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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創刊號選粹 

中國大陸「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華文雜誌創刊號--《地震戰線》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地震戰線》，是國家地震局與《地震戰線》編輯部所編，科學出版

社在 1974 年 2 月 24 日出刊第一期。封面

鈐有「74 年 4 月 12 日」紅色長戳<目錄>

標示「總第一期」，封底版權頁標示「雙月

刊」。封面以綠色為底色，顯得相當地簡

潔。 

<致讀者>說：「《地震戰線》為國家地震局主辦的、反映我國地震工作的

綜合性刊物」，是「貫徹地震工作的方針、政策，報導地震預報科研成果，交

流地震工作經驗和普及地震知識」，讀者對象「主要為地震工作的各級幹部、

地震專業隊伍和具有一定文化程度業餘測報人員」。 

關於《地震戰線》創刊與發行，周玉鳳<《地震戰線》與地震預報知識的

普及>1的「創刊背景」說：「《地震戰線》創刊於 1967 年 5 月」，在大多數期刊

被迫停刊的情勢下，「《地震戰線》秉承著特殊的歷史使命誕生於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的校園」。 

對於「出版經過」，則記載：「地震發生後 2不久，為了交流經驗，現場工

作隊編輯並出版了《地震前線》的油印學術刊物。刊頭由王澤皋書寫，中間

                                                 
∗ 僑光科技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流通組組員 
1 見《中國科技史雜誌》第 33 卷第 1 期( 2012 年 3 月)，頁 47~55。 
2 指 1966 年 3 月 8 日凌晨，3 月 22 日下午及 1967 年 3 月 27 日先後三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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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主席像則是從報紙上複印下來，再用電烙鐵在三合板上製成凸版，套色

印製的。去過地震現場的大學生返校後，在北京又編輯出版了名為《地震戰

線》的油印刊物。1967 年 5 月 30 日，《地震戰線》創刊號與讀者見面。創辦

者為科大的學生組織『紅鷹戰鬥隊』」。「前 5 期全部為油印，封面也是另外印

刷再粘貼到刊物上，因此印刷品質不高」。「從第 6 期開始改為鉛印，並成立

了《地震戰線》編輯部負責刊物的出版工作。受眾群體從專業的地震預報研

究人員擴大到群測群防點的業餘測報人員。截至 1973 年第 5 期，《地震戰線》

共發行了 58 期，在這個階段該刊為內部刊物、不定期發行，但編輯出版逐步

規範、刊物內容逐漸豐富、發行面也逐步擴大。」接著敘述了從 1971 年，國

務院提出《關於出版工作座談會的報告》，逐步恢復和創辦一些期刊的事宜。

屬學術期刊中一些停刊的刊物，陸續復刊，也有新創辦的一些刊物。1974 年，

《地震戰線》開始以「雙月刊」的形式定期發行，並由「內部發行」改為由

「科學出版社」出版、國內公開發行。1981 年，《地震戰線》更名為《地震》。 

上述所載，瞭解館藏《地震戰線》是正式以「雙月刊」形式正式發行的

刊物，雖非「創刊號」，但可說是改版：從內部發行及不定期發行，轉為正式

出版及國內公開發行的「第一期」刊物，所以<目錄>標示「總第一期」，也可

知道它的珍貴性。 

誠如周玉鳳文章「內容概述」所分析的其中一點：「政治思想的宣傳」，

收錄「毛主席語錄」，「三大紀律八項注意」的詞、譜，及<社論>等。因而<堅

決貫徹毛主席的偉大戰略部署，廣泛深入開展批林批孔群眾運動--地震儀器廠

工人痛斥林彪宣揚孔孟之道陰謀復辟資本主義>的編者按語： 

按：在十大精神鼓舞下，一個規模壯闊的群眾性的批林批孔運動，

正在地震戰線廣泛深入地展開，形勢大好。 

當前的批林批孔運動，是把批林整風引向深入的關鏈，是上層建

築領域裡深入進行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鞏固和發展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復辟，具

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歷史意義。各地震工作部門的領導務必充

分重視這場鬪爭的重大政治意義，把批林批孔當作頭等大事來議，當

作頭等大事來抓。要深入發動群眾，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列寧主義、

毛澤東思想，認真學習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批林批孔的一系列指示，

聯繫當前地震戰線階級鬪爭的實際，把孔孟之道和林彪反革命修正主

義路線的極右實質批深批透。領導幹部要做出榜樣，帶頭學好、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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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基層，進行試點，訓練骨幹，抓好典型，總結經驗。要嚴格區

