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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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醫刊》 

陳惠美 、謝鶯興  

館藏《中級醫刊》為合訂本，封面上題「中級醫刊」、「1964 年 1~3 期合

訂本」，封底「1964 年合訂本出版預告」云：「本刊已於 1964 年 10 月復刊，

年內共出一、二、三期。為照顧未訂到當年各期雜誌的讀者需要，擬於 1965

年 3 月出版一部分合訂本」，並與「一九六五年醫學期刊出版預告」合為一頁，

出版日期為「1965 年 3 月」，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刊物。 

 

據〈復刊詞〉云：「《中級醫刊》是於 1960 年 7 月停刊的」，「1964 年 10

月復刊」，但究竟是何時創刊？復刊之後的「文革」時期是否又曾被迫「停刊」？ 

按，〈《中國醫刊》(原《中級醫刊》)創刊 50 周年〉 1記載：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主管，人民衛生出版社主辦的《中國醫刊》(原

《中級醫刊》)於 1951 年 2 月 1 日創刊迄今已 50 周年了，為宣傳黨

的衛生工作方針政策，交流防病治病的經驗，傳播醫藥科技資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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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兒科雜誌》第 39 卷第 3 期，頁 144，200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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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廣大臨床醫師的診療水準起了重要的作用，新的世紀將更好地為

廣大醫藥衛生工作者服務。 

篇末署「《中國醫刊》編輯部」，則原名為《中級醫刊》者是創刊於「1951 年 2

月 1 日」。 

又，〈2002 年《中國醫刊》改版--信息量更大，學術水準更高，內容更實

用〉 2記載： 

《中國醫刊》(原名《中級醫刊》)創刊於 1951 年，是衛生部主管、人

民衛生出版社主辦的國家級、綜合性醫藥衛生專業名牌期刊，中國科

技論文統計源期刊，全國優秀科技期刊。《中國醫刊》主要讀者對象為

臨床醫藥衛生人員。辦刊宗旨是提高廣大醫藥衛生人員的醫學理論知

識及業務技術水準，提高對各種疾病的診療水準，瞭解醫藥信息及臨

床醫療和科研新進展、新成果，交流防治疾病的經驗體會和新技術、

新方法。50 年來，《中國醫刊》以其內容「新穎、實用」以及使讀者

「看得懂、學得會、用得上」聞名全國。在廣大讀者的關心和支持下，

本刊發行量至今仍居全國醫藥衛生專業期刊之首，現已成為醫藥衛生

界名副其實的名牌期刊。 

則僅說「創刊於 1951 年」，「50 年來」等等，未提及「1960 年 7 月停刊」之事，

更甭說「文革」(1966 年 8 月至 1976 年 9 月)期間是否曾被迫「停刊」。查「中

國期刊全文資料庫」，關於《中級醫刊》的收錄年代，從 1951 年至 1966 年 3

月(1960 年至 1964 年 10 月前未見)，及 1979 年 12 月收錄〈《中級醫刊》1978

年~1979 年總目錄〉，可以推知仍未能避開「文革」期間被迫「停刊」的命運，

惜尚未查得 1976 年或 1977 年或 1978 年有無「復刊」的資料，暫記於此。 

壹、目錄 

館藏《中級醫刊》是 1965 年 3 月出版的 1964 年的合訂本，復刊號有「復

刊」、「稿約」及「1964 年合訂本出版預告」外，另有三篇〈目錄〉。 

〈《中國醫刊》稿約(原名《中級醫刊》)〉 3記載：「《中國醫刊》是由衛生

部主管、人民衛生出版社主辦的國家級全國綜合性醫藥衛生專業期刊。主要

讀者對象是中級醫務人員，兼顧高級醫務人員的需要。辦刊宗旨是幫助中級

醫務人員提高臨床診療水準。」 

                                                 
2 見《中國醫刊》2001 年第 36 卷 9 期(總 514)，頁 2。 
3 見《中國醫刊》2001 年第 36 卷第 1 期(總 61)，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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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第一期) 

