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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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文摘》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中醫文摘》，封面由上至下依序題：「中醫文摘」、「1」、「1960」、「中

醫研究院、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合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封底除

刊名：「中醫文摘」，其餘標示：編輯者、出版者、印刷者、發行處、印刷裝

訂者及價格等訊息，並標明：「1960 年第 1 卷第 1 期」、「規定出版日期：每月

29 日」，上半頁為〈徵訂 1960 年期刊訂戶〉，提到： 

中醫文摘(月刊)，1960 年 2 月 28 日創刊，每月 29 日出版，每期

定價 0.35 元 

《中醫文摘》是由中醫研究院與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負責與

全國醫藥學期刊協作編輯的。內容包括：中醫中藥文獻、論文以及中

醫中藥研究成就和發展動態；以臨床分析為主，系統整理，編寫文摘，

以供廣大中西醫師和各級醫藥衛生工作者參考。凡訂閱本刊者，等於

掌握幾十種醫藥期刊，可節省讀者查找文獻的精力和時間。歡迎中醫

中藥工作者、醫藥研究單位、醫藥院校圖書館以及各地醫療保健部門

向當地郵局訂閱。第 1，2 兩期預計 4 月再版。3 月底前在北京西長安

街報刊門市部辦理登記手續。 

 

                                                 
 僑光科技大學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副教授 
東海大學圖書館流通組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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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魏民等〈我國醫學文摘類期刊發展現狀及對策〉 1說： 

以《中國醫學文摘--中醫》為例，通過回顧其發展歷程，可以折射出

《中國醫學文摘》系列的發展脈絡。1960 年，中國中醫研究院與中國

科學院技術情報研究所合作編輯出版《中醫文摘》，後因故中斷。1964

年中國中醫研究院又將其作為內部刊物繼續編印，1966 年再度停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來，全國出版的醫藥雜誌日益增多。為適應廣

大醫藥衛生工作者儘快掌握先進醫學知識的迫切需要，經國家科學技

術委員會(79)國科發條字 404 號文批准，本刊於 1980 年 4 月復刊。復

刊後為雙月刊，增排卷號，1960 年為第 1 卷，1964 年為第 2 卷，1965

年為第 3 卷，1980 年為第 4 卷，至 2009 年為第 33 卷。1980 年引用期

刊 39 種，每期 48 頁，定價 0.30 元，由《中醫文摘》編輯組編輯，中

醫研究院情報研究室出版。1980 年成立《中國醫學文摘》系列，包括

江蘇的外科學、遼寧的兒科學、陝西的皮膚病學、廣西的內科學、四

川的計劃生育婦產科學等，至 80 年代末達十餘個分冊。在上世紀八、

九十年代，文摘系列雜誌給中西醫藥臨床、科研及教學人員提供了參

考、檢索的工具，給醫學院校的學生提供了大量的資訊資源，《中國醫

學文摘--中醫》更是其中的佼佼者，發行量曾達三萬冊。 

參酌〈徵訂 1960 年期刊訂戶〉與上引可知，《中醫文摘》自 1960 年 2 月

28 日創刊，曾因故停刊，1964 年採內部刊物編印，1966 年再度停刊，至 1980

年 4 月復刊，改為雙月刊，並增排卷號，1980 年成立《中國醫學文摘》系列，

刊名成為《中國醫學文摘--中醫》。 

大陸文化大革命是從 1966 年 8 月 18 日開始，《中醫文摘》於 1966 年再度

停刊，或與之有關。 

壹、目錄 

館藏《中醫文摘》創刊號的目錄，誠如〈編輯說明〉：「分為：總論、醫

史、基礎理論、歷代醫家論述、臨床各科綜述、內科、外科、骨傷科、皮膚

性病科、婦產科、小兒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腫瘤科、放射科、

針灸科、氣功療法、推拿按摩、其他療法、中藥、方劑、護理、醫案醫話、

教學體會、書刊評介及其他等大類」的文摘。 

                                                 
1 按，是篇係由魏民與李琳、張媛媛、龐玉萍、崔蒙等人合撰，見《國際中醫中藥雜誌》

第 31 卷第 3 期，2009 年 5 月，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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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第 1 期 

目錄 

(1-406) 

創刊辭……(1) 

總論(文摘 1-12)……( 2 ) 

醫史(文摘 13-16)……(2) 

基礎理論(文摘 17-36)……(3) 

歷代醫家論述(文摘 37)……(4) 

內科(文摘 38-125)……(4) 

傅染病……(4) 

寄生蟲病……(9) 

呼吸系統疾病……(9) 

循環系統疾病……

(10) 

血液、造血及網狀內

皮系統疾

病……(11) 

消化系統疾病……

(12) 

泌尿生殖系疾

病……(13) 

內分泌系統、新陳代

謝疾病……

(14) 

