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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中国口腔医学期刊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简称“新冠疫情”) 中的作用，研究口腔医学期刊在防

控疫情中的行为和成效。【方法】结合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分析口腔医疗特点、口腔医学期刊分布及防疫刊文状态。
【结果】口腔医学期刊对新冠疫情响应迅速，能及时引导广大口腔医学工作者，传播正确的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口腔诊疗意见

与建议。【结论】中国口腔医学期刊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传播相关的口腔诊疗理念与研究进展，同时也促进口腔医学的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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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简称“新冠

疫情”) 来势汹汹，全国各地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在党中

央的号召与带领下，全民防疫刻不容缓。
口腔医学期刊所处的口腔医学是一个较小的一

级学科，全国从业人员仅数万人，口腔诊疗范围也仅

包括口腔及颌面外科。查询近 10 年中国知网服务

平台，截至 2020 年 3 月 7 日，题名含“冠状病毒”的

文献共 3514 条，其中关键词或者摘要中含“口腔”
的文献仅 12 条。更换查询条件，题名含“流行”或

“流行病”且关键词含“口腔”的文献仅 10 条。从查

到的文献来看，经口腔传播流行的疾病，主要限于牙

周病、手足口病及乙肝等。即使面对 2002 年底开始

的形式严峻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在中国知网检索到

的口腔医学相关文章也仅有 2 篇。反之，以“新型

冠状病毒”为关键词检索近两月发表的文献，共获

得 1010 条。口腔医学的防疫文献过少，报道公共突

发重大事件相关口腔医学研究的经验馈乏。此次新

冠疫情期间，口腔医疗和研究是否与防控新冠疫情

没有联系? 口腔医学期刊是否与新冠疫情防控没有

相关性? 本文旨在探讨口腔医疗和口腔医学期刊在

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介绍口腔医学期刊在防控

疫情中的行动与成效，为提升口腔医学期刊在医学

相关的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能力和学术传播

能力，实现口腔医学期刊促进口腔医学发展的目标

提供参考。

1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口腔医疗防控传染性疾病的历史研究数据非常

少，可借鉴处几乎为零。此次遭遇新冠疫情，是挑战

也是机遇。本研究结合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

探讨口腔医疗及期刊在防控疫情中的作用，分析口

腔医疗与防控疫情的关系、口腔医学期刊与疫情防

控的相关性。统计中国( 不包含台湾地区) 口腔医

学期刊防控新冠疫情文章的相关数据，介绍相关稿

件如何执行同行评议，以及论文发表后的传播效率，

比如平台阅读、下载情况，多渠道推送情况等，探讨

口腔防控疫情的学术信息如何通过口腔医学期刊及

时报道和积极传播。
笔者检索了中国口腔医学期刊网站、微信公众

号，以及中国知网和其他学术交流平台，同时访问了

全国各大口腔医( 学) 院、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研

究单位的网站及多种公众交互媒体。新冠肺炎病毒

防控的口腔医学类文章的发表形式主要包括期刊官

网在线出版、第三方平台网络首发、预出版、微信以

及新冠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等。

2 口腔医疗及期刊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2． 1 口腔医疗、研究与疫情防控的关系

口腔医学期刊的报道以口腔医学为核心，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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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读者和编辑主要为口腔医务人员和研究人员，以

及口腔医学院校师生等。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群普

遍易感、传播能力强等特点，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

密切接触传播。口腔诊疗特殊，常规操作时可因喷

溅而产生大量飞沫，进而转化为飞沫核以气溶胶的

形式悬浮在空气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气溶

胶传播可能，无症状患者也能成为传染源。如果新

冠肺炎患者正处于潜伏期或隐瞒病情，口腔治疗时，

其病毒可混在气溶胶中，导致医院内感染率升高。
医护人员及其他口腔患者都极有可能成为感染者或

二次传播者［1 － 4］。
现有大多数口腔诊治环境没有应对急性易感传

染病的保障，诊治过程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常规开诊

容易导致疫情蔓延。呼吁非紧急患者暂缓就医，但

危急重患又如何得到收治? 新冠疫情期间的门诊急

诊管理如何进行? 可有禁忌与规范、诊治方案及临

床路径? 诊治场所如何隔离与防范? 因此，口腔医

疗、研究与新冠疫情防控直接相关。
2． 2 口腔医学期刊与疫情防控的相关性

口腔医学期刊与新冠疫情防控紧密相关。中国

现代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发源于百年华西口腔，包括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空军军医大学( 原第四军

