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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从专题策划和出版的角度，
对民国中医药期刊中应时性专辑策划的典范案例进行

分析，认为应时性专辑具有独特性、现实性、新闻性和时效性特征，选题精准、专业团队优秀、优质
稿源充足是专辑成功运作的重要因素。出色的应时性专辑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助于打造期刊
个性化形象、
彰显期刊价值、提高期刊影响力，对当今期刊的办刊思路应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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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袁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袁由废医存药发

播效应遥 民国中医药期刊中的应时性专辑不乏典

展到试图取消中医袁中医药事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遥

范之作袁拟分作事件专辑尧疫病专辑尧纪念专辑等

民国中医药期刊作为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极具个性

几类进行探讨遥

特色的传媒袁忠实记录了彼时中医的生存和抗争尧中

一尧事件专辑

医学术演进与行业发展的真实状况袁不仅在中医发
展史尧中医教育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袁而且

事件专辑是办刊者配合当时中医界发生的重大

也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及科技期刊发展史的研

事件或出台的重要政策所做的应时性策划袁野是 耶借

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遥 笔者在梳理民国时
期渊员怨员圆要员怨源怨 年冤全国各地出版的具有代表性尧社

势爷与耶造势爷的结合体冶 咱员暂袁强化了中医药期刊的时

代气息和宣传鼓动效果袁引发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遥同

会影响广泛的中医药期刊的办刊特色时发现袁民国

时作为传播媒体袁 它又以自身的传播力量营造出更

中医药期刊中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应时性专辑策划范

深广的舆论声势袁推动所报道的事件向纵深发展袁使

例袁成功塑造了期刊个性化形象袁产生了强有力的社

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或使报道主题更为深入人心并形

会影响袁对彰显期刊价值尧提高期刊影响力有极为重

成共识遥 兹举两例遥

要的作用遥 本文从专题策划和出版的角度袁对其中

渊一冤中医界奋斗号

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遥

员怨圆怨 年 圆 月 圆源 日袁 国民党政府中央委员会决

专辑是指以整期期刊的全部篇幅集中刊载某一

议野废止中医案冶袁中医到了野存亡绝续之交冶遥面对此

专题或某种专业内容的共同性稿件的专刊袁可以看

突发事件袁叶医界春秋曳办刊者反应敏锐袁率先揭露了

作是期刊的专题专稿类专栏在期刊版面空间上的最

野废止中医案冶的阴谋袁准确把握时机袁策划尧出版了

大化袁因此期刊专辑的编辑策划实际上是野期刊专题
策划的有效延伸冶

咱员暂

遥 应时性专辑策划是指在特殊

野中医界奋斗号冶袁以第 猿源 期整期版面为专题创造最
大展现空间袁迅速尧全面地报道了野废止中医案冶的发

的时间节点上袁 适当打破原有编辑模式和出版节

生及中医界反对野废止中医案冶的过程袁营造了强烈

奏袁对期刊内容赋予时效性特征袁体现特殊的编辑

的舆论效果袁 引导中医界人士奋起抗争并最终迫使

意向袁更好地表达或传递办刊理念袁取得显著的传

国民政府撤销原案遥 专辑首先在野提案原文冶栏目刊

基金项目院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基金野民国中医药期刊的办刊模式及其启示冶渊圆园员猿在悦源源冤曰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基金野江苏省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搜集尧保护尧整理与研究冶渊圆园员猿杂允员苑愿苑园园园缘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员园原员源
作者简介院鲍良红渊员怨远源原 冤袁女袁江苏兴化人袁硕士袁副编审袁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文献学尧编辑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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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叶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议决野废止中医案冶原文曳袁文

