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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创刊的《中国营养学杂志》与营养科学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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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原始文献的考证及文本分析，对１９４６年创刊的《中国营养学杂志》与我国营养科学的奠基进行研究，以认
识期刊与学科发展的特殊关系。《中国营养学杂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营养学学科的成熟，所载营养学研究成果居当时国际

前沿地位，彰显了期刊在记载科学历史、传播科学、培育新兴学科与养成科学群体方面的强大社会功能。

关键词　　《中国营养学杂志》　中国科技期刊史　营养科学

　　英国著名学者迪克认为：从１７世纪以来，科技学术期刊
就是报道新发明和传播新理论的主要工具。“我甚至说，假

设没有定期刊物，现代科学当会以另一种途径和缓慢得多的

速度向前发展，而且科学和技术工作也不会成为如同现在一

样的职业”［１］，姚远也在《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中的“期刊

发展的学科特点”中对期刊促进学科发展的功能做了研

究［２］。抗日战争时期筹备并在 １９４６年创刊于贵州安顺的
《中国营养学杂志》（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杂志》）对期刊促进一个学科诞生的强大功能是一个很好

的诠释。然而，对该刊的研究，却鲜有涉及［３］。《中国营养学

杂志》是今《营养学报》之前身，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营养学

科的诞生与成熟，奠定了中国营养学发展的历史根基。为

此，我们对《杂志》的出版及其与我国营养科学的奠基进行研

究，以认识期刊与学科发展的特殊关系。

１　创刊的社会背景

我国现代营养学研究实际开始于２０世纪初，当时正是
国际上营养研究开始进入活跃的阶段。清光绪二十六年十

月廿三日（１９０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出版的《亚泉杂志》第２期发
表的节译自日人近藤会次郎、田中礼助《有机化学》的《食物

标准及食物各质化分表》一文，为传入我国最早的营养学论

文，其涉及成人每日身中泄出物表、常用食物各质化分表，以

及“蛋白质”、“养生之成分”、“消化之质”、“吸收之质”、“新

陈代谢”、“养生家”等概念［４］。１９１３年，由个别教会医院的
医生所开展，例如，山东济南之共和医道学堂 ＡｄｏｌｐｈＷＨ所
研究的山东膳食调查［５］，自此以后的１２年中仅发表论文１７
篇，但却为我国营养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这一阶段

可以称为现代营养学在我国的幼稚期。１９２５年，以北京协和
医学院生化系、燕京大学化学系、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所三

个机构为代表的国内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相继兴起营养学

的研究，尤其在维生素研究方面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同时

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这与当时

迅速发展的欧美各国营养学研究内容同步。期间，由中国近

代生物化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吴宪教授，组织了留学回

归的生化学家林国镐、万昕、陈同度、张昌颖等在北京协和医

学院生化系从事营养学研究。同时，清华大学的萨本铁、北

平大学农学院的陈朝玉和罗登义、前南京中国科学社郑集等

均开展了营养学研究工作。当时的营养学研究性论文大部

分刊登在１９２７年创刊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少数文章刊
登在《中华医学杂志》、《中国化学会会志》、《科学》、《营养专

报》、《论文丛刊》和《营养杂记》上。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
从事营养学研究的部分高校内迁于贵州，继续开展营养学研

究工作。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３７年可称为我国现代营养学的发
育成长期。１９４１年，在重庆歌乐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营养学
工作会议，决定组成中国营养学会筹备委员会，并在贵州安

顺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营养研究所———陆军营养研究所；１９４５
年，第二次全国营养学工作会议在重庆卫生实验院召开，出

席会议的委员有万昕、郑集、王成发、周启源、陈朝玉、罗登义

等，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国营养学会成立，选举万昕为学会

会长，并负责组织、筹备创办《中国营养学杂志》。万昕（１８９６
～１９９４年）是吴宪博士之后老一辈营养学家中最年长者，也
是我国生物化学与营养学的先导者之一，他早年就读于北京

清华学堂，１９２０年赴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后于１９２９年回国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专攻营养学，研究纯素食与荤素杂食对动

物生长、繁殖及寿命的关系。

１９４６年１月，《中国营养学杂志》正式创刊（见图１），它
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营养学科的成熟，开启了中国营养学事业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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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编辑与出版

《杂志》由中国营养学会出版发行，共出版２卷４期，刊
登论文２１篇（见表１），１９４８年因国内战争停刊。第１卷编
辑处设在贵州安顺军医学校陆军营养研究所，由万昕教授任

主编兼经理编辑，担任编辑的有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的王成

发、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的郑集、北平国立清华大学的沈同、

成都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的陈朝玉。从第２卷起迁至上海，
编辑处设在上海国防医学院卫生实验室。《杂志》是采用英

