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
以 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

曹 树 基

面对 1918 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 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 实行全民动员, 迅速扑灭疫

情, 是为 国家的公共卫生 。1918 年秋天及以后, 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 人口死亡众

多, 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 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 是为 地方的公

共卫生 。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 展现的是地

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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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树基, 1956 年生,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上海 ! 200030)。

在 2003年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 谢泳曾以 1918年山西疫情为例, 证明 85年前山西的阎锡

山政府对于肺鼠疫的预防工作卓有成效。∀ 当时, 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 虽然蔓延 28个县,

导致 2667人死亡, 但是, 疫情发生 74天后, 即被扑灭。谢泳依据的史料源自疫后所编 #山西省

疫事报告书∃。承蒙谢泳寄赠所藏, 细读过后, 觉得有必要对于此次疫情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入的

研究。

比照各种文献进行阅读, 有一个细节颇令人不解: 1918 年初山西省的肺鼠疫大流行, 没有

波及晋西地区的临县和兴县, 然是年秋天临县死于腺鼠疫者, 多达 181人, 兴县疫死 8人。实际

上, 在 1918年以前, 临县、兴县就多次发生疫情, 每次死亡人口分别为数人乃至数百人。从

1918 1942年, 临县、兴县每年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染鼠疫身亡。% 相对于 1918 年的肺鼠疫

流行, 临县和兴县的 疫后之疫 不能说不严重, 人口死亡不能说不多。按照 1918年的政府动

员能力, 要消灭或遏止临县的鼠疫流行, 并不十分困难。然而, 自 1918年春天以后, 那个曾经

展现其高度动员能力的政府不复存在。原因何在?

从1917年 9月开始, 直至 1937年日军侵入为止, 山西一直处于阎锡山直接或实际的控制之

下, 和平建设进行得有声有色。据此可知, 临县、兴县等地的 疫后之疫 , 与山西地方政府权

力变化无关。为此, 对于上述怪异现象, 必须寻找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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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 , #谢泳作品收集∃ , 其个人主页网址http: / / g o. 6t o 23. com/ moxianju/

his/ x y, 该文在网络间曾广泛流传。

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 #中国鼠疫流行史∃ (上册) , 内部印行本, 北京, 1980 年,

第 514 534 页。其他文献所载 1931年疫死人口更多, 由于其数据未得到 1962 年调查的证实, 这里暂

不予采信。



一、1918年的全民防疫

1918年 1月 1日, 山西省政府接中央急电, 告知归绥属境五原发生肺型鼠疫。∀ 1月 4日,

段祺瑞政府之外交、内务、交通三部联合致电山西省政府, 称美国医生认为五原一带的时疫可

能为肺鼠疫。各国外交使团又称归绥距北京交通便捷, 应当严行防止疫情传入。所以, 派伍连

德医官专司其事, 请山西沿途官吏协助云云。% 伍连德为中国近代著名的鼠疫防治专家, 曾组织

扑灭 1910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北洋政府派伍连德前往五原一带视察疫情, 也有将疫情当作鼠

疫的基本判断。

1917年 8月, 肺鼠疫首先在扒子补隆一个教堂爆发流行, 死亡约 70余人, 民众恐慌四散,

致使肺鼠疫沿途向东南传播。扒子补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梁素海西岸, 现

名新安镇, 当时属于五原县辖。9月下旬, 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 将疫情向外迅速传播。9月

下旬传入包头, 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 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

卓资、丰镇等地, 进而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东、安

徽、南京等省市, 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 1918 年 1 月 5 日, 山西省之疫情首先在右玉县

爆发。( 山西防疫由此全面展开。

! ! 1. 军事动员

1月 5日, 山西军政当局下令 遮断交通, 严密检查, 则南下行旅不可复返 。) 省军署迅

速组成防疫办公处, 调动军队迅速建起防疫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北 (外) 长城为界, 自

阳高县天镇为起点, 沿长城直至河曲县, 折而南下, 沿黄河至临县碛口。作为后来腺鼠疫流行

中心的临县也包括在防线之内。第二道防线以南 (内) 长城为界, 自灵邱经繁峙、雁门边墙以

北各县, 经宁武、苛岚, 至兴县黑峪口, 与陕西隔黄河相望。临县、兴县皆包括在防线之内。

第三道防线, 自雁门关以南, 东至五台, 至与直隶接壤处, 西至临县与陕接界处。临县碛口,

成为第一条和第三条防线的交汇处, 全县处于三条防线的严密保护之下。合而计之, 军队驻防

的关隘渡口为 48处。驻防的军队有第一混成团二营、三营、步三团二营、三营、步五团二营,

骑一团、骑二团, 第二混成旅司令部、第三旅、第四旅、宪兵二营和防疫分队。∗ 1918 年的防

疫, 对于山西的军人来说, 不啻是一场战争。

1918年 1月, 时值旧历岁末, 山西在关外打工者和经商者, 春出冬返, 岁以为常。每年年

关, 由北而南的大道小路上, 人潮汹涌。岁末寒冬, 断绝交通, 即断绝晋人回乡之路。没有军

队的弹压, 实在是不可想像。

1月 25日, 阎锡山电致交通部: 已飞电大同镇道及阳高县知事派遣军警, 驻小屯口, 杜绝

阳高与丰镇之行人往来, 以绝疫氛。 说的是雁北地区阳高县与丰镇县之交通阻隔。同日, 阎锡

山又致电内务部: 晋陕交界已饬各营县断绝交通, 并转知杨医士 (杨怀德, 美籍医师, 英文名

&179&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

∀
%

∋
(

)
∗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太原大林斋南纸庄、上海中华书局, 1919 年, 第 1编 , 第 1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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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13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1 编, 第 1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04 106 页。