復刊詞……(1) 

著述及經驗交流 

成人葡萄球菌性肺炎的診斷和治療幣……徐成斌(2) 

小兒葡萄球菌肺炎 57 例的臨床分析……胡上庸等(6) 

中毒型大葉性肺炎 65 例臨床分析……習家駿等(9) 

嬰幼兒腺病毒肺炎……張梓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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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急性停止的處理……黃國俊(18) 

前斜角肌淋巴結活組織檢查在胸部疾病診斷中的應用……錢元福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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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用氯丙嗪治療新生兒破傷風 12 例……王宗瀛等(30) 

子宮破裂(附 23 例報告)……張竹梅(31) 

翼狀胬肉的切除技術和方法選擇……譚玉章(34) 

敵敵畏滅蟑螂效果的觀察……沈祖蔭等(36) 

玻片法葡萄球菌血漿凝固酶試驗假陽性反應的鑑別……劉士均等(38) 

綜述 蠕蟲病的化學治療……劉約翰(40) 

專題講座 

體液平衡和液體療法(I)……鄧金鎏(45) 

抗炎性腎上腺皮質激素的臨床應用……劉士豪(49) 

病案討論……(53) 

短篇報導 

肌注鏈霉素過敏致死一例報告……馬兆龍(8) 

介紹一種抗酸菌染色法……王賜恩(12) 

用胰酶處理注射器內的血凝塊……陳炳銅(23) 

鼻腔水蛭簡易取出法……黃沛衍(26) 

介紹一種簡單鏡面防霧法……張其文(29) 

磺胺脒引起血尿一例……普慶元等(39) 

食用隔夜小白菜湯引起亞硝酸鹽中毒 6 例……杜希賢(58) 

鹽滷中毒三例……潘德懷(58) 

對小兒頭皮靜脈輸液的幾點體會……莊恬涵(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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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膜炎雙球菌對磺胺嘧啶敏感試驗法……陳寅初(60) 

念珠菌簡易玻片培養法……曹正仁(61) 

先天性瘧疾一例……許英杰(62) 

鹽酸苯海拉明急性中毒部一例……河北省房山縣良鄉醫院內科(62) 

期刊文摘 

呼吸道異物的診斷問題……曹錦康

(5) 

國產甲氧苯青霉素鈉治療嚴重葡萄

球菌感染……徐肇玥等(33) 

花粉症(附 100 例報告) ……顧瑞金

等(39) 

氮介治療慢性腎炎腎病期的療效觀

察……錢桐蓀(52) 

學術動態 

北京市朝陽區衛生工作者協會面向

基層學術活動積極開展學術活

動…… (封四) 

學術活動簡訊……(封四) 

問題解答寄……(63) 

目錄(第二期) 

著述及經驗交流 

腰椎間盤突出症的處理步驟……宋獻文(65) 

急性踝部及腰部韌帶損傷……湯華豐等(67) 

截肢殘端痛的原因與治療……王樹寰(70) 

全麻後上呼吸道梗阻的預防及處理……吳華甫等(72) 

一種農業耳外傷……錢志錚(74) 

髕前滑囊炎的臨床分析……于占孝(76) 

424 例外科感染病原菌及其對六種抗菌素敏感試驗分析……秦惠基(78) 

應用胼胝膏治療雞眼和疣的療效觀察……習桂山(80) 

使用止血帶的幾個問題……王重九(81) 

自發性氣胸的閉式引流術……錢元福(83) 

小兒腰椎穿刺術……張祥吉(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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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喉 2,020 例臨床分析……毛俊鵬等(89) 

提高白喉桿菌培養檢出率的探討……詹誌曾(92) 

傷寒的診斷與治療(92 例臨床分析) ……姚念宏等(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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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鼠拒食磷化鋅毒餌的原因及其對策……汪誠信(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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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 國內有關轉氨酶的臨床研究概況……徐學知(107) 