文为主要文种的纯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综合论述研究营

养学的论文，各方面的营养调查、营养试验报告等。主要栏

目设有“学术论著”、“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及“综述”等，

并附有投稿简则。因此，学术性成了《杂志》最为重要的特

色。综合其投稿简则与载文内容等可将其办刊思想归结为：

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报道具有国内外先进学术水平的营养

学研究论文，促进营养科学研究发展，改善国民营养状况。

《杂志》要求“来稿必须照本志格式，用中文、英文或德文

写成。研究原著，必须附以可资参考之摘要，用中文作主文

者，须附以外国文之摘要，用外国文作主文者，须附以中文之

摘要”。这种采用中、英文相结合，以英文为主的方式，让我们

看到了《杂志》编者超前的编辑意识，把读者群扩展到国外，向

世界展示了我国营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编者不仅面向

全国，而且面向世界的办刊理念。《杂志》投稿简则载“投登本

志之稿件，须为未经发表之营养实验或调查原著，及权威性之

综合论述营养论文”。正因为如此，综观《杂志》刊载食物营养

成分与人体生理的关系、中国人主食营养成分分析、各类人群

营养状况的调查及膳食计划、中国地方食物营养成分分析与

食物营养成分测定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以翔实的

图１　《中国营养学杂志》创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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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既便于阅读，又让人一目了然。《杂志》注重向作者发送

样稿，这是编者为其刊物的科学化、规范化所做出的举措与努

力。《杂志》在鼓励作者踊跃投稿、提倡实事求是的同时，也

旗帜鲜明地反对一稿两投的文章，故在每一期中均告诫“已投

其他杂志之稿件，不得再投本志，既投本志之稿，亦不得再投

他种杂志，凡作者违背本条规则时，一经发觉后，本志以后，即

永远拒绝刊载其稿件”。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编者对科学的尊

重和知识产权的维护，也促使投稿人慎重地对待自己的文章，

遵守编辑出版道德，这一方面《杂志》编者们做得十分出色，不

愧为称职的“把关人”。《杂志》无论在论文的书写格式、参考

文献的著录方法、致谢等方面，都与国际上早期使用的体例接

轨；编辑编排规范，层次明晰，彰显了办刊人的编辑理念、勇于

拓新的学术意识以及在编辑过程中所迸发出的智慧之光，

其成功之道将会给今天科技期刊的办刊提供有益的启示和

借鉴。

表１　《中国营养学杂志》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发表论文２１篇总目

作　　者 文　　　　题　　　 出版年月 卷（期） 页码

陈朝玉、王祖泽 野鸟肌肉蛋白质之生理价值 １９４６０１ １（１） １
罗登义、陈善明 化学处理与生长对于蒿笋中丙已两种维生素之影响 １９４６０１ １（１） ５
万　昕、陈尚球 军医学生膳食调查Ｉ．战前与战时膳食之比较 １９４６０１ １（１） １１
周　超 动物类食物中甲种维生素之含量 １９４６０１ １（１） ２０
王成发、王淮洲 茶、草、瓜叶中胡萝卜素之含量 １９４６０７ １（２） １
罗登义、陈善明 药物处理增进蔬菜中丙已两种维生素之再步试验 １９４６０７ １（２） ２９
陈朝玉、端木道 海产动物肌肉蛋白质之生理价值 １９４６０７ １（２） ３５
王成发、廖素琴 重庆儿童维生素丙营养状况调查 １９４６０７ １（２） ３８
王成发、陈费润 战时重庆工人营养调查 １９４６０７ １（２） ４５
罗登义 中国粳小米及糯小米中蛋白质之营养价值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１
梅祖彤、沈同 维生素丙对于红血球及血色素之效应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７
葛春霖 华北中学生营养调查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１３
王友竹 四川李庄人民之膳食调查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２１
孟威廉、杨恩孚 胆醇对于甲种维生素测定之影响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３３
万　昕 我国军队之健康与营养 １９４７０７ ２（１） ４２
许鹏程、聂剑初 油菜中丙种维生素之效率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１
陈素非 重庆气候与人体内钙质之利用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８
倪章棋 上海学生之身长、体重及营养商数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１４
李维矪、李亚芳 上海蔬菜中丙种维生素之含量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２２
倪章棋 上海学童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身长与体重之比较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３１
王淮洲、张华征 重庆食物中草酸之含量 １９４８０８ ２（２）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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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营养学传播内容

姚远从科技传播学角度提出了科技期刊传播史研究中

的一大缺失：“忽略了科技期刊最本质的东西———其科学技

术内容的传播”［６］。因此，有必要厘清《杂志》的传播内容，

以认识它在医学科技传播演进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３．１　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生理的关系