不详 引者) 矣。 说的是山西、陕西两省交界处的交通阻绝。2月 14 日, 阎锡山致电内务

部, 告广灵县发生疫情, 故断绝山西、直隶两省交通。∀

阎锡山还动用警察力量, 一并投入交通阻绝。所谓 以陆军为经, 专注重于三大防线, 警

察为纬, 专致力于县境冲途。更由各县区推而至于村镇, 由村镇而里巷 。% 由于及时有效的军

事动员, 使得阎锡山在控制疫情传播方面, 基本掌握了主动, 疫情的控制也卓有成效。

! ! 2. 行政动员

山西省政府召集省城各医院以及军警机关所有的西医医生及曾留学东洋或西洋之医生, 无

不优礼致之, 派往各地担任检查 。内务部介绍美籍医生杨怀德莅晋, 被聘为 防疫总顾问, 授

以医务全权, 领中外医员, 以树设施上之模范 。∋ 根据统计, 参加防疫工作的中外医生及看护

员共有67名, 其中有 36个医士 (包括一名医学博士) 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

典。( 他们分别派往代县、宁武、偏寨、五关等各防线所经之县, ) 构成防疫的主要技术力量。

这批西医在各冲要路口承担起检疫的重任。 沿边各口凡属北来行旅, 须经医士诊断色脉形

象, 确无疫症者收入留验所, 其有身体不甚康健稍涉疑似者, 则送入隔离所 。 于车辆初到时,

查明系来自疫地或从疫地经过者, 立时由医官消毒, 指派警士交由检疫所留验 。∗

担任防疫工作的西医还活跃于各疫点村镇。如2月 2日, 崞县知事向阎锡山报告: 轩岗镇天

主堂长带领该区疫村人至镇, 为村兵所阻, 彼时叶、魏二大夫正在该镇检查, 声言须请示上宪

惩办 , 又报叶、魏二大夫已到宽滩、神山堡等村检查, 据称宽滩似可无虑, 神山须一星期后

才能扑灭 。+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编所载第五类文件为 #报告∃, 其中第一项为 #西医报

告∃, 记载有从 1月 24日至 3月 30日驻扎各地之西医关于疫情的报告。总之, 在山西省的防疫

工作中, 西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行政组织方面, 省一级的防疫机构有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省防疫总局和晋北防疫事务

所。阎锡山任督军兼省长, 因此, 督军公署防疫办公处和省防疫总局, 其实都在阎一人领导之

下。各种机构的设置与功能相当繁杂, 兹不赘述。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编收入的大量电报可以证明大疫期间政府行政的严格与效率。例

如, 1月 28日, 阎锡山电保德知事: 原平镇早已严加防堵, 李世方、李世荣等何以得此疫症,

系由何处染来, 应速查覆。 , 2月 1日, 阎锡山电应县知事: 据调查报告, 该县东关及贾寨、

黄尾子、剪子铺等处, 瘟疫甚烈, 剪子铺死八九人, 即弃尸野外, 黄尾子死一人, 亦四五日无

人掩埋等语, 此事关系多数生命, 该知事何竟毫不过问, 以致传染日烈, 实属玩视民命, 著先

记大过二次, 仰即派警迅将疫尸消毒深埋, 毋再疏忽, 致干严办。 − 从类似电报中还可知,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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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19、28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06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 页。

这一统计是不完全的, 从下文可知, 至少汾州医院的万德生 ( Per cy T . Watson) 与他的两个王姓同事

均参加过此次防疫。汾州医院是山西最早的西医院, 根据万德生的陈述, 推测其所属员工中的相当部

分可能参与此次防疫。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82 187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47 148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102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52 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3 编, 第 54 55 页。何以 记大过二次 , 不解。原文如此, 照录。



县曾知事宝豫办理不力, 被 撤任示儆 。处理决定通报国务院、陆军部、外交部、内务部和交

通部。∀ 右玉县知事因未及时报告疫情, 被记过一次。% 大同镇道警佐沈寿飏 有溺职守 , 阎

饬令警务处 撤差惩戒 。∋

防疫中最严重的疏漏莫过于分水岭事件。腊月二十三四日, 有受雇于省北疫区的脚夫张学

儿, 从祁县前往沁县购米, 回程时路经武乡分水岭一客店, 将疫情传开。阎锡山为此给清徐、

太谷、平定、祁县、沁县、定襄、浑源、宁武、长子、屯留、长治、辽县、榆社等 13县知事拍

发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文, 通告武乡县知事被撤职一事, 并令其在新任知事未到任之前, 仍应振

作精神, 迅速图功。如再因循, 定即拿解来省严予惩办 。( 不仅如此, 2月 18日, 还有一份电

报拍给忻县警佐, 电文称: 据报该县东区之董村警察分所私放商旅通过。本署派员李海清在石

槽卡曾见有北来脚夫持有该分所图记等情, 仰速查禁, 并切究该分所有无通贿之弊。 ) 总而言

之, 由于阎锡山深知防疫过程中的任何失误, 导致的结果可能都是毁灭性的。1918年的山西防

疫, 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发挥到极致。

! ! 3. 民众动员

阎锡山在通令全省遮断交通的同时, 先后撰白话电示数条, 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

室各办法, 严切执行, 并聘请各国医生、牧师、教士分投帮助, 派委宣讲多员, 乘机利导, 其

注重之点, 在使人自防卫, 家自引避, 村自隔绝。忍一时之痛苦, 保万姓之安全 。∗ 1月 21

日, 阎锡山致全省文武长官, 详细告知肺鼠疫流行机理。整个电文不足 500 字, 却详细阐明肺

鼠疫之传染途径和潜伏期, 病人如何使用口罩, 污物如何处理, 病死之人的住房如何消毒, 病

人、病家和疫村如何隔离等。+ 在肺鼠疫流行病学的知识普及方面, 山西省各级官员与普通民众

一样, 也需要启蒙。

山西省防疫总局专设防疫讲习所, 并于各县专设防疫宣讲员, 组织防疫会, 并 刊布白话

布告多种, 电饬各知事随时晓谕 。, 在一些地方, 宣讲员深入村庄进行宣讲。在五寨县, 宣讲

长于三十一日抵县, 派六区团长联传村长五十余人齐集城内听讲后, 即令回村宣讲 −。省级宣

讲员冠以 宣讲长 之头衔, 而各村村长成为事实上的 宣讲员 。

政府还采取分发文告, 即散发传单的方式, 向民众普及肺鼠疫流行及预防之知识。1 月 28

日, 阎锡山给防疫前线的县知事、县佐和警佐的一份电报, 指出迅速将防疫文告张贴至村庄的

重要性。 另外, 特谕村长副, 两单各印二十余万张, 遍寄乡村。据委员调查报告, 各村庄自

行防范之严, 得力于印刷物者居多 。 

这 40万份传单是通过以下一些途径下发给村庄百姓的。1月 31日, 阎锡山致电驻扎在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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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的马旅长: 井坪疫势蔓延, 仰速电朔县, 速将本署警告人民须知分送各村, 使人人笃信遵行