医大学) 、武汉大学等五大口腔培养院校在内，目前

全国口腔医学专业学校授权单位已达 70 所。从全

国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结果来看，符合参评条件

并参评的院校共 17 所，其中口腔医学评估等级结果

在 B － 级及以上的培养单位 8 所［5］，占授权单位总

数的11． 43%，其( 共同) 主办的口腔医学期刊共 14
种，约占授权单位主办期刊总数的 50%。口腔医学

培养单位主办的口腔刊物比较集中，有利于学术探

讨及意见的形成与宣传。统计分析中国的连续型口

腔医学出版物，包括期刊、连续型电子期刊与连续出

版了 26 年的《中国口腔医学年鉴》，其中英文期刊 2
种，中文期刊 27 种。从地域来看，这些刊物覆盖了

中国的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东北几大

版块，2 种期刊位于疫情严重的湖北省武汉市。从

学科分布来看，上述刊物涵盖了口腔医学的各个亚

学科，从口腔内科到口腔外科，从儿童口腔到老年口

腔等，也涵盖了口腔器械、护理、临床及教育等。中

国的口腔医学期刊已成体系，从普通刊物到科技核

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SCI 收录期刊均有分布。就

办刊学术水平而言，也不乏优秀期刊。“中国科技

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领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 IJOS，《国 际 口 腔 科 学 杂 志 ( 英 文

版) 》) 将早期刊发的疫情防控相关文章通过 Nature
平台迅速传播; 梯队期刊《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在第

一时间刊发了与疫情防控的相关学术论文; 《中华

口腔医学杂志》早在 2020 年 2 月中旬就刊发了来自

武汉抗疫一线的防控学术论文。这些优秀期刊逐步

带动整个口腔医学期刊界群策群力、科学防控。北

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口腔医学期刊在上述刊物的带

领下，针对此次新冠疫情防控，发挥主观能动性，积

极组稿、积极刊文，各亚学科专业优势互补。刊发的

口腔医疗防控信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口腔科技工作

者的学术成果传播，促进专家团队意见的快速形成。
只有通过科学防控和诊治，才能夺取口腔防控疫情

的最后胜利。

3 口腔医学期刊在防控疫情中的行动与成效

口腔医学期刊的防控疫情行动，首先在于快速

组稿与流程策划。期刊收集到关于防控和诊治的学

术文献，再开设绿色通道快速处理，经过严格的同行

评议［6］后发表与推广，才能在业界产生共鸣，从而

推动更多的科技工作者研究防控措施。经统计，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2020 年 3 月 7 日，口腔医学期刊

已发表 30 余篇新冠防疫论文。由此可见，口腔医学

期刊编辑部此次组稿策划行动普遍迅速。稿件收稿

时间从 2020 年 2 月上旬开始，到中旬已实现密集出

版，平均发表周期为 6． 72 天。最快的稿件于当天预

发表，最慢的 22 天后发表。主要的传播渠道是期刊

官网、中国知网、微信和新冠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

台。仅通过期刊官网传播的论文有 13 篇( 其中 6 篇

来自电子期刊) ; 仅通过微信传播的论文有 7 篇; 采

用两种及以上传播途径的论文有 15 篇，占发文总量

的 44%。英文期刊主要为官网在线正式发表; 纯电

子期刊不作其他推送; 中文期刊的发表途径主要是

期刊官网预出版、中国知网网络首发，再辅以微信推

送。这些论文分别刊载在 10 种期刊中，这些文章后

期推送成效显著，总阅读人次超过 16 万。其中，8
篇论文的单篇阅读量均超过 1 万次，分别发表于 4
种期刊中。论文发表后，通过微信传播的阅读人次

超过了 10 万。从内容来看，围绕新冠病毒，以“感

染控制”为关键词的论文为 6 篇，涉及到门诊、急诊

管理的论文 5 篇，重点论述飞沫和气溶胶的论文有

2 篇。所涉及的论述包括口腔内部急性牙髓炎、急

性根尖周炎等的诊疗，以及口腔颌面外科的感染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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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护理，并就带病毒的气溶胶的传染与门诊防控

