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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特藏整理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華文雜誌創刊號--《中國畜牧獸醫》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中國畜牧獸醫》，封面左側題：「中國畜牧獸醫」、「創刊」、「1960」，

右側佔幾乎全幅的 5/4 為背槍少女養豬圖，右下題「戰鬥是英雄生產當模範，

前沿十姐妹生活速寫」等字。封底為：「顯微鏡下所看到的馬的血液」，右側

題「一九六○年一月六日」等字其。〈目錄〉下緣「版權頁」標明「每月：6、

21 日在北京出版」，則創刊號出版日期即封底所示。 

 

關於《中國畜牧獸醫》的發行狀況，查得《中國畜牧獸醫》官網，地址

在：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期刊介紹」欄記載： 

《中國畜牧獸醫》，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主辦：中國農業科

學院北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創刊時間：1974 年 2 月；刊號：ISSN 

1671-7236，CN 11-4843/S 

與〈《中國畜牧獸醫》徵稿簡則〉 1記載大致相同；且〈《中國畜牧獸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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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與展望〉2記載：「《中國畜牧獸醫》的前身為《國外畜牧科技獸醫》，創刊

於 1974 年 2 月」，「自 2002 年更名以來」，「由最初的季刊、雙月刊發展為現在

的月刊」；由此可知，雖然刊名相同，實際是兩種不同的刊物。 

按，〈注重生產，服務經濟，為現代獸醫科技的發展做貢獻--《中國獸醫

雜誌》辦刊工作的幾點體會〉 3說：「《中國獸醫雜誌》的前身《中國畜牧獸醫

雜誌》創刊於 1953 年，經程紹迥、熊大仕、湯逸人、陳凌風等老一輩畜牧獸

醫科技工作者的艱辛耕耘，幾度分合，終於在 1963 年成為獨立的獸醫專業類

綜合性期刊。現用刊名是由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沬若親筆題寫。文革前本堅持

雙百方針，實事求是，作為我國傳播現代獸醫科技，緊密結合畜牧業生產的

刊物，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應有的媒介作用。十年浩劫，本刊也難幸免，

曾被迫停刊。文革後百廢待舉，於 1978 年由於中國畜牧獸醫學的恢復，《中國

獸醫雜誌》在程紹迥、熊大仕、陳凌風、馬聞天、胡祥璧、于船等老一輩獸

醫專家教授的努力支持下而復刊。」所提及之前身為《中國畜牧獸醫雜誌》，

是否即是館藏之《中國畜牧獸醫》？ 

李德發〈風雨兼程，任重道遠--《中國畜牧雜誌》創刊 60 周年回顧〉4說：

「《中國畜牧雜誌》1953 年創刊，櫛風沐雨，經歷了分分合合的變遷，傳播畜

牧生產科學 60 年」，「艱苦創業期(1953~1978 年)，1953 年，在我國畜牧獸醫學

先軀程紹迥、湯逸人等的努力下，創辦了《中國畜牧獸醫雜誌》(《中國畜牧

雜誌》的前身)。由於種種原因，期刊經歷了 1957 年的分刊--《中國畜牧學雜

誌》和《中國獸醫學雜誌》；1960 年的合刊--《中國畜牧獸醫》；1963 年的再

次分刊--《中國畜牧雜誌》和《中國獸醫雜誌》。1966 年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

而開始長達 12 年的停刊。」「快速成長期(1978 年~1984 年)，文革結束後，1979

年《中國畜牧雜誌》復刊，由著名動物繁殖學家安民教授擔任主編，以雙月

刊發行，開始了《中國畜牧雜誌》的新征程。」得知《中國畜牧獸醫雜誌》

為現今《中國畜牧雜誌》之前身，歷經 1957 年分刊，1960 年合併為《中國畜

牧獸醫》，與館藏刊物的〈合刊啟事〉內容相符。 

又，〈風雨兼程，我們這樣走過…… 5〉的「那些年，那些事」記載：「1953

                                                                                                                              
1 見《中國畜牧獸醫》2012 年第 39 卷第 3 期，頁 233~234。 
2 李琍、趙連生、戴曄撰，《中國畜牧獸醫》2007 年第 34 卷第 6 期，頁 156~158。 
3 劉愛華撰，《中國獸醫雜誌》1994 年(第 20 卷)第 11 期，頁 54~55。 
4 見《中國畜牧雜誌》2013 年第 49 卷第 24 期，頁 6~7。 
5 見《中國畜牧雜誌》2013 年第 49 卷第 24 期，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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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5 日創刊」，《中國畜牧獸醫雜誌》正式創刊(季刊)；「1956 年首次改版」，