为要。 ∀ 2月 14日, 阎锡山通电雁门道属各知事暨岢岚等 16县知事: 现因防疫吃紧, 业经邮

发六言布告, 晓谕人民。各知事于收到后, 速行分散各村镇, 责成村长副及首事人等切实与人

民讲解明白, 以期由信生畏, 各知自防, 以补官力之不及, 仍将分散地方报查。 % 通过分级宣

讲, 通过传单发放, 民众动员的目的基本达到。以此为基础, 阎锡山可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实

施隔离。∋

上述各种事实证明, 1918年初山西防疫的展开, 是中央政府与山西阎锡山政府通力合作的

结果。以此角度观察, 这一年山西的肺鼠疫防治, 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

二、疫后之疫

! ! 1. 是鼠疫还是禽流感

虽然在1918年初发生肺鼠疫流行的 28个疫县中, 没有兴县和临县, 却不能说兴县和临县不

是疫区。1919年 1月 26日, #申报∃ 刊载内务部前一天所接阎锡山拍来的电报, 电文云:

内务部鉴, 寒电诵悉。自本月九日后, 迭据临县知事先后电称, 薛家村附近之香草焉

高恒成家疫死者四口, 水草沟高尔成家男女疫死者九口, 薛家村薛仲由家疫死者三口, 薛

毕广家疫死夫妇二口..嗣后据电称, 近来严加防御, 据查各村现在染疫者, 仅有数人

..此外尚无染疫病人发见。约数日内可期肃清。(

限于篇幅, 上文未能全引 #申报∃ 全文。在 #申报∃ 全文中出现的村名有薛家村、香草焉、

水草沟、崇条岭、王家坪、乔家坪等六村。在1962年的调查中, 只有王家坪证实于 1918年秋天

流行过鼠疫。(大) 乔家坪鼠疫的流行, 发生于 1929年。) 在现代山西地图集中, 可以查到香草

焉、丛条塄、薛家焉等三个地名, 丛条塄 可能为 崇条岭 之音转, 薛家焉 可能为 薛

家村 。∗ 据此可以确定这一片村庄的大致范围, 位于临县西部离黄河大约 10公里处。电文接着

说:

再者, 此次疫症仅限于县属西隅王家坪等七村, 其余各处并无传染等语。查该县自疫

症发生以来, 计已疫死七十人。前派汾阳医士王家全、王兴赴临检验, 尚未能确实认为肺

疫, 已于十六日加派西医万德生前往检查。

时任汾阳 (州) 医院院长的美国医生万德生亲赴临县, 事后撰写了一份有关防疫工作的报

告, 详述见闻。+ 万德生报告了王家坪村一个王姓家庭 (族) 共 30个成员的死亡情况, 此不赘

引。万德生还报告, 通过亲戚探病, 掩埋死尸, 其他村庄的中医前来看病等三条途径, 王家坪

的疫情传染给其他村庄。并且, 所有这些死亡者都被认为具有肺鼠疫的临床特征。具体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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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 #申报∃ 同日同版引西文 #大陆报∃ 在汾阳的通讯员称:

盖临县知事曾呈报太原, 谓距黄河东十五英里山上数村, 有传染症, 患者辄吐血, 已

死多人..万德生医士接电后, 即派去年偕往治疫之员二三人, 前赴疫地。日昨派出员报

称, 临县疫症患者, 吐黄沫与血, 察其症状, 颇与去年肺炎疫相似。

然而, 到达临县后, 万德生等对一例死亡患者的肺部病理切片进行显微检查, 却未发现鼠

疫菌。1918年春天山西肺鼠疫疫区距离临县最近的也有 4 天的路程, 疫情不可能传入。于是,

万德生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解释。1918年, 世界范围内的 西班牙流感 (即禽流感) 肆虐,

导致 2000万以上人口死亡。万德生认为 1918年 10 11月, 禽流感曾经掠过这一区域, 临县发

生的疫情, 有可能是禽流感。

万德生认为, 从临床症状上看, 禽流感与肺鼠疫极其相似。禽流感是致命的, 很少有人染

疫后能活过三天。许多人在染疫后的两天或更短的时间里死亡。对禽流感病亡者的尸检与对蒙

古地区肺鼠疫死亡者的尸检有许多相同之处。黄色的咳痰和血浆也与临县疫情中的一些案例相

同。医学文献已经报道了禽流感和肺鼠疫的病理学发现的相似性。不过, 临县的疫情究竟是什

么? 是肺鼠疫还是禽流感? 万德生医生还是拿不定主意。

在 1962年的调查中, 调查员已经注意到这次疫情中王家坪、乔家沟 (应是前文报道中所说

的 乔家坪 )、贺家窊、圪旦上 4个村庄疫死人口 92人。圪旦上和乔家沟均与王家坪为邻。贺

家窊不见标识, 应是村庄较小的缘故。另外, 1919 1920年, 王家坪所属雷家碛公社 (乡) 下

辖之张扬沟、西沟和新化 3村共疫死人口 112人, 说明王家坪一带是 1918 1920 年临县疫情之

中心。这一点, 与上引 1919年临县知事发给阎锡山的电报是一致的。

伍连德 1929年报道, 1918年秋天临县刘家山发生腺鼠疫患者 30人, 王家坪及另外 9 村发

生 91人, 病型不明。1919年, 疫情传至兴县白家山, 病型仍然不明。∀ 1962年, 山西省卫生厅

组织调查, 1918年在临县的刘家山等 10 村病死 181 人, 兴县刘家峁村有鼠疫流行, 死亡 8

人。% 关于疫情的性质, 山西省卫生厅的调查员认为 1918年秋天临县的病例证明是腺鼠型; 该

县青凉寺公社大石级的患者发生在 10 月份, 距本年肺疫在山西的流行时间 ( 1 3 月份) 相当

久, 且经过一个夏季。所以, 1918年临县人间鼠疫的开始发生, 与本年发源于内蒙西部的肺疫

流行没有明显的关系 。∋

1962年所调查的 97个疫村次中, 有流行时间记载的为 42村次。 开始流行时间最早在旧历

六月份, 流行停止时间最晚在旧历十月份 。王家坪村的疫情开始于 1918年12月12日, 结束于

次年 1月 25日, 最大的可能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的肺鼠疫。万德生称, 他们 在临县疫区的 14

