进展；②组织专题报告和

病学学会第二届委员会的改选工作顺利完成，第三

讨论；③交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流行病学分会（或

届委员会宣告成立。

学组）的建设活动情况、经验及进一步发展设想；（多改

这次会议中的另一件大事是根据“卫生部（８７）

选第一届委员会，成立第二届委员会。在会议后期，

卫办字第７号文件”的精神，将流行病学学会的隶属

根据《中华医学会关于组建专科学会委员会若干问题

关系自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７日起改由中华预防医学会领

的意见》，改选了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了由４７名委员

导，成为中华预防医学会下属的二级学会，而《中华

组成的第二届委员会，其中１３人为常务委员。选举

流行病学杂志》编委会仍归中华医学会领导。因此

钱宇平为主任委员，李寿复、耿贯一、俞顺章、郭存三

这次学术会议及换届工作是在中华医学会与中华预

为副主任委员。聘请何观清为名誉主任委员，蒋豫

防医学会共同领导下进行的，本届委员会认真吸取

图、都康平为名誉顾问。根据委员们的建议，决定成

了上两届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宝贵经验，并从当时的

立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统计方法及计算机使用、流

实际出发，大力推行平时以学组和地区活动为主的

行病学教学、疾病监测及遗传流行病学等学组，并提

学术活动方式。实践证明，这种活动形式既易于组

出各学组召集人的建议名单。会议于２９日闭幕。

织，花钱少，方便参与，又实效大。因此在已有学组

回顾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之间的不同，主要

基础上又增加了计划免疫学组和生殖健康与计划生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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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组。与各学组活动进行的同时，又组成以华北、

之目的，又增进了友谊与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包

东北、西北、华东、中南及西南６大区为单位的地区

括我国在内的全球流行病学事业繁荣与发展。

性学术活动，并以各大区为单位选出召集人或联络

为了把学会真正办成在浓郁学术氛围中健康成

员按时开展交流。至于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各自

长的“会员之家”，及时交流学术进展，这期间《中华

范围内开展的学术活动，由于更能紧密结合当时当

流行病学杂志》也连续开辟了“现代流行病学讲习

地的实际需求，因而几乎每年都有，同样受到普遍欢

班”、“流行病学基本方法系列讲座”、“流行病学知识

迎。上述这种以学组和地区为单位开展学术活动的

系列问答”及“临床流行病学讲座”等专栏，就实践中

方式、方法，机动灵活，极大地弥补了按常规每５年

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讲解与讨论，其主要特点是紧

才能举行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不足。例如１９９４

密结合实际，突出重点与难点，强调学以致用，因而

年７月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先后两次分别在北京、南京市

受到广泛欢迎。另外，学会在献言献策、当好政府防

举行的全国传染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１９９４年８月

病灭病参谋及完成上级交办的临时任务方面，也尽

与１９９６年９月先后在甘肃省兰州市与湖南省张家界

力做了一些工作，如积极参与原卫生部卫生防疫司

市举行的全国疾病监测与控制学术会议。虽然都是

及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我国１９９１年

学组的活动，但在这两方面学科领域中同样产生了

特大水灾中如何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及“中国救

很大影响。此外，１９９６年４月根据当时国内艾滋病、

灾防病对策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向卫生部教育司提

肝炎、血吸虫病等主要传染病及伤害、慢性非传染性

交“关于加强卫生学校和护士学校流行病学教学的

疾病发生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又及时在北京市

报告”（１９９２年）；协助主管部门推荐“全国首届百名

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学术会务部联合举行了一次以国

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１９９３年）、推荐“资深会员”

内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防疫与预防保健系

（１９９４年）、推荐“第５届中国青年科技奖”（１９９５年）、

统代表占大多数的“’９６全国流行病学学术研讨

推荐“吴阶平医学奖”（１９９６年）以及推荐提名“中国

会”，这次研讨会的特点之一是在１１５名与会者中副

科学院院士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１９９７年）等。

高级职称以上者达５２人之多。约占与会人数的一

（３）携手迎接跨世纪的流行病学挑战，举办第四

半。同时还出版了《’９６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论

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文专辑》，刊出论文４４６篇。此外，这期间也特别加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４—２６日在深圳市召开第四次全

大与国际同行间的联系和交流，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８一

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

１０日与ＩＥＡ、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市联合主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共４００余人出席了会议。这

办了“’９６上海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其后又与

又是一次国内流行病学盛会，与会代表提交会议的

ＩＥＡ、日本流行病学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天津分会

学术论文共计７３７篇，其中安排了９个特邀报告、１６

及天津医科大学等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６—１８日在天津

个大会报告和４个分会场报告，内容包括传染病、慢

市联合举办了与“’９６上海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性非传染病、伤害、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流行病学

