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任编辑主任、编辑、主编、副主编、编委
和编辑部成员

时间 主任 编辑

１９３６ 谢家荣 章鸿钊　 田奇王隽　 李四光　 李学清　 冯景兰　 杨钟健　 尹赞勋　 斯行健　 孟宪民　 袁复礼

１９３７ 谢家荣 尹赞勋　 斯行健　 孟宪民　 谭锡畴　 张席礻是　 田奇王隽　 李四光　 冯景兰　 李学清　 章鸿钊　
孙云铸

１９３８ 谢家荣 李四光　 田奇王隽　 孟宪民　 尹赞勋　 杨钟健　 计荣森　 李春昱　 侯德封　 王恒升

１９３９ 谢家荣 李承三　 黄汲清　 孙云铸　 常隆庆　 张　 更 　 田奇王隽 　 高 　 平 　 李春昱 　 王 　 钰 　 俞建章 　
杨钟健

１９４０ 谢家荣 李春昱　 张　 更　 杨钟健　 王　 钰　 李四光 　 乐森王寻 　 高 　 平 　 李承三 　 孙云铸 　 俞建章 　
田奇王隽

１９４１ 杨钟健 谢家荣　 计荣森　 王　 钰　 田奇王隽　 高 　 平 　 张鸣韶 　 李承三 　 高振西 　 侯德封 　 张 　 更 　
张席礻是

１９４２ 杨钟健 谢家荣　 孟宪民　 南延宗　 李承三　 王晓青　 李春昱　 尹赞勋　 张　 更　 王　 钰　 叶连俊

李庆远　 杨遵仪　 张　 恺　 常隆庆　 李善邦

１９４３ 杨钟健 谢家荣　 王恒升　 李承三　 孟宪民　 高　 平　 高振西　 田奇王隽　 乐森王寻　 侯德封　 王曰伦　
程裕淇　 彭琪瑞

１９４４ 候德封 杨敬之　 张　 更　 俞建章　 袁复礼　 叶良辅 　 田奇王隽 　 赵金科 　 王鸿祯 　 孟宪民 　 王恒升 　
张席礻是

１９４５ 侯德封 谢家荣（代主任）　 孙云铸　 李承三　 赵金科　 乐森王寻　 曹国权　 王嘉荫　 杨敬之　 田奇王隽　
王恒升　 王曰伦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 谢家荣 曹国权　 赵家骧　 章鸿钊　 王竹泉　 毕庆昌 　 侯德封 　 卢衍豪 　 李庆远 　 杨钟健 　 田奇王隽 　
乐森王寻　 周昌芸　 夏湘蓉　 阮维周　 潘钟祥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 谢家荣 马祖望　 南延宗　 许　 杰　 卢衍豪　 章鸿钊　 杨钟健　 孟宪民　 李承三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 王　 钰 许　 杰　 卢衍豪　 潘钟祥　 侯德封　 高　 平　 南延宗　 李春昱　 姜达权　 高振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侯德封 王　 钰　 卢衍豪　 高　 平　 赵家骧　 高振西　 李春昱　 姜达权　 张　 更　 王竹泉　 岳希新

田奇王隽　 刘祖彝　 赵金科　 王嘉荫

１９５１ 孟宪民 卢衍豪　 乐森王寻　 邓玉书　 田奇王隽　 黄劭显　 吴磊伯　 高　 平　 李承三　 张寿常　 南延宗　
白家驹　 张祖还　 陈国达　 王恭睦

１９５２～１９５６ 停刊

时间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编辑部

１９５７． ２ ～
１９６２

夏湘蓉 彭琪瑞　
张忠胤

孟宪民　 夏湘蓉　 张炳熹　 岳希新　 彭琪瑞　 张忠胤　
田奇王隽　 程裕淇　 谢家荣　 孙云铸　 黄汲清　 池际尚

马杏垣　 张　 更　 徐克勤　 喻德渊　 尹赞勋　 张文佑

赵家骧　 陈梦熊　 冯景兰　 叶连俊　 涂光炽　 侯德封

陈国达　 郁士之　 黄　 懿　 邓玉书　 严坤元　 常隆庆

刘　 颖　 张安棣　 秦淑英

张振寰　 叶庆同

１９６２． １２ ～
１９６６

程裕淇 蒋　 溶　
马杏垣　
吴功建

孟宪民　 黄汲清　 田奇王隽　 喻德渊　 叶连俊　 涂光炽

岳希新　 张炳熹　 尹赞勋　 张　 更　 徐克勤　 冯景兰　
程裕淇　 马杏垣　 蒋　 溶　 张伯声　 陈国达　 孙云铸　
赵家骧　 谢家荣　 张文佑　 池际尚　 陈梦熊　 夏湘蓉　
侯德封　 王述平　 王竹泉　 张宗祜　 曾鼎乾　 吴磊伯　
吴功健　 朱国平　 郭文魁　 陈庆宣