別和正確處理兩類不同性盾的矛盾，掌握鬪爭大方向。地震戰線上廣

大革命群眾，要積極參加這場運動，把批林批孔鬪爭進行到底。我們

相信，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領導下，在毛主席革命路線指引下，一

定會取得新的更大勝利。 

是如實地呈現當時的政治氛圍。 

一、「毛語錄」與「三大紀律八項注意」 

紀律是執行路線的保證，沒有紀律，

黨就無法率領群眾與軍隊進行勝利的鬪爭。 

我希望用三大紀律八項注意教育戰士，

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黨員和人民。 

二、目錄 

地震戰線  一九七四年 第一期(總第一期) 

目錄 

社論：貫徹十大精神深入批林▓▓(批孔)，

奪取地震戰線的新勝利……(1) 

堅決貫徹毛主席的偉大戰略部署，廣泛深

入開展批林批孔群眾運動……(3) 

歌曲：三大紀律八項注意……(封二) 

牢記黨的基本路線，堅持繼續革命……中

國科學院地球物理研究所一室第一小組(4) 

為革命當好一名地震業餘測報員--批判林彪一伙的「英雄創造歷史」的唯心史

觀……王文玉(6) 

學習唯物辯證論，總結爐霍大震的經驗教訓……四川省革命委員會地震辦公

室國家地震局成都地震大隊( 8 ) 

[群測群防工作經驗交流] 

加強黨的一元化領導，堅持專群結合的方向……國家地震局武漢地震大隊(10) 

[工農兵學員論洽文選] 

歷史地震震級的統計關係和烈度衰減規律……北京大學地球物理系工農兵學

員 劉家森(12) 

中國地震……李善邦(15) 

臨震現象與地震發光……馬宗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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爐霍大震的地震地質背景及地裂縫特徵……四川省革委會地震辦公室國家地

震局成都地震大隊(24) 

水氡正常動態的初步研究第一

部份：定性關係的初步探

討……北京市地震隊(29) 

DD-3 型地震導儀……(34) 

提高形變水準測量質量的幾點

體會……國家地震局蘭州

地震大隊地震測量隊(35) 

談談幾種簡易儀器排除干擾的

問題|……林榕克(36) 

可見記錄地震儀器講座： 

可見記錄短周期地震儀系

統……沈夢培(38) 

致讀者……(7) 

消息：太陽、月球與地球的新

動向……(40) 

彩色插頁：地震的發光現象 

三、致讀者 

《地震戰線》為國家地震局主辦的、反映我國地震工作的綜合性刊物。

它的任務是宣傳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以黨的基本路線為綱，進行思想和

政治路線方面的教育，貫徹地震工作的方針、政策，報導地震預報科研成果，

交流地震工作經驗和普及地震知識。讀者對象主要為地震工作的各級幹部、

地震專業隊伍和具有一定文化程度業餘測報人員。《地震戰線》報導以下幾個

方面的內容： 

1.學習和宣傳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開展階級鬪、生產鬪爭和科學實驗

的群眾運動，努力改造世界觀的經驗。 

2.以黨的基本路線為綱，貫徹執行地震工作方針、政策方面的經驗。 

3.以辯證唯物主義作指導，批判地震工作中的唯心論和形而上學的觀點。 

4.專群結合、土洋結合，做好監視、預報、研究工作的典型事例。 

5.短期預報方法和地震地質、物探、地殼形變測量等方面的科學技術成果

和工作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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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震專用測試儀器的研制、生產情況和成果。 

7 .防震和抗震工作經驗。 

8.思想和學術評論、書評和問題討論洽。 

9.國內外地震工作動態。 

10.地震知識。 

「我們的報紙也要靠大家來辦，靠全體人民群眾來辦，靠全黨來辦，而

不能只靠少數人關起門來辦。」希望同志們及時總結和反映上述有關方面的

情況，積極提供稿件，並隨時提出改進刊物的意見，協助本刊做好宣傳報導

工作。          《地震戰線》編輯部 

 

