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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栏目的整划当然也可视为期刊编辑内容方面的工作。但在本文,栏目整划取其由栏目本身组合而呈现的刊物的整体面貌之义,因

而更具有形式上的意义。

∀ 若用传播学知识加以考量,刊物文化积淀的重要性乃在于,相当的文化积淀可以打造刊物本身的文化身份。由文化积淀而成的刊物品

牌,乃是 #对一套消费者和潜在购买者在长时间内可以始终信赖的价值体系的简化描绘。它使自己代表的商品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

或服务 ∃。参见 [美 ]约翰% 马里奥蒂 品牌和打造品牌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年,第 1页。

大众传播与媒介文化

文化积淀:学术期刊的另一个努力向度

   大文化视野下中国学术期刊编辑的一种观察

朱晓江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浙江 杭州 310036)

摘 & 要:学术期刊的出版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向度:一是内容方面的学术积淀,要求学术期刊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把握所发论文

的学术质量,经由不懈的努力,使刊物本身积累起相当的学术影响力;二是形式方面的文化积淀,要求刊物在完成论文遴选等

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诸如刊物栏目整划、装帧设计乃至发行时的宣传策划等工作。这些工作既包括了 #发行 ∃的内容,

同时也部分地兼及了 #出版 ∃方面的工作    装帧设计。文化积淀方面的工作以营建刊物特色、美的面貌为目的,最后经由发

行、读者认可而形成品牌效应,完成其在文化上的积累。对任何一家学术期刊来说, 学术积淀是刊物的根本,奠定刊物的学术

品位,而文化积淀则是刊物的特色所在,呈现刊物的个性,两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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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5年 12月 27日,夏丏尊在 大公报 上发

表了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一文, 内中说:

书业以传达文化, 供给精神食粮为

职志。书店之业务可分为二部, 一是将

有价值的著述印制成为书籍, 这叫做出

版;二是将所印制成的书籍流通开去,

供人阅读,这叫做发行。[ 1 ]

夏氏于 1946年 4月 23日去世,因此,这篇写

于逝世前四个月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一位精英知

识分子对于出版事业的毕生理解。文中所谓的

#书业∃,现已通称为 #出版业 ∃; 而其所划分的两
部分工作, 虽然是在讨论 #书店之业务 ∃, 其实也

就是现代出版业所应包含的两大部分工作。这

就是说,现代出版业, 无论其是持精英的文化立

场,或是取市场的商业观念, 都内在地包含了出

版与发行两大部类的工作。

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也不例外。在出版与

发行这两大类工作之间, 同样可以整合出两个方

面的工作向度: 一是内容方面的学术积淀, 它要

求学术期刊在编辑过程中严格把握所发论文的

学术质量, 经由不懈的努力, 使刊物本身积累起

相当的学术影响力。这方面的工作皆在夏氏所

谓的 #出版 ∃范畴之内。二是形式方面的文化积

淀,要求刊物在完成论文遴选等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做好诸如刊物栏目整划、装帧设计乃至发

行时的宣传策划等工作。
!
这些工作既包括了 #发

行 ∃的部分, 同时也部分地兼及 #出版 ∃方面的工

作    装帧设计。文化积淀方面的工作以营建

刊物特色、美的面貌为目的, 最后经由发行、读者

认可而形成品牌效应,完成其在文化上的积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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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家学术期刊来说, 学术积淀是刊物的根

本,奠定刊物的学术品位, 而文化积淀则是刊物

的特色所在,呈现刊物的个性, 两者不可偏废。

对当前中国的学术期刊来说, 注重刊物的学

术积淀是我们极为重视的一件事情。当然, 学术

期刊以所刊论文的学术质量为根本, 关注期刊的

学术积累正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而许多严肃

的学术期刊, 也确实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他们精选来稿、主动约稿, 为刊物学术质量的提