王立文　 季国容　 姚彦之

贺　 勃　 李友桂　 肖庆辉

萧品芳　 李纪良　 李上森

万兰荪　 王士涛　 张红华

１９６６～１９７９ 停刊

１９７９． ３ ～
１９８３ 年

郭文魁 叶连俊　
马杏垣

常务编委会：　 　 蒋　 溶　 王鸿祯　 王池阶　 姚培慧　
冯钟燕　 边知非

主　 任： 何世沅

副主任： 梁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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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赞勋　 杨遵仪　 王鸿祯　 卢衍豪　 徐　 仁　 李廷栋　
黄汲清　 李春昱　 张文佑　 马杏垣　 陈国达　 张伯声　
陈庆宣　 程裕淇　 董申葆　 池际尚　 吴磊伯　 涂光炽　
徐克勤　 蒋　 溶　 彭志忠　 郭文魁　 宋叔和　 陈毓川　
冯钟燕　 叶连俊　 岳希新　 郑　 直　 姚培慧　 王尚文　
王池阶　 黄振威　 黄绍显　 孙殿卿　 刘东生　 张宗祜　
业治铮　 陈梦熊　 王大纯　 王思敬　 袁道先　 顾功叙　
袁学诚　 边兆祥　 阎俊峰　 戴广秀　 曹　 添　 彭　 觥　
边知非

成　 员：
高海燕　 何世沅　 胡亚昌

季国容　 梁少颜　 罗正华

汤汉章　 王　 毅　 萧品芳

１９８３． １２ ～
１９８８

郭文魁 叶连俊

马杏垣

丁国瑜　 马杏垣　 马宗晋　 王大纯　 王思敬　 王鸿祯　
叶连俊　 卢衍豪　 冯钟燕　 刘光鼎　 刘鸿允　 孙　 枢　
何世沅　 吴功建　 肖序常　 宋叔和　 汪品先　 李廷栋　
李春昱　 李德生　 陈国达　 陈毓川　 郑　 直　 罗正华　
杨遵仪　 张宗祜　 张秋生　 张炳熹　 姚培慧　 郭文魁　
涂光炽　 曾允孚　 徐克勤　 徐道一　 钱祥麟　 袁道先　
梁少颜　 崔鸣铎　 阎俊峰　 黄振威　 曹照垣　 黄蕴慧　
曾允孚　 董申葆　 彭志忠　 谢学锦　 葛亮涛　 程裕淇　
戴广秀

主　 任： 罗正华

成　 员：
丁祖国　 高海燕　 郝梓国

何世沅　 胡大昌　 季国容

梁少颜　 罗正华　 任保良

沈晓毅　 王　 毅　 萧品芳

周　 健

１９８８． １１ ～
１９９３

郭文魁 叶连俊　
马杏垣　
姚培慧

丁国瑜　 马杏垣　 马宗晋　 王大纯　 王思敬　 王鸿祯　
叶连俊　 卢衍豪　 冯钟燕　 刘光鼎　 刘鸿允　 孙　 枢　
何世沅　 吴功建　 肖序常　 宋叔和　 汪品先　 李廷栋　
陈毓川　 李德生　 陈国达　 杨遵仪　 郑　 直　 罗正华　
张炳熹　 张宗祜　 郭文魁　 涂光炽　 姚培慧　 徐道一　
钱祥麟　 徐克勤　 梁少颜　 崔鸣铎　 袁道先　 黄振威　
曹照垣　 阎俊峰　 曾允孚　 董申葆　 黄蕴慧　 谢学锦　
葛亮涛　 程裕淇