天中, 没有找到腺鼠疫之痕迹。鼠中也未发现任何其他疾病 。这一点并不感到奇怪, 如果说旧

历十月腺鼠疫流行已经结束, 两个月以后如何找到痕迹? 1962 1974年, 山西的鼠疫防治工作

者一直在努力进行鼠疫疫源地调查, 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 然他们相信历史时期临县一带曾经

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 2004年 7月笔者在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 (即原省卫生防疫站)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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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坚持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只不过, 对于这一疫源地消失的原因, 仍不知详。

! ! 2. 西医和中医的实践

1918年春天山西疫情刚刚平息, 秋天临县疫情又起, 冬天疫情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现

在的疑问是, 作为山西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的阎锡山为何不能再次进行全民动员, 扑灭临县疫

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 即使临县的疫情不是肺鼠疫, 不是腺鼠疫, 而是禽流感, 政府也有

迅速扑灭疫情, 保障人民生命之安全之责任。

根据上引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 可知阎氏知晓临县的疫情, 仍督饬该县加意严防, 以期

完全扑灭 。而据同日 #申报∃ 引 #字林西报∃: 内务部接山西消息, 据谓临县曾发生疫症, 共

死七十人。当即隔断交通, 染疫者迄今只有七村。自一月十七日起, 未有死于疫者。疫势有肃

清之望。 疫情没有蔓延。又引 #大陆报∃: 太原警厅长于一月前印就公函, 分致各城村, 告以

疫症复作之危险, 并示以辨别疫症, 防其蔓延之方法。此种举动颇有效力, 故山村一见疫症之

发作, 即呈报知事, 而知事即据以转报省长焉。 万德生的报告与此不同, 他说: 虽然第一例

死亡发生于 1918年 12月 12日, 但直到 1919年 1月 5日疫情并未上报。 及时上报疫情是 1918

年山西肺鼠疫防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年冬天, 临县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根据 1962年的调查, 从 1918 1932年, 临县几乎年年有鼠疫疫情发生, 兴县则延至 1939

年。在临县, 1924年和 1931年的疫情最重。1919年秋天和 1924年秋天的临县疫情留下了相当

详细的报告, 值得讨论。

1919年 10月 3日, 临县胡知事向省长阎锡山报告如下:

本月漾日下午三时, 据第四区长郝乾昭报告, 西区距城八十里之张家沟、山庄头两村,

有时症发生。立派警前往视察, 据该警等回报, 张家沟已死男女三十人, 山庄头已死男女

二十人, 尚有病者十口。据称病初起, 头痛渴睡, 有发热者, 有患寒者, 有头肿者, 有腋

下或胯下生一硬核者, 三四日即死, 流行甚速。又称西沟村亦有此病。除派警佐带警前往

依法防治外, 谨先电问。∀

从上述患者临床症状看, 临县发生的疫情为腺鼠疫无疑。据 1962年调查, 西沟村疫死 85

人, 且不见张家沟和山庄头两村。或村名有变, 或张家沟和山庄头属于西沟一部分, 与前述王

家坪村属同一区域。同一资料记载, 兼省长接电后, 甚为忧虑, 立即饬知中医改进会照该知事

呈报情形, 妥拟治疗方法 。中医改进研究会立即判断是疫为 疙瘩瘟 , 头肿者为 大头瘟 ,

并订出相应药方。同一消息及药方于两日后在 #山西日报 &星期附刊∃ 上再度刊登, 从此不见

下文。

万德生也再次进入疫区。10 月 17 日, 在疫区兔坂村工作的万德生报告当地 9 个村庄共有

220人死于腺鼠疫。至他撰稿时为止, 每日大约有 3人死亡。如果得不到控制, 随着冬天的来

临, 腺鼠疫有转为肺鼠疫的危险。% 至此时, 他已经确定临县的疫情为鼠疫。

另外一份文献也详细记载了 1924年几名中医和西医前往临县防治疫情的经过。是年 10月新

家峁等村发生疫症, 死亡 500 余人。中医改进研究会 以疫势如此险恶, 蔓延如此迅速, 一面

按照急性险疫疗方, 具覆省署转示该县, 一面选派中医薛复初、赵儒珍、西医安增寿, 即日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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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药物前往该县, 尽心疗治, 筹划预防善后各方法。 ∀ 在 1918年参与防疫的西医名单中, 有医

生名安寿增, 省籍为直隶, % 疑与 1924年派往临县之 安增寿 为同一人。#医学杂志∃ 同期还

刊登赵儒珍所撰 #临县防疫记∃, 赵氏称: 本年阴历九月九日医士等奉省长委派, 往该县防疫,

比至该县, 业已死亡五百余名。 ∋ 与 1919年的情况相同, 似乎阎锡山相信中医具有防治腺鼠疫

的能力。

1924年鼠疫血清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根据赴临县医生之报告, 鼠疫血清是向汾阳外国医

院借得的, 共 110余瓶。三位医生从临县县城赶往疫区之前, 均注射了鼠疫血清, 以至于路上

药性发作, 头痛发热 。( 1918年肺鼠疫流行时山阴县某中医死于非命。) 1919 年, 万德生报

告也提及有中医死亡。1924年的情况大不相同, 防疫医生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