專題講座 

體液平衡和液體療法(II) ……鄧金鎏(111) 

抗炎性腎上腺皮質激素的臨床應用(續) ……劉士豪(116) 

膝關節半月板損傷的診斷和處理……董方春(120) 

病案討論……(124) 

短篇報導 

一種改進的胸腔穿刺裝置……王今恆(69) 

檢查陰道細胞的同時檢查念珠菌……盛錫麟(69) 

自制輸精管固定器……宋紹中等(71) 

口服磺胺噻唑所致過敏性休克一例……鄭豁然(77) 

口服合霉素所致猩紅熱樣皮炎一例報告……傅善來(77) 

山道年驅蛔蟲引起過敏反應一例……徐強生(82) 

苯妥英鈉過敏所致剥脫性皮炎一例……秦武平等(86) 

改進的尿液比重測定裝置……李仲興(94) 

經氣管切開利用眝鈎取出支氣管異物……蘇宴枝(104) 

白血病患者的紅細胞計數問題……李向岩(119) 

胃內容物中磷化鋅的一種鑑定法……黎澤遂等(123) 

期刊文摘 

急性腎盂腎炎 84 例臨床分析……黃瑩等(73) 

垂危的哮喘持續狀態的氣管切開療法……潘震宇等(75) 

矽肺患者用支氣管解痙藥噴霧前後的肺功能確定……張印德等(88) 

急性壞死性腸炎 70 例分析……肖路加等(99) 

消息 

中華醫學會一九六四年第三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消息……(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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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蟲病防治手冊》修訂本出版……(123) 

問題解答……(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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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及經驗交流 

子宮收縮劑的正當應用……邢淑潔(129) 

在患兒家中治療 238 例麻疹的體會……李茂生等 (132) 

對加減雷擊散預防麻疹效果的探討……陳世夫(134) 

小兒急死 308 例死因分析……胡皓夫(135) 

兒童腭部軟組織損傷(附 23 例) ……馬光生(138) 

慢性支氣管炎及肺氣腫引起的慢性肺原位心臟病……趙博施等(139) 

急性胰腺炎 100 例臨床分析……馬重麟(143) 

枸櫞酸哌嗶嗪治療蛔蟲感染者 902 例初步觀察……吳燦理等(146) 

鈎蟲病 116 例臨床分析……李榮芬等(149) 

肺動脈蛔蟲症二例……黃任民等(15l) 

手部感染的正確診斷和治療(附 420 例分析) ……李承球等(154) 

銀花陳皮湯對初期急性乳腺炎 54 例療效觀察……張安祥(157) 

胃大部切除術的幾點體會……陳忠三等(159) 

帕哲忒氏病(附一例報告) ……楊忠凡等(162) 

用外旋術矯治沙眼性瞼內翻症的體會……王恩榮(164) 

X 線透視在栗粒型肺結核診斷中的作用……查雨亭等(l65) 

澱粉酶快超微量測定法……王金良(167) 

細菌集落計數中的幾個問題……劉運光(168) 

綜述 近年來國內對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研究概況……夏樂三(169) 

專題講座 

體液平衡和液體療法(III)……鄭金鎏(173) 

燒傷現場急救和傷員的轉送……北京市積水潭醫院創骨科、北京市創傷

骨科研究所燒傷專業組(178) 

病案討論……(18l) 

短篇報導 

急性磷化鋅中毒……鄭文遠(145) 

肺炎雙球菌腹膜炎一例報告……劉鐵錚等(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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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狂犬病疫苗引起腦炎一例報告……顧基榮(153) 

嵌頓性閉孔疝一例報告……尹家俊等(158) 

苦楝皮煎劑治療小兒蛔蟲腸梗阻 50 例……方佛安等(186) 

眼外傷的急救處理……吳慶昌(186) 

應用陰莖海綿體浸潤麻醉行包皮環狀切除術 114 例的體會……金濟平等

(187) 