《杂志》刊载了我国常用食物的分析结果，阐明了食物营

养素与人体生理的密切关系。例如，吴宪和万昕等针对我国

食物的特点，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通过数十代动物大白鼠

的研究，将纯素膳与荤杂膳为指标，分析研究了两种膳食的

营养价值，指出中国人与欧洲人相比，体质弱和身材矮是由

于膳食质量低造成的，而不是种族和遗传上的差异，从理论

上否定了外国专家及部分国内学者对中国人种族体质问题

的各种偏见。梅祖彤、沈同所著“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
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ｙｔｅ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Ｈｕｍ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一文通过研究得出“成年人于平常膳食之外，服用
丙种维生素，每日五百公丝，连服十日后，其平均红血球数，

比较实验开始时，增加６．３％；其血色素浓度增加４．８％，惟
继续服用二十日后，其红血球及血色素浓度，又逐渐恢复原

状”之结论。陈朝玉等所著“野鸟肌肉蛋白质之生理价值”、

“海产动物肌肉蛋白质之生理价值”，分别对当时食谱中的野

鸟肉、海产动物的蛋白质进行了测定，阐明了野鸟肉、海产动

物所含蛋白质对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价值。倪章棋的“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ｒａｉｔ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１１ｔｏ２０Ｙｅａｒｓｏｆ
Ａｇｅ”，“Ｈｅ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Ｗｅｉｇｈｔｓ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ｃｈｏｏｌ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等文，
通过对青少年生长指标的统计，结合其营养状况做出了科学

的分析，从而指出了不同的食物营养成分对青少年生长发育

有着重要的影响。

３．２　中国人主食营养成分分析、各类人群营养状况的调查
及膳食计划

　　罗登义所著“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ａｎｄＮｏｎｇｌｕｔｉｎｏｕｓＭｉｌｌｅｔｓ”一文，研究了花小豆蛋白
质、粳小米及糯小米的营养价值，得出：“中国粳小米及糯小

米之蛋白质，营养价值均属于中下等；但花小豆之蛋白质，具

有显著之补缺关系”之结论。另有许鹏程等“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ａＧｒｅｅｎＬｅａｆ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Ｃｏｌｚａ（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ａｒ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周超“动物类食物中甲种维生素之含量”、王
成发等“茶、草、瓜叶中胡萝卜素之含量”等文，首次对中国人

主食营养成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分别阐述了绿叶蔬菜、

动物、植物和瓜果中的蛋白质、维生素与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

的含量，揭示了中国人主食食品的营养特点和营养成分的缺

失，从而有助于制定合理的膳食计划。

万昕、陈尚球的“军医学生膳食调查 Ｉ．战前与战时膳食
之比较”、葛春霖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王友竹的“四川李庄人民之膳食调查”、王成
发、陈费润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ＷａｒＴｉｍｅ”等文，对不同地区各种人群的保健膳食和
营养缺乏进行了调查。其中，王友竹所著“四川李庄人民之

膳食调查”一文，对四川李庄常用食物的营养成分、当地人的

饮食习惯等进行调查，并分析两者的关系，其结果编制成“每

人每日摄取营养素之平均量”、“各种食物中热量之分配”、

“各种营养素中热量之分配”、“各类食物中蛋白质之分配”

表。以“报告民国３４年春季四川李庄人民膳食状况，目的在
增加国人膳食之调查，作为改进国人营养之张本”为目的，得

出“每人日摄取营养素：（１）热量仅农民适足，余均不足，热
量来源之分配，复多不合标准；（２）蛋白质量有多与不足，质
不甚好；（３）脂肪则普遍缺乏；（４）无机盐中之磷及铁足用，
而钙仅农工二界所食者足用，余均缺乏；（５）维生素除农民之
甲种维生素不足外，乙丙二种均尚充足”的结论，给国人以有

益的启示。

针对特殊人群对食物营养的需求不同，提出中国人群科

学合理的饮食计划。如万昕的“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ｒｍｙ”一文对中国军队士兵进行了膳食与健康的调
查，总结为：“中国军队在征募时，体格每不健全，因之各种

疾病及营养不良之状况，在军队中甚形普遍。以前军队中之

膳食，谷类过多，肉类及油类太少，因之蛋白质，脂肪及钙质，

甲种及乙种维生素，均形缺乏，热量亦竟及标准定量之３５００
卡。最近规定之主副食，对于士兵之膳食大见改良，但动物

类蛋白质，甲种维生素及钙质仍感不足，若采用有色蔬菜，则

甲种维生素及钙质，则大形增加也”。

３．３　中国地方性食物营养成分分析与食物营养成分测定的
影响因素

　　我国土地辽阔，气候、土壤、食品加工与饮食习惯等有
所不同，使得各地区的食物营养成分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必