山西中医对于鼠疫的观点也有了变化。例如, 赵儒珍所撰 #临县防疫记∃ 就接受了西医有

关鼠疫病因的解释。他说: 其传染情形为由最接近病人者, 以渐扩充, 受传染后, 多数淋巴腺

肿胀化脓, 鉴别诊断, 知为腺肿鼠疫, 而媒介体则为蚤虱蚊蝇之类。 ∗ 中医赵儒珍会用西文标

识病名, 也知道腺鼠疫通过蚤类传播, 显然是中医向西医学习的成果。不过, 将蚤虱及蚊蝇之

类也当作腺鼠疫之传播媒介, 则是他的想当然。

与赵儒珍的观点不同, 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报告完全站在中医的立场解释鼠疫。#防治临县疫

症记∃ 称: 鼠疫流行的起因主要是 今岁春夏亢旱, 热度过高, 热毒内伏, 秋深始发, 此关乎

天时者也。该县四区, 前岁曾发生鼠疫, 其根潜伏未尽, 铲除此关乎地气者也 。早在 1894年,

医学界已经证明, 导致鼠疫流行的是鼠疫杆菌。此次赴临防治鼠疫的医生从岔沟村一名苏姓病

人体内也检出鼠疫杆菌。这一切, 与 气 无关。+

根据以上两份报告, 在临县鼠疫防治制度方面, 可以知道以下事实并提出相关疑问:

其一, 在省派医士未到达之前, 临县知事指挥警佐, 对疫区实行隔离。不过, 10月 16日抵

达临县的医生向学会报告时, 临县全县疫区多达 27村, 死亡人口多达 500余人。仅从此数, 亦

可知在省城医生抵达临县之前, 该县不存在有组织的、规模性的、有效率的防疫。

其二, 赵儒珍医生称: 病源虽已明了, 而处治之方殊无把握, 惟有注意隔离及消毒、清洁

等法。 不仅如此, 赴临医生还重申 1918年阎锡山所定之隔离原则: 宁牺牲一人, 不能牺牲一

家, 宁牺牲一家, 不能牺牲一村。 在他们赴临十余天后, 由于采取的隔离措施有效, 疫势渐

就扑灭 。不过, 如上文所揭, 1924年临县疫死人口多达 959人, 有 400余人是在省城医生抵临

后死亡的。疫情似乎没有得到如此快速而有效的控制。另一种可能则是, 在省城医生赴临之前,

临县疫死人口已经不止 500余人, 而是更多。

其三, 血清注射为主要的治疗方法。赴临医生在写给研究会理事长的信中陈述: 其法于现

病者每人注射一瓶, 三日后观其效力若何, 病若不退, 再续行注射。预防者每人注射半瓶或一

&185&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

∀

%

∋
(

)
∗

+

中医改进研究会: #防治临县疫症记∃ , #医学杂志∃ 第 22 期 #报告门∃, 1924 年, 第 65 页。第 66 页

本年十一月下浣中医改进研究会识 透露此文的真实作者, 又提及赵儒珍撰有另一报告。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2 编, 第 184 页。

赵儒珍: #临县防疫记∃ , #医学杂志∃ 第 22 期 #报告门∃ , 第 81页。

中医改进研究会: #防治临县疫症记∃ , #医学杂志∃ 第 22 期 #报告门∃, 第 66、70 71页。

王承基编 #山西省疫事报告书∃ 第 1 编, 第 18 页。

赵儒珍: #临县防疫记∃ , #医学杂志∃ 第 22 期 #报告门∃, 第 81 页。对于该文作者的判断亦可见本文

结尾处之署名。

中医改进研究会: #防治临县疫症记∃ , #医学杂志∃ 第 22 期 #报告门∃, 第 65、71页。



瓶三分之一, 先注射现病者, 次注射疫死病人之家属, 最后注射现有疫症之村人。 ∀

现无资料揭示 1924年的抗鼠疫血清对于腺鼠疫病人的治愈率。医生只是报告说: 所幸刻

下疫症范围极小, 注射而外, 加以严厉隔离, 或可消灭净尽矣。 赵儒珍在其报告之最后指出另

一种疗法: 于此经过之中, 获一较好疗法, 即刺破化脓之腺肿, 内服清解之药剂, 藉以活人不

少。此可以供医学界之研究者也。 完全未提及抗病毒血清之治疗方法及功效。

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所撰报告中, 有关于治疗鼠疫的详细中药配方, 所用多为中医清热解毒

之药物, 如连翘、黄芩、桔梗、陈皮、银花、柴胡、甘草、生石膏、滑石之类。这类在中医看

来能够 清火泻毒 的药物, 尚不能证明可以杀灭人体内的鼠疫杆菌。另外, 在 西医治法 

和 中医治法 中, 都有关于划开疙瘩, 病者立愈的陈述。这一治疗方法得不到现代医学的证

明, 存疑。

1929年 9月 27日, #山西日报∃ 第 6版有关于兴县罗峪口及临县第四区的疫情报道, 并涉

及稷山县。不过, 稷山县患者临床症状只是 腹痛头晕, 直吐不止, 二三日即死 , 疑为霍乱。

有关罗峪口的报道, 因文字漫漶, 无法识读, 但残缺文中留有 血 和 疙瘩 二词, 可以断

定为腺鼠疫。1962年的调查也证明这一点。临县疫村为修化村, 在 1962 年的调查中, 写作新化

村。这些报道之后, 并未见后续报道。只是在临县 幸未蔓延他处, 现已完全扑灭 ; 在兴县,

情形甚属可畏, 该县县政府, 虽力事预防, 而迄无少减云 。鼠疫防治, 完全成为两县的地方

病防治。

从上文可以看出, 从 1918 年以后, 阎锡山政府对于境内鼠疫防治的关注, 日减一日: 从

1918年的全民防疫, 演变至 1919年和 1924年的有限关注, 至 1929年, 几乎完全成为县级政府

的地方事务。本文的问题是, 同样是山西鼠疫的流行, 何以在 1918年秋天以后, 不再是 国家

的公共卫生 , 却转化成为 地方的公共卫生 ?