腸系膜囊腫一例報告……君家俊(187) 

「一度凍傷水」合併按摩治療一度凍傷……俞維勤(188) 

尿蛋白定性試驗--磺柳酸玻片法……鄭豁然等(188) 

自製蟾蜍肉膏代替牛肉膏作細菌培養基……陳炳銅等(l89) 

單用酚乙銨與酚乙銨併用四氯乙烯及溴荼酚治療鈎蟲病療效對比觀察

(摘要) ……華昌有等(189) 

期刊文摘 

長期醣類皮質激素治療中垂體--腎上腺皮質的功能和形態變化……查良

倫(161) 

鉤端螺旋體病的誤診原因探討……周慶均等(166) 

380 例結核性滲出性胸膜炎之臨床探討……劉秉剛等(172) 

應用腎上腺皮質激素過程中產生的無反應性結核……陳仁勝等(180) 

問題解答……(l90) 

貳、復刊詞 

《中級醫刊》的「復刊」原因，說：「由於開展工作中交流經驗的需要，

廣大基層醫務工作者迫切要求《中級醫刊》復刊。」它「是面向農村、面向

基層的綜合性醫學期刊」。  

復刊詞 

《中級醫刊》是於 1960 年 7 月停刊的。在過去四年多當中，我國人民在

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高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

社三面紅旗，以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革命精神，戰

勝了種種困難，迅速地取得了國民經濟的全面好轉。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呈現

欣欣向榮的景象，革命形勢大好。同樣，在醫藥衛生方面，也有很大的進展。

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特別是縣醫院，也不斷地得到充實，工作日益開展，業

務水準不斷提高，對保障廣大勞動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進一步的貢獻，同時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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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不少經驗。由於開展工作中交流經驗的需要，廣大基層醫務工作者迫切

要求《中級醫刊》復刊。所有這些，都是辦好刊物的有利條件。 

現在，本刊於今年 10 月份復

刊了，每期 64 面，仍為月刊。本

刊是面向農村、面向基層的綜合性

醫學期刊。其主要對象為 縣、區 、

人民公社及廠礦企業等基層醫療

衛生機構中的醫務工作者。本刊的

宗旨是：貫徹黨的衛生工作方針政

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

針，交流工作經驗，進行學術討

論。根據基層醫療衛生工作的實際

情況和需要，普及與提高醫學理論

和醫療技術，為人民健康服務，為

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具體工作方

面，我們將圍繞我國醫療衛生工作

在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從基層醫

務工作的實際需要和具體情況出

發，以密切結合基層醫務工作者在

日常工作和業務學習中常見的實際問題為主，刊登有關醫療預防工作經驗、

醫學基本理論及各種檢驗技術方面的文章，同時也適當地介紹有關的新知識

和新進展。因此，本刊有別於專科雜誌，不包括純理論研究和專供實驗研究

方面的論文和資料；另一方面，也不同於一般衛生常識的宣傳教育讀物，不

刊登一般衛生醫療常識文稿。本刊的主要欄別，包括著述、經驗交流、綜述、

專題講座、病案討論、問題解答等，此外，還將適當選登國內外醫學動態、

書刊評介、學術活動簡訊和讀者來信。 

為了辦好本刊，必須讀者、作者和編者共同努力。我們希望廣大的醫務

工作者，以本刊作為交流學術經驗和探討技術問題的園地，積極予以支援。

我們衷心期待全國各地的讀者和作者，經常向我們提出批評、建議和要求，

並及時反映當地學術活動情況，以幫助我們提高工作。 

本刊復刊伊始，我們深感任重道遠。但我們堅信，在黨的領導下，通過

讀者、作者、編者的緊密聯繫，共同努力，一定能把刊物辦好，更好地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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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參、稿約 