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正确的防控措施可以阻断新

冠肺炎病毒在口腔医院内的传播，降低感染发生风

险。因此，为了填补重大传染病经口腔传播的防控

空白，有效防止疫情通过口腔诊治的进一步扩散，普

及口腔专业诊疗的特殊性，防止交叉感染风险，是口

腔医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快速组稿，迅

速推广，积极传播经过评审的口腔医学防控知识与

研究成果在疫情防控中无比重要。
3． 1 快速组稿策划

以口腔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等为主办单位的

口腔医学期刊有 18 种。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

院为例，其主办的中文期刊《华西口腔医学杂志》和

《国际口腔医学杂志》于 2020 年 2 月上旬通过期刊

官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出征稿函，征集“新型冠

状病 毒 防 控 与 口 腔 诊 疗 相 关 研 究”的 稿 件

［图 1( a) ］。征集过程由执行编委指定专人收稿，

专稿专投。编辑对征集到的稿件的真实性、科学性、
创新性等［7］进行初审，再启动编辑负责制，实时追踪

审稿过程，以缩短审稿时间。在学术质量严控上，双

盲评议没有松动，退修稿通过编辑在投审稿系统中在

作者、评审者之间往来沟通与传送，录用后迅速发表。
编辑流程衔接没有时滞，为了争取时间，递进环节采

取时间统筹管理交叠进行。例如，在向作者约稿的同

时，预约相同或者相近学科的没有利益冲突的审稿专

家。在审稿进程开启后即向作者预约退修准备时间。
两期刊先后迅速发表了华成舸等［8］和潘剑等［9］撰写

的论文，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角度，为口腔门诊管理、
诊疗措施、职业暴露危险因素及防护提供了信息和知

识服务。以学会、协会为主办单位的口腔医学期刊，

从上而下发起了医学系列的新冠疫情防疫措施与组

稿信息。“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微信公众号不仅发布

了中华医学会的学术支持措施，同时也发布了口腔医

学新冠专业论文征稿启事［图 1( b) ］。

图 1 口腔医学杂志中新冠肺炎相关研究征稿信息举例

( a)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 b)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再以 IJOS 为例，编委会向全体成员发出新冠肺

炎与口腔医学相关研究专稿的邀请，并通过编委会

绿色通道，加快审稿流程，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在线

发表了基础研究性论文“High expression of ACE2
receptor of 2019-nCoV on the epithelial cells of oral
mucosa”。该稿件由陈谦明教授领衔撰写，收稿日期

为 2020 年 2 月 13 日，在线发布日期为 2 月 24 日。
从接收到排版的工作，包括英文科学编辑的编校和

Nature 集团的内部流程。口腔医学期刊的快速发文

得益于领导的果断决策、编辑的积极配合，以及国内

外同行协作。进一步研究发现，口腔医学期刊在此

次疫情防控中整体反应迅速。多种期刊在 2020 年

2 月启动了向口腔医学研究者进行新冠肺炎与口腔

医学相关性研究的约稿，积极邀约相关专家和课题

组撰写专题文章，以发挥期刊在突发事件中的正向

引导作用。同济大学主办的《口腔颌面外科杂志》，

向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约稿，

并于 2020 年 2 月中旬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刘伟龙

等［10］的专稿，其对口腔二级学科手术操作合并感染

的管理策略进行研究，为广大口腔颌面外科医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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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的管理和防护提供了参考。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主办的《上海口腔医

