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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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內科雜誌》 

陳惠美 ∗、謝鶯興 ∗∗ 

館藏《中華內科雜誌》，在<編者的話．讓我們共同把雜誌辦好>提到：「正

當偉大領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領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鬪爭，在全國勝利發

展的時刻，《中華內科雜誌》重新出刊與讀者見面了。」點出該刊是為復刊本，

因此在封面和封底都標誌：「1976 年新 1 卷第 1 期」，封底題「出版日期：1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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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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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內科雜誌》由北京「中華內科雜誌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醫學

會」出版，北京市郵局總發行。封底並有「規定出版日期：每單月 20 日」，

故封底在刊名下署「雙月刊」。 

 

關於《中華內科雜誌》的復刊一事，從《中華內科雜誌》官網的「我刊

沿革」，收錄武伯光、游蘇寧合撰<中華內科雜誌發展簡史>，一開始即說：「中

華內科雜誌創刊於 1953 年 1 月」 1，接下來在「50 年發展的簡要歷程」單元

詳述該刊創刊、停刊、復刊等歷程，概述如下： 

在刊名、出版單位、發行地點及發行間隔方面，從「50 年發展的簡要歷

程」中瞭解其變革。「創始興起階段」章節的首段記載：「1949 年 10 月創辦了

我國第一本內科學專科雜誌--《內科學報》(月刊)，也就是本刊的前身」，此時

的名稱是《內科學報》，創立於南京中央醫院，故稱為「前身」。 

「1952 年 8 月起《內科學報》改由中華醫學會內科學會出版。從 1953 年

起改為現名，在北京出版」。「在全體編委的積極努力下，《中華內科雜誌》的

創刊號於 1953 年 1 月 25 日 出版，每期 80 面，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是說明《內科學報》「改為現名(筆者按，指《中華內科雜誌》)」後，才真正

的發行「創刊號」；同時，「開始是雙月刊」，但「從 1955 年起改為月刊」。呈

現出版單位、刊名、發行地點等等的變化。 

第一次停刊則是在「1960 年起全國進入困難時期，各種物資極度緊缺。 6

月，根據上級通知，本刊與所有期刊一起停刊半年」。到了 1961 年 1 月「復刊」，

是第一次復刊。 

第二次停刊，是因「1966 年開始的十年動亂，是新中國成立以來人民遭

受的最嚴重的挫折，本刊也備受干擾、摧殘。自 1966 年第 6 期起開始轉載解

                                                 
1 網址：http://www.emedicine.org.cn:8081/Jwk_cmank/CN/column/item1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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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軍報社論、姚文元文章，第 7 期轉載『兩報一刊』的社論和按語 12 篇，完

全改變了刊物的本來面目，成了名副其實的大雜燴。同年 8 月本刊與絕大多

數期刊一樣，又奉命停刊」，亦即是因大陸的「文化大革命」而不得不停刊。 

第二次的復刊，則是「在廣大醫務人員強烈要求下，中華醫學會系列雜

誌之一--《中華醫學雜誌》於 1972 年復刊，《中華內科雜誌》的專職編輯加入

《中華醫學雜誌》編輯室進行工作。其後經過努力爭取，《中華內科雜誌》於

1976 年 1 月以『新一卷』面目(雙月刊，64 頁)復刊」。 

透過上述的記載，得以瞭解《中華內科雜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不能免俗地「與絕大多數期刊一樣，又奉命停刊」，雖然在「文化大革命」末

期得以復刊，但仍依當時氣氛照常附有「毛主席語錄」，也刊載了《人民日報》

的「短評」--<抓好農村的衛生革命>及大寨大隊黨支部撰寫<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深入開展衛生革命>文章。 

壹、目錄 

<編者的話>說：「對適用於農村防治內科常見病、多發病的經驗，中西醫

結合創造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經驗，要著重報導；對赤脚醫生等基層

衛生人員的防治經驗和創造要充分反映。」因而「創刊號」的目錄，除了屬

政令宣導的單元外，另有：學理論 抓路線 促衛生革命、預防為主、中西醫

結合、臨床實踐與實驗研究、簡報、座談紀要、講座、老中醫經驗、綜述、

臨床病理討論、問題解答、藥物介紹等等，符合其所言。 

中華內科雜誌 

1976 年 新 1 卷第 1 期 

抓好農村的衛生革命……《人民日報》短評(2)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深入開展衛生革命……大寨大隊黨支部(3) 

學理論 抓路線 促衛生革命 

堅定地走毛主席「六．二六」指示指引的道路……張世榮(8) 

預防為主 

認真總結群眾經驗 搞好矮圍蓄水滅螺……中共湖南省華容縣委血吸蟲病

防治領導小組辦公室(11) 

開展農村結核病防治工作的經驗……山東省鄆城縣革命委員會衛生局(14) 