運動系統疾病……

(15) 

精神神經系疾

病……(15) 

職業病……(15) 

物理、化學病因疾

病……(15) 

外科(文摘 12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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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感染……(16) 

損傷……(16) 

胸部……(16) 

腹部……(17) 

肛門……(18) 

四肢……(18) 

植皮……(19) 

骨傷科(文摘 144-148)……(19) 

皮膚性病科(文摘 149-156)……(21) 

皮膚病……(21) 

梅毒……(22) 

麻風……(22) 

婦產科(文摘 157-172)……(23) 

小兒科(文摘 173-200)……(25) 

眼科(文摘 201-209)……(28) 

耳鼻咽喉科(文摘 210-213)……(29) 

腫瘤科(文摘 214-221)……(29) 

針灸科(文摘 222-320)……(30) 

理論研究……(30) 

臨床部分……(33) 

內科……(33) 

外科……(36) 

皮膚性病科……(38) 

婦產科……(39) 

小兒科……(41) 

眼科……(42) 

耳鼻咽喉科……(43) 

口腔科……(44) 

梅花針……(45) 

耳針……(45) 

其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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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功療法(文摘 321-322)……(46) 

中藥(文摘 323-386)……(46) 

本草綜述……(46) 

藥材基源……(46) 

生藥學研究……(48) 

中藥製劑……(49) 

中藥藥理……(49) 

中藥化學……(52) 

單味藥綜合研究……(53) 

其他……(53) 

方劑(文摘 387-391)……(53) 

護理(文摘 392-394)……(54) 

醫案醫話(文摘 395)……(54) 

教、學體會(文摘 396)……(54) 

書刊評介(文摘 397-406)……(54) 

編輯說明……(55) 

本期引用期刊……(55) 

本刊對撰寫文摘的要求……(56) 

本刊編寫標準初步意見……(56) 

本刊協作編輯單位……(封三) 

貳、創刊辭 

《中醫文摘》「創刊辭」，說明「刊物多，資料多，不便查閱，這種形勢

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創辦《中醫文摘》，將各刊物上的中醫資料及時地集中地以

文摘形式整理報導」，有其現實意義與長遠意義。  

創刊辭 

我們祖國醫學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它一直是我國人民賴以治病和保

健的主要武器，也是進一步發展我國醫學科學的必要條件，並且對世界醫學

也有它獨特的貢獻。黨從來就關心祖國醫學的發展，把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

產作為衛生工作的一項重要方針政策。1958 年，黨中央又再次地明確指出，

祖國醫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指示我們醫藥衛生工作者要繼續努力發掘，

整理提高。近年來，特別是從 1958 年以來，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鼓

舞下，中醫工作也同其他各項工作一樣，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轟轟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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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的群眾運動高潮，出現了一個飛躍發展的局面。全

國已經有了幾百個中醫醫院，各西醫醫院也都開展了中醫治療工作；為了培

養中醫新生力量，全國建立了四十多個中醫學院、中醫專科學校和中醫進修

學校，開辦了三十多個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另外還有八萬多徒弟按照中醫

傳統方法跟著中醫老師學習；為了整理研究祖國醫學這一寶貴遺產，在衛生

部直接領導下，建立了中醫研究院，許多省市也成立起祖國醫學研究機構。

全國的中西醫治療、研究機構和醫學院校，大規模的開展了應用現代科學方

法整理研究祖國醫學的工作，無論在總結中醫臨床經驗方面，在研究中醫理

論方面，在探討中醫治療機制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同時，又由於廣泛

地開展了群眾性的獻方運動和組織采風，收集到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單方驗

方，這又為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祖國醫學提供了寶貴資料。 

隨著中醫工作的蓬勃開展，報導這些工作成就的刊物也如雨後春筍般地

興辦起來。目前有十幾種中醫刊物和六十多種中西醫綜合刊物，都大量地刊

載著中醫藥、論著和資料，每月平均不下於四百篇。通過這些文獻，迅速地

反映了我國的中醫工作成就，交流了中醫臨床經驗，普及了中醫學術，推廣

了研究成果，對於進一步做好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工作具有很大的促進作

用。同時，這些刊物也是科學與群眾相結合的重要橋樑，它把醫學知識交給

人民群眾，直接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刊物多，報導範圍廣，這是一種極大的好事。但是刊物多，資料多，不