思考遥经过精心编辑布局袁组合起来的稿件集中指向

后野编辑附识冶对野废止中医案冶予以强烈批评袁代表

同一主题袁代表了中医界远见卓识之士的群体观点遥

期刊观点袁对读者有导引作用曰野团体宣言冶野函电一

叶医界春秋曳抓住中医条例公布之后中医界上下热议

束冶野口诛笔伐冶野大会情形冶野请愿结果冶野当局表示冶

的关键时机策划专辑袁野组合拳冶 效应产生了强大影

野社会舆论冶各栏目从各个层面完整系统地记录了事

响力袁促进业界形成共识袁认识到中医界不能仅寄希

件始末袁将整个事件给读者做了立体化呈现遥 主编

望于叶中医条例曳袁依赖外部扶持袁须革除自身弊端袁

张赞臣为专辑撰写序言以提纲挈领院野民国十八年二

发奋图强袁才能真正发展壮大遥

月二十四日袁中央卫生委员会在首都会议袁议决废止
中医案后袁一时誉论骚然袁全国震动遥 噎噎本社因之
特编耶中医药界奋斗号爷袁叙其经过详情袁以告国人而

二尧疫病专辑
疫病专辑是期刊针对当时突发的流行性传染病

咱圆暂

志纪念遥 噎噎辑之以供将来修医史者之参考焉遥 冶

而做的应时性专题策划袁选题贴近实际尧贴近民众生

野中医界奋斗号冶是一则极为成功的应时性专题

活遥 期刊面对突发疫情袁 从社会和读者需求角度出

策划案例袁期刊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要要
要

发袁遵照医学期刊关注民生尧服务民生的理念袁将多

野废止中医案冶迅速介入并进行整体策划袁利用专辑

层面尧 多视角论述疫病的专稿集中于一期期刊中刊

的集纳性和组合性优势袁及时为业内提供大量相关

出袁对防治疫病发挥更强大的功效遥 如野恶性疟疾之

资讯袁对整个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袁营造并引导社会舆

研究特辑冶野麻疹特刊冶等遥

论袁直至推动这一事关中医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顺
利解决袁体现了期刊专辑强大的传播力量遥 整个专
题策划主旨明晰袁逻辑严密袁逐层推进袁取得了预期
效果袁彰显了应时性专题的新闻性尧现实性价值袁在
中医学史和科技期刊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遥

员怨猿远 年夏秋之际袁 江南一带暴发恶性疟疾袁死

亡率接近 圆园豫袁引发民众忧虑遥 叶现代中医曳关注疫
情变化袁第 苑尧愿 期合刊适时推出野恶性疟疾之研究冶

特辑遥针对肆虐的疟疾疫情袁特辑从理论到临床实际
进行多层面组合袁刊出缪俊德叶恶性疟之研究曳尧周筱

渊二冤中医条例公布特辑

斋叶疫疟研究及治疗报告曳尧汤如芳叶疫疟治疗之我

野中医条例公布特辑冶是叶医界春秋曳策划的另一

见曳等 远 篇专文袁并附录章太炎叶疟论曳尧顾汝俊叶恶性

颁布袁张赞臣将叶汪精卫致孙科书曳原件在该刊第

重要的导引作用遥以缪俊德文开篇袁展卷即见当时疫

员园缘 期影印披露并严厉痛斥袁中医界上下震动袁强烈

情之猛烈院野丙子年秋袁天气燥热袁疫气流行袁噎噎病

月 圆圆 日正式颁布遥 在业界一片欢呼声中袁如何当头

传染自八月一日始袁约至十一月初袁延至三月之久遥

静思考钥 办刊者又一次很好地利用了专辑的声势和

缪文对疟疾定名尧原因尧传染尧症状尧潜伏与再发尧诊

个事件专题遥 员怨猿缘 年袁汪精卫试图阻挠叶中医条例曳

疟疾之有效丹方曳遥特辑精心布局袁首篇尧次篇均具有

抗议袁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叶中医条例曳于 员怨猿远 年 员

民达五万人以上袁死亡率几及百分之二十遥噎噎本病

棒喝袁激起整个群体的忧患意识进而对未来进行冷

中西医界袁竟日奔救袁夜不安枕者袁亦三阅月矣遥 冶咱源暂

力量要要
要策划了第 员员园 期野中医条例公布特辑冶遥 专

断尧脉象尧类证鉴别尧预后尧疗法尧处方尧论药做了全面

辑封面醒目地刊载了主编张赞臣叶庆祝中医条例公

阐述遥次篇为周筱斋撰叶疫疟研究及治疗报告曳袁廓清

布感言曳袁对整个专辑有导读之功院野数年来望眼欲穿

人们对致病原因的错误认识袁 明确指出恶性疟疾暴

之中医条例袁今以公布闻矣遥 吾中医界如虚脱之病

发的野远因冶和野近因冶袁继而论述了治疗恶性疟疾的

夫袁得一强心剂之注射袁心动加强矣遥 噎噎吾何敢独

正确方法咱缘暂遥 特辑对文稿进行精心选择编排袁系统介

不无惴惴遥 冶因为中医野自身不振作袁此时虽有政府

者和民众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指导和帮助遥

之解放袁而终觉前途甚危也冶袁野故吾中医界袁万不能

疫病专辑策划尧出版于疫病暴发尧流行之时袁具

以政府之提倡为已足袁当就本身着想袁力自振作遥 冶咱猿暂

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实用性遥 期刊打破原有的编排常

忧患之思充溢字里行间袁明确表达了专辑的编辑意

规袁根据疫情需要紧急组织专稿袁刊发医界名家的权

向遥

威疫病学知识袁 为疫病的诊断与治疗及时提供可靠

否袁亦大声高呼中医万岁者再遥 然口虽如是袁而心中

绍了有关疟疾方方面面的知识袁切合实际需要袁为医

特辑集合焦易堂叶庆祝中医条例公布感言曳尧陈

的理论和临床依据袁缓解了民众的紧张情绪遥中医大

无咎叶中医条例公布后之中国医事建设曳尧秦伯未叶今

家不仅从预防角度提醒社会民众袁还毫无保留地公开

后之奋勉曳尧包天白叶今后国医界应有之努力曳等 员员

治法和处方袁打破了旧中医的狭隘保守袁在传播中医

篇专稿袁多角度进行深刻透彻的评述袁引发读者深入

药知识的同时袁 提高了中医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地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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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医药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遥在疫情发生