由季刊調整為雙月刊；「1957 年首次分刊」，即《中國畜牧學雜誌》、《中國獸

醫學雜誌》作為兩本期刊，首次單獨出版；「1960 年首次合刊」，兩刊重新合

併，同時更名為《中國畜牧獸醫》，並調整為半月刊，改版後的期刊封面採用

彩色畫圖，生動反映畜牧生產場景；「1962 年改版月刊」，再次改版為月刊；

「1963 年 7 月再次分刊」，以《中國畜牧雜誌》和《中國獸醫雜誌》獨立出版；

「1966 年 7 月被迫停刊」，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刊；「1979 年復刊」，以雙月

刊發行。亦明確指出於 1960 年合刊更名為《中國畜牧獸醫》。 

吳常信〈國家發展、科學進步、雜誌提升--慶祝《中國畜牧雜誌》創刊 60

周年〉6說：「《中國畜牧獸醫雜誌》創刊於 1953 年」，「1957 年《中國畜牧獸醫

雜誌》分刊為《中國畜牧學雜誌》和《中國獸醫學雜誌》，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同樣是由於『形勢發展的需要』，根據中央調整刊物的精神，農業部把已有

的《中國畜牧學雜誌》、《中國獸醫學雜誌》和《畜牧獸醫通訊》(農業部畜牧

獸醫局編輯)三個刊物合併改為《中國畜牧獸醫》，並在 1960 年創刊號的發刊

詞中提出，『這個刊物的任務，在於促進畜牧業生產的躍進；在於普及提高畜

牧獸醫科學技術；在於幫助研究和解決當前在畜牧獸醫工作中發生的問題。』」

「在十年動亂期間二刊物都被迫停刊達十二年之久。」「1978 年 10 月出版復

刊號」。敘述中的合併刊物，增列《畜牧獸醫通訊》，所引之「發刊詞」，皆與

館藏《中國畜牧獸醫》創刊號的「發刊詞」內容相符。  

由上所引諸篇陳述，可知現今刊名為《中國畜牧獸醫》，前身為《國外畜

牧科技獸醫》；而現今之《中國畜牧雜誌》，其前身為《中國畜牧獸醫》，但原

始刊名實為《中國畜牧獸醫雜誌》。因刊名雷同--《中國畜牧獸醫雜誌》刊名

的變化與今名《中國畜牧獸醫》的緣故，容易讓讀者混淆，產生誤解。 

壹、目錄 

館藏《中國畜牧獸醫》創刊號的〈目錄〉，誠如〈合刊啟事〉說：指導畜

牧業生產的綜合性刊物，主要內容是宣傳貫徹黨和國家對畜牧獸醫工作的方

針政策，介紹各地畜牧獸醫工作的先進經驗，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成果，以及

國外在這方面新的學術成就」，因此收錄梅汝良譯〈微量元素對增加豬的活動

和繁殖力的影響〉 7。 

                                                 
6 見《中國畜牧雜誌》2013 年第 49 卷第 24 期，頁 12~13。 
7 按，原作「活重」，就文意應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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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創刊號   總第 1 期 

發刊詞……(2) 

豬為六畜之首……(3) 

鼓足幹勁，乘勝前進，力爭 1960 年畜牧業生產繼續大躍進……鄭平(5) 

養豬史話……楊旻(9) 

新樂縣一畝地一頭豬……中共河北省新樂縣委會(10) 

魁星莊生產隊以豬為綱…………天津市畜牧局(13) 

幸福之路生產隊養豬機械化……中共天津市委農委辦公室(15) 

豬「食堂」……張韶廉(20) 

全國養豬頭數節節上升……(21) 

趙德才多快好省育肥豬……曾亞棟(22) 

母豬一年三胎……王寶琳

(23) 