中西醫結合 

慢性氣管炎的中西醫結合分型診斷和治療……廣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新醫科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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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醫結合治療頑固性哮喘 95 例療觀察……張誠篤(21) 

針刺治療冠狀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療效分析……上海第六人民醫院內科

等(24) 

五味子治療遷延性和慢性肝炎 400 例臨床觀察……南京地區病毒性肝炎防

治協作組(26) 

中藥止血粉治療胃潰瘍病出血……趙榮箂等(29) 

臨床實踐與實驗研究 

心臟復蘇的實踐與認識……上海第一醫學院中山醫院內科(31) 

彌漫性血管內凝血 57 例分析……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瑞金醫院內科等(36) 

應用甘油-抗壞血酸鈉混合液降低顱內壓的臨床觀察……劉迪等(40) 

血漿纖維蛋白原測定對肝癌診斷價值的探討……屠基陶等(42) 

簡報 

205 株痢疾桿菌菌型、藥物敏感試驗和臨床關係觀察……倪誠潭等(20) 

桑寄生治療心絞痛……(39) 

折叠式心電圖測量尺……武漢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內科(47) 

心電軸的一種簡便測量方法……武漢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內科(51) 

座談紀要 

關於肺結核併發症的處理問題 I .咯血的處理……陳宗越整理(44) 

講座 

高血壓病的治療……中國醫學科學院首都醫院內科心腎組(48) 

老中醫經驗 

治療黃疸的幾點體會……關幼波(52) 

綜述 

支氣管哮喘防治研究的一些近況……諸君龍(55) 

臨床病理討論 

第 1 例--頭昏、頭痛、噁心、嘔吐、夜間多尿……楊大來等(61) 

問題解答 

對久治不癒的慢性非特異性潰瘍性結腸炎患者有何中西醫結合的治療方

法？…… (64) 

血清 γ-谷氨酰轉膚酶增高有何臨床意義？……(同上)  

十二指腸引流膽汁檢查的正常值是怎樣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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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靜脈點滴膽道造影……(同上) 

 

藥物介紹 

新安定藥--舒宇……(54) 

治療慢性非特異性潰瘍性結腸炎藥物--柳氮磺胺毗碇……(54) 

長效核黃素……(60) 

治療潰瘍病藥物--硫糖铝(胃潰寧)……(63) 

編者的話 

讓我們共同把雜誌辦好……(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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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大寨衛生新面貌(圖片選登)……(封四) 

貳、編者的話 

讓我們共同把雜誌辦好 

正當偉大領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領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鬪爭，在全國

勝利發展的時刻，《中華內科雜誌》重新出刊與讀者見面了。 

 

我國醫藥衛生戰線在毛主席革命路線指引下，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

批林批孔運動，通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理論和評論《水滸》，廣大醫藥衛生人

員提高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覺悟，文化大革命的勝利成果得到了進一步

鞏固和發展，赤脚醫生、合作醫療、城市醫務工作者上山下鄉、開門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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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辦科研等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茁壯成長，展現一派大好形勢。隨著反擊右

傾翻案風鬪爭的勝利開展，我國的衛生革命必將進一步深入發展。 

偉大領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鬪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在階級消

滅之前，不管報紙、刊物、廣播、通訊社都有階級性，都是為一定階級服務

的。」重新出刊的《中華內科雜誌》必須在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統帥下，

以階級鬪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路線，堅持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堅決貫徹毛主席關於「把醫療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和面向工

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方針，為無產

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使雜誌成為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工具。 

本刊要努力宣傳馬列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路的

當權派，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傾向，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資產

階級醫療作風，批判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醫學學術觀點，充分反映衛生革

命和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勢，熱情支持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貫徹「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積極開展學術爭鳴，促進我國統一的新醫學新醫藥學的

創造和發展。實行理論和實踐相結合，普及與提高相結合，交流專業人員同

工農相結合，為工農兵防病治病，為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貢獻力量的經

驗。對適用於農村防治內科常見病、

多發病的經驗，中西醫結合創造我國

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的經驗，要著重

報導；對赤脚醫生等基層衛生人員的

防治經驗和創造要充分反映。 

在文風上要堅決反對洋八股。文

字力求準確、鮮明、生動。對國外資

料、要本著「洋為中用」的精神有批

判、有鑒別地加以利用。 

參、毛語錄 

列寧為什麼說對資產階級專

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不

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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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醫療衛生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團結新老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