三、传染病: 从国家到地方

临县和兴县位于山西省之西部, 西隔黄河与陕西省的榆林地区相望。两县境内海拔多在

1200米以上, 东部的吕梁山海拔较高, 不少山峰海拔高度达到 1600 1800米, 造成东西方向的

交通阻隔。时人称临县 距省五百余里, 万山丛杂, 交通极感困难 。% 在上引文献中, 万德生

告诉我们:

尽管临县位于太原府西北部不远, 但这个区域相当封闭, 必须通过太原府西南的汾阳

府转至临县, 从汾阳府至临县的 80英里道路最好。从一年前发生肺鼠疫山西北部最近的疫

区到达临县, 大约要化四天的时间。该县无商路与外县相通, 与外部世界几乎无甚交流,

也不需要购买燃料或其他生活日用品。

尽管从汾阳城至临县的道路最好, 但是, 万德生一行一路走来, 还是花了五天时间。从地理的

角度看, 临、兴两县地表多为黄土覆盖。因长期受到流水侵蚀, 地貌破碎, 部分地区形成梁、

峁状地形, 县内交通极其不便。根据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有关专家的提示, 笔者注意到临县和

兴县的疫村均分布于两县之西部。∋ 如在临县, 民国时期所有的鼠疫疫村, 均分布在湫水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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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河东绝无疫村的存在。细究之, 在临县, 黄河自西北向东南流, 县内各大小河流自东北向

西南流, 河流切割造成地形的阻隔, 县内东西路交通极为不便。兴县的情况与临县相似。准确

地说, 两县鼠疫只是两县西部地区的地方病, 从未传播至两县东部地区。

既然临县、兴县的腺鼠疫只是两县的地方病, 对于山西省政府而言, 也就不用全民动员,

进行大规模的防疫。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既然临县、兴县的疫情对山西其他地区都未造成威胁,

管他何干? 1918年山西肺鼠疫之防疫与疫后之腺鼠疫之防治之所以呈现如此大的差异, 关键就

在于此。

吕梁山造成临县、兴县与山西东部各县交通的阻隔, 但由北自南流径兴县、临县的黄河,

却为两县与外界的交通, 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在临县, 湫水河流入黄河的碛口镇, 也因此而成

为该地区的交通要道。1918年防疫中的两道防线均以此为终点, 即可证明这一渡口的重要性。

1928年, 流行于临、兴两县的鼠疫渡过黄河, 西传至陕西, 最终在陕西引发了一场大灾难。∀

据陕西省卫生防疫站 1966年调查, 1931 年横山、米脂、子洲、葭 (佳) 县、绥德、定边、

吴旗、子长、清涧、靖边、榆林、安塞、吴堡等 13 县流行鼠疫, 共死亡 9648人。疫情相当严

重。鼠疫疫型主要是腺鼠疫, 到秋天, 有转为肺鼠疫的倾向。%

1931年参加山陕防疫工作的陆滌寰医生引用一份地方防疫会提交的各县疫死人数报告, 加

总结果与 1966年的调查相近。不知何故, 陆滌寰却不相信这份报告。他不仅认为疫死人口远远

多于报告人数, 且相当主观地估计疫死人口在两万以上。∋ 除此之外, 有调查者称, 由西安所

得之情报, 谓死亡达五十万人之多 。叶墨 ( Jet tmar) 和万德生估计, 其死亡者约在十万至二

十万之间 。( 这一以后证明为错误的数据, 影响巨大。当时, 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迅速展开鼠疫

防治。)

1931年 11月 1日, 国民政府内政部在临县碛口镇设立山陕防疫事务总处, 分医务、总务、

秘书、调查四股, 以万德生任主任, 并派有西医若干, 指导山陕防疫。∗ 陆滌寰医生于 11月 12

日抵达疫区。

据陆滌寰报告, 20余名防疫医生由各地派遣而来, 地方政府亦派有医生, 从事防疫和联络

工作。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防疫机关外, 山西省和陕西省分别设有防疫机构, 各县也设有防疫

局。很显然, 与 1918年初的情形相同, 1931年的山陕防疫显然属于国家的公共卫生。

由于资料缺乏, 关于此次防疫的具体过程, 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抗鼠疫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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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山陕发生鼠疫∃ , #中华医学杂志∃ 第 18 卷第 1 期, 1932 年。对此, 也有不同的观点, 如伍连

德认为, 山西和陕西的鼠疫可能来自陕西北部内蒙古境内的鄂尔多斯。见伍连德等合编 #鼠疫概论∃,
卫生署海港检疫处上海海港检疫所, 1937 年, 第 30 33 页。有调查称, 陕西靖边的鼠疫始于 1917 年,

是年大旱, 粮食缺乏, 当地居民拾死鼠充饥。见 #中国鼠疫流行史∃ (上册) , 第 572 页。又据陕西省

卫生部门 1959 年的调查, 1929 年冬, 因气候寒冷, 黄河封冻后曾见大批老鼠自山西浸入陕西佳县, 次

年佳县发现大批鼠死亡, 3 月间即开始人间鼠疫流行。见 #陕西省鼠疫调查防治情况∃, 陕西省卫生防
疫站科技资料, A1704。1931年米脂县的疫情因当地居民从山西运回鼠疫患者尸体所引起。见 #中国
鼠疫流行史∃ (上册) , 第 572 页。

#中国鼠疫流行史∃ (上册) , 第 567 页。

陆滌寰: #一九三一年山西、陕西两省 流行  ! ∀ # 就∃ ∃ , #满洲医学杂志∃ 第 18 卷第 2

号, 昭和 8 年 ( 1931 年) , 第 249 264页。

姚寻源: #西北卫生事业报告∃ , #中华医学杂志∃ 第 21 卷第 10 期, 1935 年, 第 1132页。

#申报∃ 1931 年 10 月 18 日,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第 287 本, 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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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普遍应用的 1924 1931年, 对于鼠疫的防治应该较以前更有效率。只不过, 山西省政府已经

失去 1918年的防疫热情, 1918年的全民防疫不复重现。

或有人言, 1924年秋天, 正值阎锡山介入直奉战争, 无暇他顾; 1931 年, 阎锡山在中原大

战中败北, 处于隐居状态。两次战争有可能是导致阎锡山无力防疫的重要原因。笔者之所以不

同意这一观点, 是因为从 1918 1939年, 临县、兴县的鼠疫疫情就没有停歇。据上引资料所引

1962年的调查, 临县 1927年疫死 760人, 1928年 315 人, 1930 年 318人, 1932年 650人。兴

县 1926年疫死 215人, 1928年 289人, 1929年 532人, 1932年 518人。就每县疫死人口而言,

大都超过 1918年初的水平。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省政府在防疫工作中的不作为, 反映的是防