学》，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志愿约稿，并于 2020 年 2
月下旬刊发［11］，进一步为口腔同行的临床工作提供

了建议。
3． 2 快速传播

从快速组稿与策划来看，口腔医学期刊具有强

大的战斗力。如何尽快传播防控文章是口腔医学科

技期刊在此次防疫中的第二要务。
3． 2． 1 通过学会、专业委员会传播

以中华医学会为例，为保障所有医学专业的相关

人员和公众能尽早了解国内、国际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华医学会开放了 40 余种期刊的免费阅读下载。为

提升传播效率，其中华系列期刊通过预出版策略发表

已经通过同行评议的专栏文章。来自武汉抗疫一线

的学者李智勇等［12］在中华医学会主办期刊《中华口

腔医学杂志》上发文，就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特

点、口腔诊疗医院感染特点、患者评估以及诊疗操作

和环境防控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此

外，该刊还刊发了瞿星等［13］的文章，从口腔患者的心

理干预角度分析口腔病患者的心理应激以及相应的

心理干预，扩展了学科交叉面。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刊发了由中华口腔医

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执笔的管理意见，直接

推动对 151 名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防疫工

作的学习与传播。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专业

委员会、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业委员会也紧随

其后发布了“口腔溃疡等黏膜病的防治及护理专家建

议”“新冠疫情防控阶段口腔急诊诊疗的专家建议”，

弥补了新冠疫情期间口腔防控方面的部分空白。
3． 2． 2 利用政策组建的支持平台传播

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科协、中华医学会

为了支持广大科研人员集智攻关、协同创新，帮助科

研人员、医护人员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新冠肺炎防治

的科研成果和重要进展，共同组建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平台”，供科技人员发布成果、
发表观点、参与讨论、开展述评。口腔医学期刊也积

极展示其发表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文章。但是

从 2020 年 1 月 8 日至 2020 年 3 月 7 日，仅有 8 篇文

献通过该平台传播，而且加入时间比较晚。其中 4 篇

文献的官网数据与平台数据同步，因为其刊发编辑部

与平台执行主体同源。这个平台可以更好地被口腔

医学期刊工作者们利用起来，以扩大影响，推广口腔

医学领域的新冠疫情防控信息。
3． 2． 3 通过媒体合作平台快速传播

口腔医学期刊肩负着传承文明、传播文化和促

进科学防疫的重任，传播途径采取开放出版、优先出

版以及与大众媒体合作等模式［14］。目前，国内可使

用的大众合作平台有且不囿于 QQ 交流群、微信讨

论群、微信公众服务号等。当出版地为武汉的两种

口腔医学期刊处在抗疫一线艰难期时，其他地区的

口腔医学期刊可进行学术支持。从武汉一线发出的

文章，经《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刊发，目前单篇文章

阅读数量超过 4． 9 万( 图 2) 。

图 2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微信公众号文章访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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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文期刊的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