便查閱，這種形勢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創辦《中醫文摘》，將各刊物上的中醫資

料及時地集中地以文摘形式整理報導。從現實意義上講，它可以節省中、西

醫藥衛生人員查閱文獻的精力和時間，使大家能夠迅速而全面地掌握當前發

表的全部中醫藥文獻，進一步推動中醫工作的開展。從長遠意義上講，文摘

又是公認的積累永久性科學文獻的一種最好形式，由於它具有比較全面、集

中、扼要、和分類清楚等特點，若干年後，積累成一整套有系統的歷史性資

料，使人很容易地瞭解某一專題的發展過程。 

《中醫文摘》就是在這種當前的和今後發展的迫切需要形勢下，通過各

方面的贊助和協作創辦起來的群眾性刊物。由中醫研究院和中國科學技術情

報研究所主編。在內容上，它既要反映我國中醫工作大躍進所取得的日新月

異的成就，又必須根據除害滅病的方針，重點報導，直接為社會主義建設服

務。在工作上，必須加強黨的領導、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密切聯繫群眾，依

靠群眾。特別是要和全國所有醫藥期刊編輯部門通力合作，共同努力，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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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臻完善。我們誠懇希望得到全國中西醫藥衛生工作者的熱情支持與關懷，

使它能夠充分發揮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貢獻。 

 

參、編輯說明、本刊對撰寫文摘的要求及本刊編寫標準初步意見 

《中醫文摘》創刊號，有幾個特色，一是有〈編輯說明〉，交待「文摘分

為三種形式：1.文摘；2.簡介；3.題錄」，及「內容分類」；二是有〈本期引用

期刊〉；三是有〈本刊對撰寫文摘的要求〉，希望文摘員能「簡明扼要地概括

原論文的主要內容，指出其論點、結果、重要研究數據及新發現、新見解的

部分，使讀者在不參考原文的情況下，能基本了解原文的內容」；四是有〈本

刊編寫標準初步意見〉，建議「應由文摘員根據論文內容的科學研究價值和重

要性以及論文的性質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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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輯說明 

編輯說明 

為了滿足中醫臨床研究工作的需要，本刊將通過全國醫藥期刊大協作方

式，集中搜集所有公開出版的中醫中藥雜誌，其他醫藥期刊，全國高等醫藥

院校學報以及有關學術會議的中醫中藥論文和資料，盡可能將最近 1~2 月以

內發表的文章系統整理，全面報導。(本刊協作編輯單位見封 3) 

本刊文摘分為三種形式：1.文摘；2.簡介；3.題錄。著錄順序：1.篇名；

2.作者；3.期刊名稱；4.年份；5.卷、期、起訖頁次。文摘後括弧內為文摘員

姓名，作者自摘的，則註「作者」二字。關於內容分類，因迄今尚無一套現

成的中醫分類方法，我們參考了各種醫學期刊索引分類方法，結合中醫特點，

初步分為：總論、醫史、基礎理論、歷代醫家論述、臨床各科綜述、內科、

外科、骨傷科、皮膚性病科、婦產科、小兒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腫瘤科、針灸科、氣功療法、推拿按摩、其他療法、中藥、方劑、護理、醫

案醫話、教學體會、書刊評介及其他等大類。目前由於文獻還不多，暫時只

用二級標題，例如內科下分傳染病、寄生蟲病、各系統疾病等；以後根據情

況需要，亦可再行細分。 

關於分類的一些具體問題： 

1.可入兩類或兩類以上的均入主要的一類；例如針灸中藥綜合治療某病，

內容如針灸比重佔多的就歸入針灸科內。依此類推。 

2.凡以中醫病名為題的編入有關各系統疾病內，例如黃疽、臌脹、痞塊等

入內科消化系統；水腫入泌尿系統；鶴膝風入骨科骨結核；痹症入內科運動

系統等。凡內容已說明系屬某病的，則盡量列入該病內。 

3.中醫理論方面探討和學習心得都列入基礎理論類。如經絡學說有關十四

經的一般論述列入基礎理論；有關針灸實驗的列入針灸科理論研究部分。 

4.教、學體會，僅包括對中醫學習方面，教學方面的一般體會。 

5.小兒疾病見於各科者編入各科，如小兒寄生蟲病列入內科寄生蟲病；小

兒傳染病列入內科傳染病等；但如麻疹、百日咳、水痘、白喉、腮腺炎、小

兒麻痹症等病，多為小兒感染，則入兒科；因此查找時可以參見兩科。 

6.結核病按發病部位分別編入各科疾病中。 

7.外科疾病，按照身體部位順序排序；泌尿生殖系疾病如鞘膜積液，前列

腺肥大等暫列腹部。 

8.針灸治療，文獻較多，該科內再分內、外、婦、兒等科。其他與針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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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如電針、換針、穴位注射、瘢痕灸、拔火罐等均不另分類，而分別列

入針灸臨各科。至於梅花針、耳針則在針灸科下單列。 

9.中藥本草綜述一類，包括本草經的論述，歷代本草有關藥性的探討等。 

10.個人醫案，列入醫案醫話內；病例報告，分別列入各科疾病內。 

本刊編輯人員限於水平，對於文摘分類方法、內容審選及編輯等，缺點

很多，尚望讀者不吝批評指正，多提寶貴意見，以便本刊能在今後更好地為

我國社會主義醫藥事業大躍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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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刊對撰寫文摘的要求 