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鬪。 

要認真總結經驗。 

四、人民日報 

《中華內科雜誌》「復刊號」的前二篇，引用(刊登)1975 年 11 月 18 日《人

民日報》的文章，仍如<中華內科雜誌發展簡史>所說：「轉載『兩報一刊』的

社論和按語」，也就是所謂「農業學大寨」的論調，因屬醫學性的雜誌，因而

著重在「衛生」問題。 

1.短評--抓好農村的衛生革命 

抓好農村的衛生革命 

《人民日報》短評 

大寨大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深入開展衛生革命的經驗，給我們很深刻

的啟示。各級黨委和衛生部門的同志，要認真學習他們的經驗，進一步把農

村衛生革命搞好。 

革命改造了舊大寨的窮山惡水，也改造了舊大寨的不衛生面貌。大寨的

社員群眾，在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鬪爭中，在改天換地的鬪爭中，

取得了偉大勝利，在講究衛生、移風易俗、戰勝疾病的鬪爭中，也取得偉大

勝利。今日之大寨，人人講衛生，醫藥送上門，畜圈搬上山，垃圾肥了田，

發病率越來越低，出勤率越來越高，衛生面貌煥然一新。 

大寨的經驗告訴我們，衛生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只有堅持黨的基本路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批判劉少

奇、林彪的修正主義路線，把社會主義農業搞上去，才能真正搞好農村的衛

生革命。而衛生革命搞好了，減少疾病，增強體質，又可以使社員更加精力

充沛地投入生產建設，加快農業發展的步伐。 

當前，一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偉大革命運動，正在全國農村蓬

勃展開。衛生工作應該為這場革命運動貢獻力量。我們要像大寨大隊那樣，

在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中，把衛生革命搞好。離開

了農業學大寨運動，就衛生工作抓衛生工作，是抓不好的。不關心衛生工作，

不關心群眾的疾病，也會挫傷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影響農業學大寨運動

的開展。…… 

 (原載 1975 年 11 月 18 日《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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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寨大隊黨支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深入開展衛生革命 

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深入開展衛生革命 

大寨大隊黨支部 

我們大寨大隊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把衛生革命當作

上層建築領域對資產階級實行全面專政的一條重要戰線，發動群眾，堅持鬪

爭，移風易俗，破舊立新，保障了社員群眾的身體健康，促進了社會主義革

命和建設。 

舊社會，大寨是個窮村、破村、髒村。山高盡石塊，嶺禿沒樹蓋，臭水

滴坡流，垃圾到處堆，蚊蠅成群飛，虱蚤成禍害。在舊社會，瘟疫疾病是剝

削階級的幫凶，它曾經吞食了許多窮苦人的生命。 

解放後，特別是合作化以來，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路線指引下，我

們不斷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把舊大寨建成一個欣欣向榮的新大寨。革命

改造了窮山惡水，也改造了舊大寨不衛生、多疾病、愚昧落後的局面。喜看

今日新大寨，是一派「五新」的喜人景象。 

一是居住環境新。過去大寨人住的是陰暗、潮濕的破土窑，如今住上了

一排排清潔整齊、寬敞明亮、冬暖夏涼的新石窑洞和新磚瓦房。從一九六三

年以來，我們共修建新窑二百六十多眼，新瓦房五百三十多間。過去，村中

一條大河溝，臭水常流，垃圾滿溝。一九六四年，我們在溝上修起「勝天洞」，

洞下排水，洞上修築了一條寬闊平坦的柏油大街。過去畜圈挨家，糞便亂堆，

飲水污染，如今畜圈上了山，公共廁所衛生清潔，垃圾變成肥料施在地裡。

社員吃上了清潔的自來水。過去虎頭山是和尚頭，現在滿坡幼樹，成片果林，

調節了氣 候，改良了環境，村裡村外，空氣清新。 

二是保健條件新。舊社會，貧下中農有病找不到醫生。現在，合作醫療

在家門前，社員有病，可以就地治療。大隊還辦了一些群眾福利事業，保障

了社員身體健康。 

三是民俗習慣新。講衛生、愛清潔已成為一種新風尚。街院常打掃，屋

內勤收拾，垃圾不隨便亂倒，公共廁所的衛生大家自覺保持。隨著群眾思想

覺悟的提高和衛生科學知識的普及，有病早治、沒病早防已成為習慣。新法

接生代替了舊法接產。許多人打破了「多子多福」、「兒孫滿堂」等舊觀念，

實行了計劃生育。 

四是衛生面貌新。二十多年的衛生革命，把「四害」和一些疾病基本消

滅了。 



華文創刊號選粹 

 109

五是群眾精神面貌新。除害滅病講衛生，保証了群眾身體健康，也促進

人們樹立了新思想、新風尚。全大隊的男女全半勞力，基本土人人出滿勤，

天天滿出勤；許多六七十歲的老年社員，身體還很健壯，也在參加力所能及

的勞動。 

我們開展衛生革命的路子，不是平平坦坦地走過來的。大寨的衛生工作

所以能這樣大規模地開展，衛生條件所以能有比較大的改善，離不開無產階

級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勝利，離不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鞏固和發展，離不

開群眾政治思想覺悟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這些方面都離不開兩個階級、

兩條道路、兩條路線的鬪爭，離不開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我們大寨

二十多年來開展衛生革命的路子，就是一條在衛生戰線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的路子。…… 

(原載 1975 年 11 月 18 日《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