非常迅速。2020 年 3 月初，IJOS 的官网上文章访问

量已经超过了 2． 2 万次，文章被社交媒体分享超过

了 235 次( 图 3) 。

图 3 IJOS 官网文章访问数据

由此可见，多种媒体渠道的合力推送有利于期

刊论文的快速传播。微信传播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成

为特别重要的传播方式。微信传播的执行主体是口

腔医务工作者和口腔医学期刊工作者。但是，独立

朋友圈的传播力度比较有限。当一篇文献刊出后，

微信群才是主力，特别是编委会的微信群，成员后面

是集体或者团队。这样的传播力才能有量的积累与

质的升华。
( 1) 建群组队，构建服务平台。编辑委员会是

学术期刊的核心领导团队，通常由本专业或者亚专

业的专家与学者组成。如果说投审稿平台是联络作

者与读者的桥梁，那么编委会就是桥头刊物的指挥

阵地。常规出席组稿、审稿、定稿会的编委全勤不

易，防疫隔离期，联系难度更大。如果期刊规模小，

仅本院专家，还可通过小规模视频会议进行研讨。
如果期刊影响大，涉及较多的外单位专家，则需要建

立平台、夯实阵地。根据新冠肺炎相关论文传播渠

道数据，建立编委微信群仍然是目前比较好的办法。
( 2) 信息互享，助力科技传播。《中国口腔医学

年鉴》编委会群平台，直接连通了全国 100 余名编委，

涉及约 60 所口腔医学本科培养院校与口腔医学研究

单位。该年鉴编委大多为中国口腔医学界的顶级专

家与学者，部分编委还同时兼任其他口腔医学期刊的

编委。因此，科学防疫文章可在编委微信群零时差发

布［15］，传播时效极强且效果立竿见影。华成舸等和

潘剑等的新冠防疫相关研究成果［8 － 9］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和 16 日发表并于当天微信群内推送后，两

文均已被新作引用，该文刊发于 2020 年 2 月 22 日的

《上海口腔医学》。

3． 3 编辑团队创新

3． 3． 1 主编主力建群

如何才能高效建立起编委会群组? 以《中国口

腔医学年鉴》建立编委微信群为例。《中国口腔医

学年鉴》2018 年共有编委 140 余人［5］，分布在中国

各大口腔医( 学) 院校及研究单位。编委们的学术

影响与学术成就都属业内前沿，总体负责协调所在

单位相关部门或者所在学科相关分支的年鉴数据。
年鉴数据繁杂，分别对应教学部、研究生部、科研部、
医务部及院办党办等，所以普通编辑本着有序与及

时管理原则，常规操作是通过电话和邮件直接对接

各部门，因此编委微信群不是必备之物。但是在新

冠疫情防控初期，主编发现情况紧急，提出迅速建立

编委微信群，告知编辑着手行动。建立编委微信群

的最快速有效的办法是主编不拒细琐，亲力亲为，因

为主编、副主编与编委间的联系方式最直接，联系渠

道最通畅。最终，通过主编主力建群这个模式，《中

国口腔医学年鉴》编委会群平台迅速建立并且发挥

着信息枢纽作用。
编委微信群的成员与多地口腔医学专家联系紧

密，在新冠疫情防控的科技宣传中发挥了中枢作用，

为信息互享架构了立体通道。本研究所统计的文

章，约 2 /3 正是从该群首次获得，再从官方渠道印

证。此外，编委群还可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实时

传播防疫进程。例如有编委提出探讨武汉一线医生

的长期高强度劳作，出现的口腔溃疡是应激性还是

复发性，是否可以组织帮助? 主编及武汉口腔的编

委随即有相应回复。该群充分发挥口腔人的主观能

动性，关注抗疫，传播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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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 主任主力组稿