四、社論 

貫徹十大精神  深入批林批孔  奪取地震戰線的新勝利 

一九七三年是我國社會主義到處都在勝利地前進的一年。全國人民認真

貫徹十大精神，深入開展批林整風，上層建設各個領域裡的鬪、批、改不斷

取得新成就。教育戰線出現了生氣勃勃的革命景象；文藝戰線的革命和群眾

性的創作、演出，取得了豐碩的成果；工農業、交通運輸和基本建設興旺發

達。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在工農兵和革命知識份子向資產階級和一切剝削

階級意識形態展開新的進攻的戰鼓聲中，我們滿懷革命豪情，跨進了一九七

四年。 

過去的一年，是我們在毛主席革命路線指引下，以批林整風為綱，推動

地震工作深入發展，取得了新成績的一年。 

在黨的領導下，地震戰線掀起了學習十大文件，貫徹十大精神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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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幹部和群眾以馬克思主義、列于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從政治上、

理論上深入批判林彪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總結貫徹執行黨的基本路線和各

項政策的經驗，進一步認識到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闘爭的特點和規律，提高了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群測群防，專群結合，現場實驗，開門

搞科研，各級領導機構的老、中、青三結合，從有實踐經驗的地震戰士中選

拔和培養技術幹部，這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新生事物在鬪爭中成

長壯大。地震工作在黨的基本路線指引下，貫徹以預防治主、大打人民戰爭

的方針所開創的大好局面不斷鞏固和發展。我們的隊伍更加團結，更加朝氣

蓬勃。 

批林整風運動激

發了廣大幹部和群眾

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有力地促進了地震戰

線抓革命，促生產

戶、促科研的開展。

特別令人鼓舞的是群

眾性的科學實驗得到

前所未有的普及，地

震工作正在逐步深入

和提高。在廣泛開展

群測群防活動的基礎

上，許多地區組成了

群眾性的監視預報

網。這支隊伍生氣勃

勃，富有革命幹勁和

認真負責精神，在宣

傳群眾，預測預防地

震的鬪爭中，越來越

顯示出強大的生命力和戰闘力。他們與專業台站相配合，對去年四川甘孜爐

霍大震後在我國境內發生的幾次五級左右的地震，作了較好的預報，取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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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預防效果。 

過去的一年，我們注意處理好普及和提高，實踐和理論，監視和研究的

關係。本著整頓、鞏固、提高和重點發展的原則，加強幹部培訓|和基礎工作。

台站觀測質量逐漸提高。在廣泛深入實踐的基礎上，開展科學實驗和理論研

究，在探索地震前兆方面，發現了一些可喜的苗頭。地震知識的宣傳普及工

作以及地震專用儀器的研究和生產也取得不少成績。 

在總結過去一年工作的時候，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思想上政治上的路線

正確與否，是決定一切的。我們地震戰線所取得的每一勝利都是毛主席無產

階級革命路線的勝利，都是貫徹黨的基本路線，努力執行中央關於地震工作

的方針政策的結果。 

地震工作雖然不斷地取得了勝利，但是，地震工作的發展道路並不是平

坦的，充滿著兩個階級、兩條道路、兩條路線的鬪爭。資產階級總是力圖奪

回他們失去的陣地，「陳舊的東西總是力圖在新的形式中得到恢復和鞏固。」

修正主義仍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基本路線，堅持無產階級

專政下繼續革命，堅持要搞馬克思主義，不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不要分

裂，要光明正大，不要搞陰謀詭計三項原則，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成果，把地震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進行到底。 

在新的一年裡，地震戰線面臨著更加重大的任務。正在全國掀起的批林

批孔運動，是偉大領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領導的一場上層建築領域的大革

命，是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鬪爭和思想鬪爭，是批林

整風的深入發展，是全黨、全軍、金國人民的頭等大事。這場鬪爭對於鞏固

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利成果，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

復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歷史意義。地震戰線的工人、貧下中農、

科學技術人員和革命幹部都要積極行動起來，投入這場批林批孔的偉大鬪爭。 

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兩面派、叛徒、賣國賊林彪，是一個地地道

道的孔老二的信徒。他和歷代行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

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復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林彪反

革命的政治路線、思想路線和組織路線以至反革命的兩面派策略，都是同孔

孟之道一脈相承的。因此批林必須批孔，批孔正是為了深入批林。開展批林

批孔，才能批透林彪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極右實質，才能挖出林彪反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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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根源。 