而备受鼓舞袁 非中医行业人士也因对先生的景仰进

时袁办刊者适时组织并迅速推出疫病专辑袁也凸显了

而关注尧理解并支持中医遥叶苏州国医杂志曳的受众范

医学期刊在当时不止关注学术研究袁同时也注重服

围因此得以扩大袁提升了知名度遥

务于民众健康的现实性功能袁 体现了医学期刊办刊

民国中医药期刊中尚有许多出色的应时性专题

者的社会责任担当和关注民生尧学术服务于民的人文

策划范例袁如叶神州国医学报曳员怨猿源 年至 员怨猿远 年连

情怀遥 同时袁专辑的受众群体大大拓展袁也提升了期

续 猿 年发行野猿援员苑冶纪念特刊曰叶中西医药曳员怨猿远 年第

圆 卷第 圆尧猿 期推出野中医科学化论战特辑冶曰叶中医世

刊的社会影响力遥

界曳策划的野阴阳五行讨论号冶野仲景学说讨论号冶野儿

三尧纪念专辑

科病讨论号冶等等遥

纪念专辑是在重要纪念日袁如具有历史意义的

民国中医药期刊应时性专辑的成功运作袁 主要

现实事件发生日尧名人诞辰或逝世日等袁期刊为配合

缘于以下因素院第一袁选题具有重要价值和时效性遥

纪念活动或彰显纪念意义而精心策划的应时性专

办刊人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袁 对行业重

题遥如野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冶野中央国医馆

大事件尧 行业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和敏锐应对能力

成立纪念号冶等遥

与勇敢的社会担当袁决定了其能精准地确立选题袁捕

员怨猿远 年章太炎先生逝世袁叶苏州国医杂志曳第 员园

获广大读者尧 作者及社会民众关注的热点尧 重点问

期出版专刊野章校长太炎先生医学遗著特辑冶以示纪

题遥 第二袁专业团队优秀遥 办刊者拥有丰厚的理论学

念遥 特辑以野医学演讲冶野医学论文冶野论医书牍冶野医

养尧高度的前瞻意识尧明晰的策划方略袁以及紧急状

学考证冶野医学文苑冶缘 个具有共同性的专栏袁变分散

态下的稿件处理能力和高效的出版力量遥第三袁优质

为集中袁将章太炎的 缘苑 篇医学文稿汇集起来袁构成

稿源充足遥 民国医刊的主编或主持及撰稿者多为业

纪念专辑袁集中展示了章太炎先生在中医学方面的

内名家袁对期刊事业全身心投入袁其人格魅力和感召

学术成果和独到见解遥 以编辑按语揭示专辑主题袁

力袁为应急状态下组稿及编排提供了充分条件袁使专

有画龙点睛之功遥 该纪念特辑中刊载了 猿 位医界名

辑质量得到保证遥

家兼主编陆渊雷尧唐慎坊尧王慎轩所作序言遥 陆序生

民国中医药期刊应时性专辑策划范例蕴藏着办

动描述了章太炎先生对中医学的浓厚兴趣及其对中

刊人的不凡创意和编辑智慧袁值得研究和借鉴遥 专辑

医学的深刻见解袁野每晋谒袁先生辄引与论医袁竟日不

的成功运作有助于拓展专题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袁在业

倦袁时聆精义妙理袁则退而震惊冶遥 并对章太炎先生

内或全社会产生野强震冶袁引发广泛影响曰有助于期刊

的医论文章大加赞美袁野章先生经师硕学袁医特其绪

个性化形象的塑造袁彰显刊物特色和个性袁吸引更多

余耳遥 噎噎其发前古之奥义袁开后学之坦途袁数十篇

读者关注袁显著提高期刊的影响力遥 对于当今期刊而

对中医的大力支持袁对苏州国医学校及研究所的积

刊特色袁提高竞争力袁无疑是可行的办刊思路之一遥

中袁岂特一义一术而已遥 冶 唐序则盛赞章太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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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袁策划和出版富有价值和特色的专题专辑袁强化期

极影响院野先生提倡国医之念颇挚袁慨允担任吾校名
誉校长袁泰山北斗袁众望所归遥 今岁新创研究院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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