本刊對撰寫文摘的要求 

(一)本刊以中級以上醫藥衛生工作者為主要讀者對象，特別注意於基層廣

大醫務人員對於最近醫學情報的要求。文摘寫稿，文字上應深入淺出，盡量

寫得精練緊湊，除去一切浮詞套語，內容上應重點突出，開門見山，簡明扼

要地概括原論文的主要內容，指出其論點、結果、重要研究數據及新發現、

新見解的部分，使讀者在不參考原文的情況下，能基本了解原文的內容。 

(二)文摘規格：一般不分章節，盡量避免公式圖表，如原文附有重要參考

文獻和圖表，可在文摘末了說明所附數目。文摘題目應與原文題目保持一致，

以便查對；題目本身，視為文摘內容的一部分，所含意思，文內不再重複，

每篇字數平均在 400 字左右，按原文長短適當伸縮，但除特殊情況者外；最

長以不超過 700 字為原則。根據慣例，文摘一般不用作者第一人稱，而用第

三人稱語氣。 

(三)文摘內一切論點、數據、病例、療效觀察等，應以原文為准。自原文

發表後，作者對有關問題如有新的發展或進一步研究成就，不要直接寫入；

如認為必要時，可在文後加一附注，補充說明。原文如有不妥或錯誤之處也

可於附注內更正。 

(四)文摘中的名詞俗語，除中醫所習用者外，概以中國科學院公布的各種

有關專門科學名詞為依據。中醫處方及其計量應寫清楚，不要簡寫。前後所

用符號、名詞及計算單位均應保持統一。偏僻名詞，盡量加一附釋。 

(五)文摘格式，一律請按下列次序著錄：論文題目、作者姓名(作者有多

人時，全部列出)、出版雜誌年分、卷數、期數、起訖頁碼，然後另行起寫文

摘本文(請見附例)。文摘後要簽文摘員姓名(原作者或非原作者，以實際執筆

人為限)。 

(六)文摘稿請用稿紙(最好是 20x15 三百字稿紙)繕寫清楚。 

附例： 

治療慢性肝炎和肝硬化腹水期的臨床療效觀察。趙正元、譚學敏。

中醫雜誌，1959，6 期，9~11 

(正文)經分別輕重和掌握中醫辯證論治方法……「見肝之病，知肝傳

脾，當先實脾」的原則。(文摘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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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刊編寫標準初步意見 

本刊編寫標準初步意見 

文摘選題以及如何決定應寫文摘、簡介或題錄，很難作硬性規定，一般

應由文摘員根據論文內容的科學研究價值和重要性以及論文的性質而定。以

下意見，僅供參考。 

(一)總論 

中央指示--題錄。 

首長報告或論著--簡介或題錄。已在中央刊物上發表，各地刊物重登時，

不再做。 

社論--對政策和方向有重要指示的作簡介；一般性質的，作題錄。 

雜誌專題--對學術研究具有指導性的，作簡介；一般性的，作題錄。 

政策學習體會----------------┐ 

中西醫合流的體會、意見--├具有獨特的新見解或作者有一定代表性 

思想觀點批判----------------┘的，作簡介。一般性的作題錄 

會議記錄--題錄。 

(二)醫學史 

一般醫學史-----┐ 

名醫史績介紹--├具有新論點，新發現的，作文摘；有相當參考價值 

病案和藥物史--├的，作簡介；一般性的，作題錄 

國外交往史-----┘ 

(三)醫學基礎理論 

有特殊創見的，作文摘；有一定見解的，作簡介；一般性的，作題錄。 

(四)中藥及其實驗研究 

有較大科學價值的，作文摘；一般性的作簡介或題錄。 

關於中藥的提煉，中藥劑型改進等，具有新的改進，在療效上有新提高，

服用方法簡便或具有一定經濟價值者，作文摘；一般性的，作簡介或題錄。 

(五)臨床分析 

臨床報告--原則上統應作文摘；對於個別不很成熟或病例較少的作簡介；

病例過少不足說明問題的，作題錄。 

病案討論--作簡介。 

病案--有價值的作文或簡介；一般作題錄。 

臨床經驗交流--有價值的作文摘或簡介；一般作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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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體會、評介 

學習體會--------------┐ 

中醫教學改進意見--├具有新論點、新見解或作者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醫新書評介--------├的，作簡介；一般性的，作題錄。 

醫話--------------------┘ 

經典著作或名詞釋義--簡介或題錄。 

(七)翻譯文字：翻譯國外關於中醫論著或資料，文摘或簡介。 

(八)其他內容：按具體材料，由編輯部或文摘員自行考慮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