批林批孔，必須首先集中批判林彪效法孔老二「克己復禮」妄圖改絨黨

在社會主義歷史階段的基本路線，顛覆無產階級專政，復辟資本主義的罪行。

這是林彪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實質所在。我們同林彪反黨集團的鬪爭，是

一場尖銳複雜的復辟和反復辟的鬪爭。抓住林彪鼓吹的「克己復禮」深入地

進行批判，才能擊中要害。有些地方在批判林彪的「克己復禮」時，還結合

進行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的階級教育，以加深認識孔孟之道就是復辟之

道，加深對林彪反黨集團代表地、富、反、壞、右和帝、修、反在我國進行

反革命復辟的仇恨，效果很好。對於林彪宣揚的孔彪之道的其他方面，如鼓

吹「生而知之」的天才論、「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中庸之道」的反動哲

學、「勞心者治人，勞力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宣揚「德」「仁義」「忠

恕」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等等，也要圍繞

著批「克己復禮」這一中心，從政治上、思想上、理論上深刻揭露和批判林

彪反革命修正主義路線的極右實質，揭露和批判林彪反動世界觀及其根源，

消除林彪、孔老二反動思想的流毒。 

批林批孔，必須緊密聯繫現實階段鬪爭和兩條路線鬪爭的大是大非問

題。要批判林彪反黨集團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會主義新生事物

以及搞投降主義、賣國主義的罪行，堅持毛主席親自制定的黨的基本路線，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向修正主義回潮作鬪爭。我國的地震

工作是在無產階水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壯大的，廣大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

識份子和革命幹部在地震預報預防方面的實踐，是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當

前，地震戰線上存在著尖銳激烈的兩個階段、兩條路線的鬪爭。就是堅持毛

主席的革命路線，以預防為主，大打人民戰爭，走我國自己的路；這是反對

黨的地震工作的路線方針，脫離政治、脫離實際、脫離群眾，否定群測測群

防，取消地震科研，大刮「崇洋非中」、「今不如昔」的復辟倒退風。這個鬪

爭的根本問題是地震工作走社會主義道路這是走資本主義道路、是搞馬克思

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問題。這些在路線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必須通過群眾

性的批林批孔鬪爭，加以解決，為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貫徹執行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路線而鬪爭。我們要牢牢掌握批林批孔這個

中心，防止糾纏於某些問題而沖淡批林批孔。要掌握鬪爭的大方向，正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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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和處理兩類不同性盾的矛盾，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批林

批孔搞得越好越深入，群眾幹部的覺悟就越高，就越能搞好在馬列主義、毛

澤東思想原則基礎上的團結。有些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可以在批林批孔過

程中求得正確解決。 

要搞好批林孔批鬪爭，必須認真學習馬列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要反復學

習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和有關批林批孔的文件。當前批判林彪的「克己復

禮」，要著重學習毛主席關於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論述。要把學習

和批判緊密結合起來，邊學邊批，學好學通，批深批透。特別是地震戰線上

的各級黨委和領導幹部，一定要帶頭學，帶頭批，站在鬪爭的前列。要深入

到群眾中去，同群眾一起戰鬪，向群眾學習，並在鬪爭中自覺改造世界觀。

要認真抓好典型，進行調查研究，總結推廣先進經驗，培養馬克思主義的理

論隊伍，促使運動的深入發展。 

我們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以批林批孔為動力，推

動整個地震工作的前進。要更好地貫徹黨中央關尽地震工作以預防為主、大

打人民戰爭的方針，提高警惕，切實做好監視預報工作。要認真正總結群測

群防的經驗，發展群眾地震測報網，充分發揮群結合、土洋結合的作用；大

力整頓、鞏固、提高台站工作，盡快把第一性資料質量促上去；集中力量打

殲滅災，重點開展震例總結，儀器對比、震兆鑒別、預報方法等研究，加強

相位的實驗和理論工作；搞好地震地質、物探、測量等工作，使之更好地適

應和服務於地震預報；抓緊儀器的生產、研制和配套標定工作。 

加強黨的一元化領導，是地震工作勝利發展的根本保證。我們要進一步

執行以地方為主的原則，及時地向地方黨委請示報告，密切和有關部門協作。

我們要求發揮地震隊伍各級黨組織的核心作用，積極選 拔路線鬪爭覺悟較

高、刻苦學習、聯繫群眾的朝氣蓬勃的年青的工人、幹部到領導崗位上來，

實行老中青三結合，建立和健全革命化的團結戰鬪的領導班子。 

在新的一年裡讓我們更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繼

續貫徹十大精神，深入開展批林批孔運動，發揚無產階級的反潮流精神，為

奪取批林批孔鬪爭的新勝利，為奪取地震戰線的新勝利而奮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