同样规格的“天津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并同时

教学法及预防保健等多个方面，说明我国流行病学

举办了中日两国流行病学联合会议。除上述两次属

在近几年又有较大发展。会议期间举行学会的换届

于ｌＥＡ的地区性学术会议外，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５—１７日

选举，在５３名委员中选出１３人为常务委员，选举郑

与广州医学院、美国室内空气研究中心（ＣｌＡＲ）及纽

锡文为主任委员，郭存三、俞顺章、王钊、屠云人为副

约医学院（ＮＹＭＣ）在广州市联合举办了一次名为

主任委员。聘请魏承毓、耿贯一为名誉主任委员。

“危险因素评价与流行病学实践国际讲习会”（Ｔｈｅ
Ｏｉｌ鼬ｓｋ

五、结束语

ａｎｄ

笔者追述了我国流行病学学会自成立前后至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邀请中美两国学者

１９９７年期间的这一段往事，且重墨描写了第一次会

共１７人在会上作专题报告，同时编辑出版了中、英

议期间涉及创建学会与创办《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这

两种文本的会议论文集。这三次在我国上海、天津

两件大事的一些过程，因为当时没有留下任何资料

及广州市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及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北京

汇编或专辑可供后人查阅，所以哪怕是点滴资料，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Ｇｏｏ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市举行的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均有一定数量

弥足珍贵。但无论怎么说，由于不少当事人已先后

的我国流行病学同仁作学术报告或参与研讨，既达

谢世，求全仍是相当困难的。

到与国际同道面对面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彼此提高

３０年往事，弹指一挥间。继１９９７年第四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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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在深圳市召开之后，第五次全国

和不朽的。后人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在他们工作

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换届大会于２００２年ｌＯ月在杭

的坚实基础上，开拓进取，勇往直前，不断做出“出于

州市如期举行，而第六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也

蓝而胜于蓝”的创造性业绩，这也是对已先后谢世的

于２００９年７月在银川市召开。长江后浪推前浪，我

新中国流行病学事业开拓者、流行病学学会和《中华

们的事业始终在奔腾向前。尽管以苏德隆、何观清

流行病学杂志》创始人的最好怀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２－０８）

教授为代表的我国流行病学前辈中不少人已先后作

（本文编辑：张林东）

古，但他们终生为之献身的流行病学事业却是永恒

我国流行病学学会成立和发展的历程
Ⅱ．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工作回顾
郑锡文李立明
【关键词】流行病学学会；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历史网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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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聘请曲书泉、王岚为分会秘书。郑锡文主任委员

第四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

在代表新一届委员会的发言中指出，新一届委员会将

２４—２６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中华预防医学会流

进一步团结组织广大流行病学科技工作者，促进流行

行病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换届工作也同时进行。来

病学学科的繁荣发展及普及推广，促进人才的成长，

自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努力为预防医

代表４００余人参加会议。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戴

学事业及保障我国人民健康做出贡献。明确开展学

志澄、副秘书长王有森，以及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刘

术交流是学会最基本的任务，今后要积极开展各学组

邹鲁等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录论文７３７篇，其中不

及地区性的学术交流工作。

但包括传染病、慢性病，而且还涉及健康、伤害等各个

领域。新技术、新方法也不断出现。会议期间同时进
行了第四届委员会的换届工作。第三届委员会主任
委员魏承毓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自１９９１年以来６年

本文拟就第四届委员会成立至２０１０年期间的
工作作回顾。
二、举办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和流行病学分
会换届会议

中流行病学分会组织召开的多种形式学习交流及《中

１．第五次全国流行病学学术会议：第五次全国

华流行病学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第四届委员会共

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暨流行病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及

有５３名委员，会议选出１３名常务委员，原第三届委员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五届编委会换届会议在中华预

会副主任委员郑锡文当选为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防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及浙江省预防医学会的大力

郭存三、俞顺章、王钊、屠云人为副主任委员。聘请魏

支持下，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９一１２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

承毓、耿贯一为名誉主任委员，吴系科、李婉先、陈友

行。来自全国２００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华预防

绩、张孔来、陈书兴、戴汉民、刘茂松、陈亢川为名誉委

医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王贺祥、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办公室主任杨子明、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兼浙江省

ＩＸ）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４．００２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预防医学会会长周坤等出席会议。中华预防医学会

制中心（郑锡文）；中国医学科学院（李立明）

流行病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郑锡文作工作

通信作者：郑锡文，Ｅｍａｉｉ：ｚｈｅｎｇｘ９０２＠１６３．ｅｏｍ；李立明．Ｅｍａｉｈ
ｉｍｌｅｅ＠ｐｕｍｃ．ｅｄｕ．ｏｉｌ

报告，总结了本届委员会５年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