怎樣提高仔豬的成活率……

劉延華 

豬是萬寶囊……(26) 

昌圖縣馬牛驢高速增長……

(27) 

自力更生繁殖耕牛……中共

永川縣委會(28) 

豬氣喘病的綜合防制措

施……農業部畜牧獸醫

局(29) 

血液生理(獸醫講座第一

講)……楊傳任(31) 

經驗交流……(34) 

微量元數增加豬的活動和繁

殖力的影響哺……梅汝

良譯(36) 

封面……丁朝安 

封底：血液生理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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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刊詞 

《中國畜牧獸醫》「發刊詞」，說明「根據中央調整刊物的精神」，合併三

種刊物而改名及刊期的任務。  

發刊詞 

農村的形勢好得很。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村畜牧業已經進入更加迅速發

展的新階段。人民公社的巨大優越性，不僅在糧食、棉花的生產上面表現出

來，而且也正在畜牧業生產上面表現出來了。 

畜牧業高速度發展是我們當前農業以至整個國民經濟不斷躍進所迫切需

要的。農業是畜牧業的基礎，農業發展了，牲畜才可以吃得多吃得飽，推動

了畜牧業的發展，所以農業是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業的兒孫。反過來，

牲畜的糞便是農作物的食糧，畜牧業發展了，農作物才可以吃得多和吃得飽，

推動了農業的發展，所以畜牧業又變成了農業的祖宗，農業又變為兒孫了。

兩者彼此依存，彼此推動，就會以越來越高的速度發展，保證年年躍進，促

使整個農村面貌日新月異，

一日千里的向前發展。 

為了適應畜牧業高速度

發展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並

根據中央調整刊物的精神，

加強畜牧業生產的宣傳推廣

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

部將原由農業部畜牧獸醫局

編輯的《畜牧獸醫通訊》，中

國農學會畜牧獸醫學組編輯

的《中國畜牧學雜誌》和《中

國獸醫學雜誌》合併改為《中

國畜牧獸醫》半月刊。 

這個刊物的任務，在於

促進畜牧業生產的躍進；在

於普及提高畜牧獸醫科學技

術；在於推廣和交流先進經

驗；在於幫助研究和解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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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畜牧獸醫工作中發生的問題。顯然這個任務是艱巨的，但卻又是必須完

成的。我們相信在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

路線的照耀下，在黨的領導和關懷支持下，在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和廣大的畜

牧獸醫工作者的支持下，《中國畜牧獸醫》一定能夠完成它所應當擔負的任

務，一定為實現畜牧業生產大躍進做出貢獻。 

這個刊物，由於初創，經驗不足，我們熱誠地希望大家經常給以幫助、

批評和指正。 

參、合刊啟事 

《中國畜牧獸醫》創刊號，就〈合刊啟事〉所提，或以「合刊號」為宜 ，

似乎又未有此一名稱。 

合刊啟事 

遵照上級指示，將原由中國農學會畜牧獸醫學組編輯、科學出版社出版

的《中國畜牧學雜誌》和《中國獸醫學雜誌》，自一九六○年一月起合併改為

《中國畜牧獸醫》。由農業部畜牧獸醫局、中國農學會畜牧獸醫學組和農業雜

誌社編輯，農業雜誌社出版。已訂閱一九六○年《中國畜牧學雜誌》或《中

國獸醫學雜誌》的訂戶，一律改發《中國畜牧獸醫》。不願繼續訂閱或一戶兼

訂以上兩種雜誌者，多餘訂款，可向當地郵局辦理退款手續。 

《中國畜牧獸醫》是指導畜牧業生產的綜合性刊物，主要內容是宣傳貫

徹黨和國家對畜牧獸醫工作的方針政

策，介紹各地畜牧獸醫工作的先進經驗，

畜牧獸醫科學研究成果，以及國外在這方

面新的學術成就。 

《中國畜牧獸醫》為半月刊，每月六

日、二十一日出版，每期定價 0.15 元，全

國各地郵局均可訂閱。如果當地郵局訂不

到時，可向北京市郵局報刊門市部函購。 

中國畜牧學雜誌編委會 

中國獸醫學雜誌編委會 

科  學  出  版   社 

農  業  出  版   社 

農  業  雜  誌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