稿約強調「內容是從基層醫務工作的實際需要和具體情況出發，以密切

結合基層醫務工作者在日常工作和業務學習中常見的實際問題為主，介紹醫

學基本理論、衛生醫療工作經驗及各種檢驗技術方面的著述、經驗交流、綜

述、專題講座、病案討論、短篇報導、問題解答等類的文稿，並適當選登書

刊評介、國內外醫學動態、學術活動簡訊、讀者來信等。」提出撰稿者需注

意的事項。 

中級醫刊稿約 

本刊為面向農村、面向基層的綜合性醫學期刊，宗旨是：貫徹黨的衛生

方針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交流工作經驗，進行學術討論，根

據基層醫療衛生工作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普及與提高醫學理論和醫學技術，

為人民健康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主要內容是從基層醫務工作的實際

需要和具體情況出發，以密切結合基層醫務工作者在日常工作和業務學習中

常見的實際問題為主，介紹醫學基本理論、衛生醫療工作經驗及各種檢驗技

術方面的著述、經驗交流、綜述、專題講座、病案討論、短篇報導、問題解

答等類的文稿，並適當選登書刊評介、國內外醫學動態、學術活動簡訊、讀

者來信等。讀者對象主要為縣、區、人民公社及廠礦企業等基層醫療衛生機

構中的醫務工作者。希望作者在為本刊撰稿時，注意這些特點以及下列各項。 

一、來稿內容要求有鮮明的目的性，突出要解決的問題。 

二、來稿文字力求通順精煉，內容要求簡明扼要，重點突出。一般著述、

經驗交流、綜述、病案討論以不超過 5000 字為限。 

三、來稿請用正式稿紙單面橫寫清楚(請勿用鉛筆、原珠筆及複寫)，並加

標點符號(占一格)切勿潦草及自創簡化字，外文請打字或用楷體寫清。附圖請

另用白紙墨筆繪清楚，畫面應較預計印出的大一倍，線條宜稍粗。照片及 X

線照片必須黑白鮮明，無褶痕，照片背面請注明著者姓名和圖號；說明文請

按圖序另紙鋼筆書寫清楚。表格請注意簡單明瞭，數據務須正確無誤。 

四、參考文獻應以親自閱讀的主要文獻依次列於文末，並在文中引用處

用角碼注明。文獻請用如下統一格式完整列出。 

雜誌文獻：作者(譯者)，文題，雜誌名，卷(期)，頁，年份。 

書籍文獻：作者(譯者)，書名，版次，冊次，頁碼，出版者，出版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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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為節省篇幅，文稿刊出時國外文獻省略，國內文獻僅在部分稿件中刊登

主要文獻。但來稿時需將參考文獻全部列出，以備審核。 

五、來稿請採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醫學名詞匯編》中的醫學名詞。

外文學術名詞、國外作者和地點、化學名，藥名等應譯成中文(以中國科學院

審定的名詞為標準，但應在稿中初見處的中文名後加注原文及中文通用名詞)。 

六、度量衡單位採用由國家科委制定國務院公佈的「統一公制計量單位

名稱方案」規定的標準。凡表示數量的數字(包括小數、百分數、分數等)，一

律用阿拉伯字書寫。 

七、所有來稿均應通過作者工作單位審查並附正式介紹信。請勿一稿兩

投，並自留底稿備查。 

八、翻譯及摘譯國外文

稿，均由本刊約寫，不接受

自投稿。 

九、本刊對來稿有刪改

權。凡不符稿約規定者，將

寄還作者重新繕寫整理。 

十、來稿一經刊出，即

酌致稿酬。不擬在本刊發表

的稿件由本刊退還作者或轉

中華醫學會其他雜誌考慮，

不願轉稿者請預先聲明。 

十一、來稿請寄北京東

四豬市大街中華醫學會中級

醫刊編輯委員會。本刊收到

來稿後在一個月內寄發收稿

回執，並告知稿件編號。作

者對有關稿件的聯繫務請注

明稿號，以備答復。 

另，較為特殊者，本館

典藏《中級醫刊》「復刊號」之處，即〈《中級醫刊》1964 年合訂本出版預告〉

的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