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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推进学术文化事业的改革创新步伐，我

们亟须对高校文科学报系统进行科学定位与机制改

革。进而言之，我国的高校文科学报需要基于优势学

科实现优化重组，以便形成多层级、差异性和专业化

的人文期刊体系，借此改变其数量庞大、质量堪忧和

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强劲提升高校人文科学的原始

创新水平，推动我国人文期刊走向世界，实现较大的

社会经济综合效益。

一、国外高校文科期刊的出版机制

西方的学术出版界很少有包罗万象、由每个大学

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1] 具体而言，一是属于同一

个大类的诸多期刊都由同一个学术组织主办，如美国

哲学学会主办了 8 种学术期刊，体现了资源共享和质

量管理的显著优势。[2] 二是在西方，多数大学不主办

综合性学报，而是主办通讯（newsletter）一类的出

版物；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分别由不同的大学

学院或系出版，且大多在专业领域具有世界声誉，如

大名鼎鼎的《哈佛商业评论》由哈佛商学院主办，还

如哈佛教育学院的《哈佛教育评论》、哈佛神学院的《哈

佛神学研究》、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领导杂志》

等学科定位精细的专刊。[3] 三是西方出版学术期刊的

主导机制体现为“协作出版”的集约模式，即由大型

出版集团负责期刊的出版与发行，由来自大学或学术

团体的知名专家负责期刊的编辑加工和外联审稿等技

术业务。总之，像我国的大学学报这样包罗万象、彼

此雷同、缺乏专业标示的刊物，在西方学术界是极为

少见的。

二、国内高校文科学报的主要问题

与症结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校学术期刊呈现出数量巨大、

类型单一、内容重复、质量平平、效益低下和资源浪费

严重等种种弊端，不但严重影响了高校的学术进步与教

学育人效能，而且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知识竞争力与国家

文化创新发展。因而，如何使我国的高校文科期刊走出

困境，已经成为学界深切关注的战略问题。

（一）期刊数量剧增

据教育部 2010 年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高校的

本科、专科文科学报已达 1400 多种。但高校文科学

报在数量剧增的同时，却缺乏质量保障与监控退出机

制，由此出现了学术期刊规模超级膨胀、低层次论文

泡沫化等无序失控的局面。

（二）学术质量下降

高校学术期刊数量的剧增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

高，这已成为共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高

校学报建设会上指出，高校期刊缺乏专业特色、同质

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学术期刊。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叶继元的研究表

明，在我国 8年来已发表的 53 万篇论文之中，仅有 5%

的文章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平均被引用 15 次以上；

而被引用 1 ～ 2 次的论文占 80%。可见，大多数文科

学报所刊发的学术论文质量平平，社会效益低下，更

无经济效益可言。其根本症结在于：

一是稿源单一、低层次和重复性研究较多，从而

导致学报的学术质量下滑。二是不规范的稿件评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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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缴交版面费”的用稿制度，也是导致学报质量

下滑的重要原因。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学报的学术质

量持续大滑坡。三是缺乏公正、客观、规范的学术期

刊评价机制。这已成为制约学报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

从作者、编辑到读者和科研管理部门，都看重期刊被

收录与转载的数据库档次与数量 , 如国外的“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人文引文索引”（HACI），