疫观念的改变。

根据流行病学的分类, 鼠疫属于与天花、霍乱并列和三大烈性传染病, 其疫情的发生, 在

任何情况下, 都会被视作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威胁。与传统时代相比, 近代政府具有更为

强大的动员能力, 可以调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军事、行政以及其他社会资源, 迅速扑

灭疫情。从这个意义上讲, 烈性传染病的防疫从来就是 国家的公共卫生 。当一个地方的疫情

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 并不扩散也不构成对于其他地区人民生命安全的威胁, 那么, 此类

疫情所涉仅仅是 地方的公共卫生 。虽然国家由一个个地方所构成, 但单一的地方本身不等于

国家。除非当地方性的危机突破地理的藩篱, 形成为跨地方的危机, 或直接形成对于国家安全

的威胁时, 地方的公共卫生 才有可能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 转化为 国家的公共卫生 。

在本案中, 临县境内的黄河和湫水河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扩大点说, 则是黄河

和吕梁山共同构筑了地方与国家的边界。上引 #申报∃ 载阎锡山给内务部的电文中就有这样的

句子: 复据沿河营县报称, 专员赴陕调查, 亦无肺病传染, 似不至蔓延为患。 是将黄河作为

边界。#申报∃ 引 #大陆报∃ 之相关报道后, 又称: 按疫区距汾州、太谷、太原所在之平原,

相去仅三日路程, 故此间教会已行预防方法, 军警亦设法防疫。 已经感到吕梁山西侧的疫情对

于东侧平原的威胁。可见, 1918年秋天以后, 地方与国家 在黄河与吕梁山脉划定了彼此的界

线。1931年, 山陕防疫事务总处设于临县碛口 一个黄河边上的重要渡口 就是此前地方

与国家的象征性分界。

再将话题展开, 以山西省的情况看, 民众的个人卫生 是一个更加令人头痛的话题。赵儒

珍医生称临县人民, 民贫而浊, 惯性不易改除 。具体的描述如下:

临县地处四山之间, 土瘠民贫, 谋生不易, 就中以西山一带, 尤为艰困, 人民穴山以

居, 终年日光不能射入屋内, 一家数口, 恒住一窑, 且有将牲畜鸡豚亦并养于住窑之内,

秽气污浊, 不堪名状。米粟就地贮藏, 尤为蕃殖鼠类之一大原因, 是以数年之间, 该处屡

次发生瘟疫, 虽经派医防制, 终不能铲除净尽者, 良以此故。

陆滌寰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将临县一带居民的窑洞称为 穴居 。在他看来, 窑洞中的不卫

生, 以及谷物和其他食品在窑洞内的储藏, 极易吸引鼠的进入, 引起人鼠接触, 导致人间鼠疫

的发生。∀

1931年, 山西省各级公安局开展卫生调查, 其调查项目是街道、市场是否清洁, 河沟、水

井是否清洁, (不具资格的) 医师、医院如何取缔, 茶楼、酒馆如何检查, 妓院、戏场理发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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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管理, 卫生教育是否创办, 防疫事项有无设施, 适合卫生之工程有无计划等, 共 8 项。∀ 这一

工作不知是否与这一年国民政府的山陕防疫有关?

依据同书记载, 事件性的瘟疫流行与防治暂不讨论, 就常规情形而言, 在山西各县, 日常

的公共卫生只限于打扫街道, 建设厕所。日常的卫生防疫设备大多只备有石灰而已。如在吉县,

查职局仅备石灰一小尾, 以备使用之外再无设施 。所谓 职局 绝不是卫生局或防疫局, 可

能是公安局。

另一资料简单地记载山西防疫机构是疫来则设, 疫停则撤。如太原, 该县于 1932年秋季

因发生虎疫曾疫立防疫局一处, 后以疫势扑灭经停办 。如新绛, 同年秋间 因发生虎疫, 临

时召集士绅、医士组织防疫局, 现已撤销 。% 所谓 虎疫 , 是霍乱之译称。以临时性的机构来

组织对于预防烈性传染病的防疫工作, 实际上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仔细研究这两段资料还可以发现, 几乎所有措施, 都是针对城市或市镇的。在 1930年代的

山西, 政府尚无力在农村推动卫生运动。1918 年初, 阎锡山政府曾经制定通过公众场所、家室

与个人的清洁、消毒来抑制疫病的 清洁及消毒法 , 只具应急的性质。也就是说, 近代政府可

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 甚至暂时建立某种制度, 但却无法改变老百姓的

基本生活状况, 无法改变 民贫而浊 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按照现代公共卫生理论, 拥挤

的居住空间, 光照不良, 通风不畅, 住房兼做贮藏, 人与动物共居一室, 都在为各种传染病的

流行创造着条件。 民贫而浊 使得 民众的个人卫生 不可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地方

的公共卫生 只不过是个人卫生的常态展现, 国家的公共卫生 则是个人卫生的危机展现。民

众生活的不卫生, 既挑战 地方的公共卫生 , 也挑战 国家的公共卫生 。由于 民贫而浊 

是人民的生活常态, 不可能构成公共卫生的 事件史 , 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重大疫情

的经常性爆发与国家动员机制下的 国家的公共卫生 ,也就成为那个时代公共卫生的显著特征。

四、余 ! ! 论

按照现代公共卫生学的定义, 公共卫生是 社会有组织的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

的科学和艺术 。既然是 有组织的 活动, 也就是政府的活动。在公共卫生领域, 政府扮演着

主导角色。

在传统时代, 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1910年, 满洲里肺鼠疫爆发流行, 清政府

指派从英国留学归来的伍连德博士赴东北防疫, 迅速扑灭疫情。1911年 4月, 清政府召开 万

国鼠疫研究会 , 即今天所谓 鼠疫防治国际学术讨论会 。与会代表中有来自英、美、俄、日、

德等 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共35位。伍连德任大会主席, 并被后人誉为 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 。