主　 任： 罗正华

副主任： 高海燕　 郝梓国

成　 员：
高海燕　 郝梓国　 何世沅

季国容　 李有社　 刘淑春

罗正华　 任保良　 沈晓毅

王　 毅　 萧品芳　 张　 力

周　 健

１９９３． ２ ～
１９９７

郭文魁 陈毓川

（常务）
马宗晋　
叶大年

刘益康

丁国瑜　 马宗晋　 王　 驹　 王京彬　 叶大年　 叶贵均　
乔秀夫　 刘天泉　 刘宝王君　 刘益康　 刘敦一　 刘殿生

　 安芷生　 许志琴

孙　 枢　 杜乐天　 杨　 起　 杨遵仪　 李干生　 李廷栋　
李兆鼐　 李章大　 李德生　 肖序常　 何世沅　 汪品先　
宋叔和　 张国伟　 张宗祜　 张荣华　 张理刚　 陈　 旭　
陈　 骏　 陈毓川　 郑　 直　 郑绵平　 胡海涛　 郝梓国　
赵国光　 赵鹏大　 骆华宝　 钱自强　 钱祥麟　 郭文魁　
涂光炽　 陶维屏　 阎敦实　 蒋　 志　 程裕淇　 管海晏

主　 任： 罗正华　 郝梓国

副主任： 郝梓国　 高海燕

成　 员：
季国容　 刘淑春　 罗正华

任保良　 王　 毅　 萧品芳

章雨旭　 周　 健

编务： 张文妹

１９９７． ３ ～
２００１．１２

郭文魁 陈毓川

（常务）
马宗晋　
叶大年　
刘益康

（同上届） 主　 任： 郝梓国

副主任： 高海燕　 章雨旭

成　 员：
高海燕　 郝梓国　 刘淑春

任保良　 任希飞　 王　 毅

王增吉　 萧品芳　 章雨旭

周　 健

编务： 张文妹

２００２． １ ～
２０１３．１２

任纪舜 周新民　
韩家懋　
顾家裕　
聂凤军　

安芷生　 陈　 骏　 陈　 旭　 陈江峰　 邓起东　 董树文　
杜乐天　 顾家裕　 韩家懋　 侯增谦　 李干生　 李廷栋　
李献华　 刘敦一　 骆华宝　 马宗晋　 聂凤军　 钱祥麟　
乔秀夫　 任纪舜　 史晓颖　 舒德干　 涂光炽　 汪品先　

主　 任： 章雨旭　 郝梓国

成　 员：郝梓国 　 刘淑春 　
任保良　 任希飞 　 王思恩 　
章雨旭　 周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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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晓颖 王　 驹　 王京彬　 王铁冠　 肖序常　 张国伟　 张宗祜　
赵　 越　 赵鹏大　 赵一鸣　 郑绵平　 周新民

编　 务： 刘会香 　 李晨伟 　
黄羲惠　 孙立卿　 王晓娟

２０１４． １ ～
２０１８．１２

杨文采 董云鹏　
聂凤军　
庞忠和　
王椿镛　
王汝成　
谢树成　
章雨旭

（常务）
朱祥坤　
朱筱敏

操应长　 曹建华　 程　 海　 代世峰　 董云鹏　 杜远生　
多　 吉　 范宏瑞　 丰成友　 付水兴　 郭正堂　 黄宝春　
黄润秋　 嵇少丞　 贾　 东　 金振民　 李三忠　 李旭平　
凌洪飞　 吕洪波　 毛建仁　 聂凤军　 庞忠和　 裴先治　
曲国胜　 任　 东　 邵　 磊　 石耀霖　 史长义　 孙龙德　
孙卫东　 孙晓明　 王椿镛　 王登红　 王　 驹　 王璞珺　
王汝成　 王瑞江　 王向东　 魏春景　 吴文鹂　 吴珍汉　
肖文交　 谢树成　 徐则民　 阎长虹　 杨瑞东　 杨文采　
姚玉鹏　 殷跃平　 于常青　 袁道先　 张成君　 张发旺　
张光辉　 张岳桥　 章雨旭　 赵文智　 郑永飞　 周忠和　
朱　 光　 朱祥坤　 朱筱敏

主　 任： 章雨旭

成　 员：
郝梓国　 黄　 敏 　 刘志强 　
章雨旭　 周　 健

编　 务： 黄羲惠 　 孙立卿 　
王晓娟　 刘　 萌

　 　 注： 编辑和编委均按原刊顺序排列，绝大多数是按笔划多少为序（１９５６ 年以前是繁体汉字）。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上任的编委是

按汉语拼音顺序。 １９７９ 年以后的编辑部成员均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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