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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

幅度跃升，70 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

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树立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

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二是

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三是树立

“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保基本、强基层；四是树立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五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

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这些做法，推动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

情况下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原创了医疗卫生的中国

模式。今天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

一是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 35 岁增加到了 1978 年的 68 岁，达到当时

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二是初生婴儿

死亡率从 1950 年约 250‰下降到 1981 年的低于 50‰，比较 60 年代

到 70 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改善情

况，中国遥遥领先。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

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



减。健康就是生产力[1]。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这些成

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仅有效改善了人民

生活，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实践。通过发展医疗

卫生事业改善民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医疗卫生

领域的重大举措——如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农村合

作医疗、赤脚医生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

想，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把医疗卫生置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局看待，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仍有借鉴意义。 

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

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

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 基本的人权。维护健康不仅仅

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

平等许多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卫生

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工作，把卫生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老病死”，关系到“移

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

党必须把它管好”[2]。为此，他亲自做调查研究，亲自起草对卫生

工作的指示，亲自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



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

生的重要途径。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卫生工作提高到“移风易俗，改

造国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

成为国家贫弱不堪的象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

究》[3]就说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

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

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为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

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

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 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

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

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

个乡苏维埃的责任[4]。”1941 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

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 年 5 月给延安中央

医院题词“治病救人”。1945 年 5 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

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5]”这

些已经初步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健康的思想、

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对卫生工

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 1951



年 9 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

“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

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

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

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

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6]。它深刻地阐述了卫

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

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55 年 10 月 12 日，毛泽东在修

改《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7]”。在 10 月 13 日的 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除

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

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

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8]”。1960 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

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

“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

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

生工作”[9]。60 年代之后，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

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二、“预防为主”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符合国情

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 

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在预防和治疗之

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

的适宜技术，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果大，

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

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

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西医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

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

人员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而忽视了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保健

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

种倾向，加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

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

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是预防。1941 年 6 月，他在为《解放日

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

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

文化水平[10]”。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疾

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

战争”[11]。他在 1950 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

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



宜大减”。1951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

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2]。”1964 年

针对干部保健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

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

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3]。”并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

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

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

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

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保健局应

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在他在“六二六指示”

中。人们对“六二六指示” 深刻的印象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但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毛泽东在

“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

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

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

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

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 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15]”。

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

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

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

在毛泽东推动下，新中国头 30 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



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

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

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

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626 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

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

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

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此作出批示和推动。

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

特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在农村

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

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

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

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

60 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 1964 年的统

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69%在城市，31％在

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 10%。全国卫生事业费 9 亿 3 千余万元中，用

于公费医疗的 2 亿 8 千余万元，占 30%，用于农村的 2 亿 5 千余万

元，占 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 16%。对此，毛泽东于 1965 年在

“626 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



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

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

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

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

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随着经济调整，覆盖面大幅度下

降。1962 年 8 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

社包下来的倾向[16]”。到 1964 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 30%的社队还

维持合作医疗。1968 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

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 年 11 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

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7]”。

12 月 5 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

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 23 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

推动下，从 1969 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 70

年代末，覆盖率达到 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 1965 年农

村只占 40％，到 1975 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 60％。全国卫生经费的

65％以上用于农村。1968 年 9 月，他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

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

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



卫生服务的主力军， 高峰时全国有约 500 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

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

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 1980—1981 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

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

水平提供了样板[18]”。2003 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2009 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四、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

设领域的体现 

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遇到的 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

的缺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了

我们党“群众路线”的做法，把群众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

发挥群众集体协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而且使医

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

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1957 年 2 月在《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

批语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

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

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19]。1958

年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



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

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

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转的福

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

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

动员，人人动手”。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

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

心。1958 年 1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

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提出年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毛泽东于

1 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领导和号

召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

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

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中 突出的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

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55 年毛泽东在杭州召

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

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

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 年四次就召

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21]，推动这项工作。但是在如何开展

血防工作上，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农村缺乏



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

[22]。毛泽东则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

进行血防工作[23]。 

五、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

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

激励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誉感来激励医生？

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

医风。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

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 年,毛

泽东同志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

道主义[25]。”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

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1968 年，他在一个相

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

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

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26]。”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

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

会地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六、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对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 

2009 年以来，我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但还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的



重视仍有待提高，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仍然扭曲，医务人员执

业环境和职业精神有待改善。财政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随着改

革触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和医院旧体制机制，对利益调整力度加大，

改革还将面临一些阻力。这次医改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历史的延续。

回顾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深化医改有如下启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之一，提高到政治高

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

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

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优势的科学

发展。 

第二，在改革中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当前，虽然比毛泽东时代经

济发展了很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仍不丰裕，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平优

先的原则，使有限资源优先惠及中低收入者。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调

整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向资源不足地区转移，在缴费和支付上提高医

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强化其收入分配职能，适当限制高端医疗服务的

发展。在一个时期以内，新增的各类医疗资源，原则上应该全部投向

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三，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路线。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

许多技术密集的、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许多是有可

以更加便宜、更加经济适宜的技术替代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

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尽快遏制

资源进一步向高端服务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集中、向晚期治



疗集中的状况，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第四，把医改等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医疗卫

生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社会建设，改善公平正义，不仅是改善

民生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当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

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

公平的医疗保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本

支持。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

会保障水平低，应该把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拉动内

需的战略选择。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形象。当前，在“以药

养医”机制扭曲下，医务人员的行为发生异化，医生形象不佳，医患

关系紧张，影响医患信任和改革深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医

德医风建设，宣传和树立白衣天使的正面形象，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

发扬白求恩精神，为体制机制改革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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