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考虑, 1910年的东北防疫, 可以视作中国政府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标志

性事件。

1917年绥远疫起, 北洋政府在内务部设立防疫委员会, 在各省成立防疫专门机关, 制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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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法规, 划定区域防疫, 以及推行科学的防疫方法等 ∀ , 都可以证明以防疫为主的公共卫生已经

成为中国政府的基本职能。烈性传染病流行带来 公共卫生灾难 构成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

因此, 正如 1918年阎锡山所理解的, 卫生防疫也就成了一场保卫家园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

移, 公共卫生内容逐渐增加。从 1940年代开始, 政府介入地方病防治, 1950年代以后, 爱国卫

生运动和全民健康构成公共卫生的主要内容。将这一过程看作一个连续的历史演变, 不难理解

1918年的山西防疫及疫后之疫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地位。

1918年的山西防疫, 是地方政府为主导的,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合作开展的对于烈性传染

病的全面防御。1918年秋天以后的山西疫情, 是烈性传染病的地方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

一种地方病。人们对于疫情的关心, 有时并不是对于疫情本身的关心, 而是对于疫情流行边界

的关心。这样, 某些特定的河流与山脉便成为划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责任的边界所在, 也就

成为地方与国家的边界所在。这样一来, 公共卫生也就演变为 地方的公共卫生 和 国家的

公共卫生 。直到 1928年以后, 疫情越过黄河, 并于 1931 年在陕北酿成大灾, 中央政府才强行

介入。由此可见, 1918 1931年的山西鼠疫防治过程, 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

立、交织、转化的过程。

在 1920年代以前, 内蒙、东北乃至满洲里以北的俄罗斯境内, 到处聚集着来自山西、河北

和山东等地的人流。他们从事农业垦殖、捕猎、砍伐、开矿、贸易和其他生产或经营活动。

1910年和 1918年, 东北疫情和山西疫情起时, 都在农历岁末。按照传统习俗返乡的人潮汹涌,

铁路交通使得人口的流动更加快捷, 疫情传播更快。面临危机, 两个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作出了

迅速且有力的反应。临县、兴县的人口稀少, 交通不便, 居住于山区的当地居民甚少与外界交

往, 疫情传播缓慢。与此相应, 中央政府仅表达了有限的关注, 而地方政府的反应也相当迟缓,

处置不力。对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同一疫情, 政府采取不同的因应之策, 是可以理解的。随

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交通条件的改进, 流动人口更多, 流动速度更快, 地方的公共卫生 不再

存在, 传染病 尤其是烈性传染病 从一开始就是 国家的公共卫生 。

本文最后还想指出,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 中国近百年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的过

程, 体现的是现代国家权力不断扩展, 直至民众完全融入国家体制的过程。只不过, 这一点将

是另外一篇论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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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 n Chinese w riters, no t only because it r epresents a modernity tha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e Chinese t radit ional values, but because it pro vides an oppo rtunity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join w or ld literature. Then, by w hat channel and in w hat manner did humanism as a Western

cultural t radit ion find its w ay into China and have an inf luence there? And how did the w riters of
the New Literature in China understand and use this Western t radition? Essent ial as they are,

these quest ions have drawn lit t le at tention f rom researchers. This paper ref lects anew on the
intellectual resources of May Fourth literature and concludes that M ay Fourth literatur e w as a

product o f local ideas that found a profound expression in Western realism.

( 15) A New Light on the Evolution of Sanqu Poetry in the Ming Dynasty Zhao Yishan & 168&

It is common practice to divide the evolution of sanqu poet ry in the M ing dynasty into an

earlier and a later stage, w ith the Jiajing reign as a w atershed. Some r esearchers further divide
the earlier stag e into tw o to form an earlier, a m iddle and a later stage. Both divisions are to o
sketchy to giv 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sanqu in the Ming dynasty. Based on a careful

study of the Ming dynasty sanqu w riters, both as individuals and as a g roup, as w ell as the
related socio cultural facto rs and thoughts and ideas of the t ime, the autho r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sanqu in the Ming dynasty into f iv e stages: the t ransitio nal stag e, the decline stag e, the
renaissance stage, the flourishing stage, and the post f lour ishing stag e. T 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division are presented, and the featur es of each stag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 16) Central and Local level Public Health as Seen in the 1918 Plague in Shanxi Province

Cao S huj i & 178&

Pneumonic plague broke out in Shanx i prov ince in the early 1918. The central g overnment

w orked tog ether w ith the Shanxi pr ovincial government in mobilizing the people, and soon put an
end to the epidem ic. That could be called nat ional level public health.  In the autumn of that

year , Bubonic plague broke out cont inuously in Linx ian and Xingx ian in Shanx i. How ever, the
central and the prov incial g overnments did litt le except show limited concern. T he burden of
fight ing the epidem ic fell almost solely on the county governments. T hat w as the public health

by the local gover nments.  The r iv ers and valleys that stopped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 ic
became a bo rderline separat ing the spher e of inf luence of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 overnments.

The f ight ag ainst the plague in Shanx i show ed the division, o verlapping and transformat ion of
pow er betw 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local g overnments.

( 17) Education and Societal Dislocation: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Rural
China L uo Zhi t ian & 191&

The abo lition of the civil ex aminat ions in 1905 produced a profound and far 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society. The public schools replaced the private educat ional sy stem that w as in place
in the rural areas. T his w eakened community part icipat ion in sponsoring and par ticipat ing in

education. The new public schoo l system sometimes r ejected childr en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This led to a decrease in the educated populat ion in the rur al areas and a g radual decline in the
literacy rate. The rural populat ion, on the other hand, w as not v ery receptive to the

know ledge that the new educat ion system of fered. Not taken ser iously in rur al communit ies,
its g raduates then tur ned to urban ar eas to seek career oppo rtunities. T he mentality of the rural

intellectual elite w as also chang ing . T hey g rew t ired o f the t radit ional w ay of life and even looked
down upon peasants. The w idening rur al urban gap actually v ict im ized both the educated youth
w ho w andered in cit ies, unable to f ind a place fo r themselv es, and the villages that were

abandoned by the edu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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