要针对这些差异进行各地方食物营养成分的分析。如王淮

洲等的“重庆食物中草酸之含量”对重庆地区出产的食物和

重庆人常用食物中草酸成分进行了含量测定；李维矪等“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对上海各种蔬菜维
生素含量进行鉴定分析。陈素非“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ｕｌｔＭｅｎｉｎＣｈｕｎｇｋｉｎｇ”一文，对重庆
地区日照等气候环境与人体钙吸收的研究：“本研究用健康

男学生３人，其年龄在 ２３－２５岁，由 １９４５年秋季开始迄
１９４６年夏季止。每季试验期间计１０日，在此期中，除供给规
定的食物与水外，不另食它物”，得出试验结果“大便排除钙

量之多寡，与气候有明显的关系。计体内钙质之保持量：秋

季为１４％，夏季为９％，冬季与春季则仅有３％。”从而阐明
“大小便中磷之含量恒保持正常量，亦不受气候之影响；除与

钙质新陈代谢有关的营养素外，太阳光与钙的利用，亦有密

切关系；重庆夏末秋初的太阳光（即紫外光线）如无迷雾遮盖

可直接照射地面，因此对于协助体内钙质之吸收与利用效果

显著”。这表明当时对人体营养素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食

物，而且还注重了气候环境因素的影响。

《杂志》还刊载了在营养素测定过程中一些重要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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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论文。如，孟威廉、杨恩孚“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ｉｎｔｈｅＣａｒｒＰｒｉｃ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Ａ”一文，通过实验得
出结论：“普通血液中，每百公撮所含之胆醇量，每能产生此

种差误，有７－２０国际单位，血液胆醇遇高时，则此种错误尤
甚，故以三氯化锑液测量血液甲种维生素含量时，对于此点，

当特别注意”。罗登义等著有“化学处理与生长对于蒿笋中

丙乙两种维生素之影响”、“药物处理增进蔬菜中丙乙两种维

生素之再步试验”等文，分析了化学物质或药物作用于蔬菜

后，其所含丙乙两种维生素发生了变化，应重视各种因素对

测定的影响。

４　结语

《杂志》诞生于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贵州安顺。在硝烟仍

然弥漫、人民尚且食不果腹的战争年代，一些科学家却倾心

于最基础的营养科学研究、揭穿国人并非天生“东亚病夫”的

谬传，虽然身处穷乡僻壤的安顺，却直抵国际前沿，创办了一

份以英文为主的高水准纯学术期刊。“小地方”办出了“大

期刊”，成为贵州地方新闻出版史和科学文化史上破天荒的

一页，也表明期刊在构建地方科学文化中无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杂志》刊载了当时我国营养学领域中的最具代表性的

新成果、新理论，开启了我国膳食营养的观念革命，尤其是

在食物中维生素的含量与功效的研究居当时国际前沿地位，

以一批科学家 — 一个研究所 — 一份学术期刊的独特模式，

形成了营养科学传播的典型机制，从而奠定了我国营养学科

的基础。

《杂志》的诞生与传播，再次表明学术期刊与学科诞生具

有共生共存的孪生关系。同时，也表明期刊始终是科学家发

明新学理、传播科学最有力的工具，也几乎成为最为强大可

靠的、最为权威的科学传播载体。如果身处贵州安顺的那些

科学家仅仅是在研究所里讨论、演讲营养学，而不通过期刊

媒介将自己系统的思想、观点和发明公诸于世，那我们可能

永远难以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偏僻之地、那些科学家，竟然

做出了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这正彰显了期刊在记载科学

历史、传播科学、培育新兴学科与养成科学群体方面的强大

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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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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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认为创刊于１９２５年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是中国创办最早的生物学学术期刊。它
的办刊理念在于将科学与国家的荣誉和国民的安康结合起来，放宽视野，走国际化道路，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传播与发展奠

定了基础。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　生物学　中国科技期刊史

　　据现有资料，在 １９２５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出版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之前，生

物学方面的早期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在国内主要发表于三种

博物杂志和中国科学社的《科学》月刊（１９１５）上。这三种博

物学期刊是中华博物研究会（中华博物学会）１９１４年创办的

《博物学杂志》（１９２８年停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大

学前身）博物学会１９１８年创办的《博物学会杂志》和北京高

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博物学会１９１９年创办的

《博物杂志》（１９２５年停刊）。这些杂志的内容中，地质学、矿

物学所占的比重不到 ２０％，属于生物学的均占 ８０％以上。

１９２４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调整为生物系，博物学会

改为生物学会，《博物学会杂志》因此也从１９２４年第６卷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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