国内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及“中

文核心期刊”等等，拒绝对文稿做出实事求是的独立

评判，这是办刊宗旨的异化情形。对此，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宁指出，文

章的引用率不应成为评价刊物质量的唯一指标。

（三）期刊缺乏差异化特性：学科雷同、专业化

水平低、同质化竞争激烈

从理论上说，高校学报应当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

范围内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方面的学术思想传播平台

与权威成果交流阵地，而不应仅仅成为发表本校学术

成果的部门性专有资源。反之，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富

有特色的优势专业、缺乏独特的学术原创性成果及较

强竞争力的学术队伍，则根本无法办好一个以专业化

为生命、以国内外为市场的学报。

然而，国内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报，追求

“小而全”的学科结构、忽视了期刊与大学赖以安身

立命的“专业化”功能、偏离了大学旨在“创造与传

播新知、培育创造性人才”这个根本目标。[4] 进而言

之，高校人文社科学报之所以会出现“贫血”和“乏

力无能”的体征，主要是因为其所依托的母体——高

校的学科、专业缺少个性竞争力。[5] 同时，国内高校

几乎所有的文科学报都处于同质化的学科专业竞争线

上、都拥挤在人文一级学科的有限领域，无法在二级

三级学科的精细层面深入推进与体现本刊的独特专业

品格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由此引发了稿源和市场的恶

性竞争，致使大多数期刊陷入“劣米之炊”、“无米之

炊”，同时也严重制约着期刊所在学校的梯层化学科

发展、知识创新与人才成长。

三、优化重组高校文科期刊的操作性方案

唯有切实体现与发挥高校和学会的学科专业优

势、人才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教育传播优势，我们

方能有效提升高校文科期刊的知识创新水平、学术竞

争力及社会经济效益。为此，我们迫切需要改革现行

的高校文科学报体系。

（一）优化重组高校文科期刊的思想框架

我们首先应当对学科发展逻辑与知识传播规律进

行理论分析，进而以此形成改革高校文科期刊的战略

理念及学科坐标，进而据此设计出相应的操作性框架。

第一，办刊理念。以期刊所在高校及挂靠学会的

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学科专业来命名刊物，旨在凸现不

同高校的学科优势、专业特色、人才优势和信息数据

实验设备等资源优势，借此促进期刊与学会、高校实

现“学术 - 人才 - 资源”的价值最优化、效益最大

化与协同联动发展的一体化根本目标。

第二，专业化管理制度。期刊的行政管理由所在

高校及期刊社负责，学术管理则由其所属或挂靠的专

业性学会及期刊的编委会负责，期刊的技术性管理由

编辑部主事。

第三，创新办刊制度。①建立与实施期刊运作的

网络化制度 ；②创置期刊的专业化、国际化文献数据

资源目录库；③严格实施适用于作者与编者的学术伦

理准则，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维系期刊的学术声誉；

④建立科学高效的奖励作者与编辑的行为管理制度，

包括“特稿特酬-优稿优酬”制度，借此有效吸引佳作、

激励创新。

（二）优化重组高校文科期刊的操作性方案

2006 年曾有学者提出，对高校的综合性学报应

当实行专刊化更名和集团化重组改革；各学报不再冠

以《某某大学学报》之名，而是以《中国高校学报·文

学·宋词研究 / 经济学 / 教育学 / 艺术学》等加以

命名及领域细化。为了有效实施对高校文科期刊的优

化重组工程，我们需要形成与落实具体扎实的系统化

操作性方案。

1. 调研学科目录，确定高校文科期刊的学科名

称框架

根据国家学科目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一

级学科共 12 门，二级学科共 163 个。据笔者粗算，

现有的比较公认的属于文科性质的一级、二级和三级

学科，计约 1200 个；其中，三级学科计约 1000 个。

为此，我们需要从三级学科出发进行逆向设计，精细

调研三级学科目录及每所高校相应的优势学科与特色

专业，据此形成高校文科期刊的学科名称结构框架。

2. 调研高校的人文社科研究综合水平，为实现

期刊的学科定位提供科学依据

对人文社科期刊所在高校的学科优势与研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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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调研，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1）目前拥有的国家一级、二级重点学科分布域；

（2）近 10 年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学科领域；

（3）目前拥有的国家级特色专业；

（4）目前的省级重点学科及特色专业；

（5）目前拥有的发展潜力较大、基础厚实的新兴

交叉学科与专业。

3. 调研高校文科学报现状，为期刊的专业属性定

位及名称改革提供决策依据

对高校期刊自身的特色优势及学术评价的系统调

研，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期刊特色及差异性品格；

（2）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 评价结果；

（3）年均、每期平均被引用频度，年均被权威文

摘期刊全文转载的频度；

（4）自创刊以来的年度发行量统计与分析。

4. 打造超越高校时空、体现国家学术水平的全新

人文社科期刊阵列

依笔者计算，通过对现行 1400 种高校文科学报

的改革重组，可以在 2011 ～ 2020 年间催生全新的

400 种具有国际性竞争力的较高学术品质的专业性期

刊，由此强力实现人力、物力、财力、时空资源的高

度集约和优化增益目标；在 2021 ～ 2030 年间，再根

据我国高校及学会的学科发展、专业创新水平，设置

推出 50 ～ 100 种人文学术期刊，滚动发展、动态竞争、

优胜劣汰，以此类推，逐步形成建制完备的中国人文

社会学术期刊出版系统。

（1）体现与传播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 12 门一级

学科成果的期刊，应当由国家级或一级学会联合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及拥有国家一级重点学

科较多的若干所“985”大学合办；计约 12 ～ 15 种。

（2）体现与传播我国 163 个人文社会科学二级学

科成果的期刊，应当主要由二级学会联合拥有国家二

级重点学科（人文社会科学）的若干所“211”大学

合办，计约 165 种（包括综合性期刊，如《中国社会

科学》的中英文版本等）。

（3）体现与传播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三级学科成

果的期刊，理论上当为 1000 种左右，但是实际上

真正能够体现我国现代知识创新特色的三级学科不

到 200 个。所以，我们在改革全国人文期刊系统与

办刊体制的试验期内，宜先少后多、注重少而精，

可将传播三级学科之研究成果的人文期刊暂定为

200 ～ 220 种。

5. 实施资源整合与重组，提升期刊的专业化水平，

塑造我国的人文学术品牌

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强有力的品牌是欧美出版

集团保护市场份额的重要策略。它们为欧美出版集团

赢得了顾客的价值认可度与消费忠诚度，增强了企业

抵御市场风险、巩固市场份额的竞争能力。中文期刊

要想在当代日趋激烈的传媒文化产品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就需要与世界接轨。从欧美出版集团的成功经

验来看，唯有深入开发期刊的衍生产品，才能有效扩

大市场需求、拓展产品功能、巩固期刊的市场地位。

其中包括从纸质印刷产品向电子期刊及网络产品衍生

的多层次开发模式，其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对一次文献、

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的开发。[6] 

为此，我们一是需要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大力

征召人才与优秀稿件；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强力实施学

科资源、人才资源和出版资源的系统整合与重组工程；

三是为我国的若干新型标志性人文期刊创建英文纸质

版与电子期刊，开发次级衍生产品，推动人文期刊精

品进入全球市场，有效满足国内外读者日益增长的巨

大和多样化的价值需求，强力辐射我国的知识产品、

学术思想与人文价值。

总之，此项改革虽然比较复杂艰巨，但是能够

彻底扭转我国人文学术期刊的诸种严重弊端，进而

为我国的学术文化创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

框架和运作范式，有助于我们在 21 世纪逐步实现中

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及造益人类文明的宏伟理想。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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