编辑部是高校、医院或者科研单位等的组成部

分。在万众一心、举国抗防新冠疫情的重要阶段，上

传下达，左右平衡，都需要得力的领头羊。新冠防疫

牵动着编辑部每个成员的心，而单纯的自由来稿从

时间和质量上都无法与专家约稿相媲美。因此，约

组防疫专家的稿件是编辑部当前紧急而重要的事

务。如何及时组到专家稿，并开设绿色通道，促进审

稿流程的快速推进，把最新的学术防疫信息最快发

表在口腔学术期刊上，主要取决于编辑部主任的核

心引领与有的放矢。这次防疫协调与组织中，口腔

医学期刊编辑部主任除了履行口腔医生的社会责

任，网络义诊口腔患者、捐款捐物外，还坚持最重要

的积极引导与团队带领，全身心地投入到防疫稿件

的约组之中。
3． 3． 3 编辑全力配合

口腔医学期刊编辑全力配合，投身到疫情防控

的信息资源流转与知识服务中。一方面，编辑部成

员需要相互隔离，加强各自新冠肺炎感染防控工作，

提高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 另一方面，疫情当前，除

了完成常规稿件处理流程，还需要积极投身到科技

防疫过程中。防疫科技论文的组稿跟踪、往来确认，

同行评议、审批流转，编辑启动、动态修校，网刊制

作、微信发布，整个流程严密配合。
对于口腔防疫相关研究成果与建议的论文审稿

与编辑加工，时间短任务紧，尤其需要仔细核实、正
确把握，不能因为情况紧急，就失去标准与要求。从

此次调查的刊文来看，编辑部微信发表的同一文章

有出现期刊官网与中国知网题名不一致的情况，也

有同一时间段新冠病毒及所致肺炎疾病的英文表达

版本多样的情况。由于病毒的命名涉及到后期的防

疫研究，因此在编辑过程中，需要知晓病毒的命名表

达。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遵循权威期刊，以及政府

的文件与规范。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发表的首次

公布武汉 41 位新冠肺炎病例的学术论文中，使用

“2019-nCoV”的表述［16］。此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

会下属的冠状病毒研究组将其命名为“SARS-CoV-
2”。新冠肺炎的表达，旧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 ) ，现 已 修 订 为

“COVID-19”。
如果上述相关问题在口腔医学期刊的预出版环

节中有出现，那么在正式出刊的时候，就需要特别纠

正表达，更新内容以及注明修改日期。医学是严谨

的，编辑工作也是严谨的。特别是在优秀的口腔医

学期刊团队中，年轻的口腔医学编辑多为科学编辑

与临床医生的双料选手，在临床实践促进医学编辑，

医学编辑带动临床进展的螺旋推进模式下工作。通

过自己的专业特长、职业优势与信息平台，将防疫科

学信息及时正确传播与用心推广，以促进疫情斗争

的早日胜利。

4 结语

由于口腔医学工作者的专业限制，仅有少部分

人员亲赴一线抗疫。口腔医学期刊工作者只能积极

加入二线防疫，约组与发表防疫科技论文。本文分

析了口腔医学期刊在防疫中的行为，小结已发表的

文章，明确口腔医疗防控过程中的难点与要点。本

文搜索防疫刊文的路径、过程及最终传播数据，限于

网络宽广而无法穷尽。口腔医学期刊所刊载的文章

主题及详细传播数据，囿于文章篇幅也不能全列。
此外，本文研究仅限于国内口腔医学期刊针对武汉

疫情而起的作用与行动。然而，科学没有国界，特别

是在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情况下，下一步

的研究还可放眼世界，把国际牙科学杂志行动纳入

考察范围。再有，在跟紧时代的过程中，口腔医学期

刊工作者不仅要关注自己的学科，还应该面向其他

医学杂志。有比口腔医学更贴近这次疫情防控的学

科，以及更早的报道，最终要让所有口腔医学领域里

的人都来关心重大防疫。
口腔医学期刊工作者承担社会责任是时代的需

要，也许这时正有新冠防疫论文处在同行们的编辑

加工过程中。正如 2008 年汶川地震时，大家齐心协

力、责无旁贷，扛起口腔医学期刊的旗帜，此次希望

推动更多疫情防控科学研究的传播。在全媒体融合

发展趋势下，期刊编辑要深度挖掘疫情防控举措，严

格审稿、严守发表要求，协助口腔科研工作者进行科

学研究。越来越多的具有创新贡献的防疫论文还会

陆续出现，更重要的是期待口腔医学联合其他学科，

特别是传染病研究，填补口腔医学在大型流行病中

的防控缺位。口腔医学期刊在积极跟进重大选题过

程中，编辑工作也会更加凝聚人心。口腔医学期刊

肩负着传播口腔科学防疫的责任和使命，将来还可

推动学科发展，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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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hinese stomatological journals in epidemic preventive and control
on COVID-19，and to study the behavior and effects of these journals in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omatology，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tomatological journals，and
the status of articles abou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se journals were analyzed． ［Findings］ Chinese stomatological
journals respond quickly to COVID-19． They can guide the dentists，students，and researchers in oral science in time，and spread
correc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Conclusions］ In the pro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Chinese stomatological journals not only spread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stomatology，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omatology．
Keywords: COVID-19; Oral science; Chinese stomatological journal;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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