高使尽浑身解数。这对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当

然是一件好事。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当我们把学术积淀视

为学术期刊出版工作的全部时, 许多问题就产

生了。

当前中国绝大部分的学术期刊 (包括许多学

报在内 ) , 一方面由于其办刊经费基本由主办单

位全额拨款, 比如各高校学报由所在学校拨款、

各种级别的社会科学则由所在的社会科学院拨

款,因而在办刊上不存在经费紧张的问题; 另一

方面, 各学术期刊的岗位编制大多只设主编、编

辑、编务等职, 而发行、装帧等工作, 则基本上不

配备专岗人员, 这些工作因此由主编、编辑或编

务兼控。这样,这些学术期刊在抓住刊物学术质

量的内容根本以后, 于文化积淀层面的诸多工作

环节,则大多忽略了。这种忽略也许是力不从心

的结果, ∋但更根本的, 却是因为办刊者意识上的

忽略, 即许多学术期刊通常认为, 提高刊物的学

术质量是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 而文化积淀

(尤其是发行 )方面的诸多工作, 则基本不在其工

作流程之属。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学术期刊的

工作流程只强调 #收稿 (读稿(编稿 (校对 (刊

物出版 ∃诸环节, 而于刊物出版以后的发行流通

工作、出版过程中的版式设计等环节, 则基本不

加考虑。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为数众多的学术期

刊之间不但在发稿内容上混杂难辨, 没有特色,

而且大都也还忽视刊物的装帧设计, 千刊一面,

缺乏个性,亦缺乏美的感观。与此相应的更深一

层的危机是,许多学术期刊的发行量亦因此而日

趋低靡,刊物缺乏其应有的社会效应。

这样的状况不能以刊物的学术或精英立场

为由来加以开释,因学术本身并不排斥发行或个

性,而学术期刊的出版工作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

实现其内容与形式上的 #双美∃效应。这一点, 我

们只要横向对比近来学术图书的一些做法及其

所取得的成效就可以得出。

与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构成鲜明对比的,

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以三联书店等出版社为

代表,中国学术图书的出版工作日趋大气。这种

大气一方面当然体现于出版物本身的学术价值

之高, 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其装帧设计的精致与大

方。以三联书店为例, 其出版物除了普遍地拥有

较高的学术价值, 装帧上的淡雅大方, 也已成传

统。三联版的书,其内页版式通过字体字号的选

择搭配、若干线条的运用, 即使整个版面呈现出

一种精致的和谐美。这既有别于那种不加设计

的粗糙,同时也有别于时下坊间流行的 #图文并

茂 ∃的格调。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思想文化类杂志

读书 ,也呈现出了同样的装帧风格。正是基于

这样一种风格, 许多读者都形成了这样的观感:

#一看就知道是三联的书。∃)书店的文化身份由

此而得以确立。三联以外, 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新星出版社等出版机构, 近来在出版的方向、

&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丛

书封面设计举例。封面

的 # F∃与 # a∃特别显眼。

书籍的装帧设计上也日益

呈示出自己的特色, 从而

形成了相当的品牌效应。

由这些机构出版的读物,

即便是一些纯学术著作,

其首次印刷的数量, 也常

在 5000 10000册之间。

学术著作的质量、销量, 出

版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在这些出版机构的良

性运作下,基本达到一致。

以一些丛书的出版为例, 如三联书店的 #学

术前沿 ∃系列, 由其所刊行的著作皆为厚重的学

术专著,像福柯的 古典时代疯狂史 、萨义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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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力不从心 ∃,既指人力资源上的岗位限制, 亦指刊物的经

济限制。许多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虽由主办单位全额拨款,但

这些拨款却只能够维持刊物的排版印刷、稿费开支及邮寄、适

当的差旅费等开支,若刊物希望在版式设计等方面有更进一步

的改进,那么其办刊经费就相对紧张了。

原三联书店美编室主任、书籍设计家宁成春认为, #三联的编辑

和装帧风格都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了 ∃。参见 #名社 30年书

系 ∃之 守望家园    生活%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 三联书

店, 2008年 12月第 1版,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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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学 等著作, 显见专业而不好读, 然而由于

出版社处置得当,两书首次印刷的数字分别达到

了 7000与 10000册。∗ 这套丛书在封面设计上

突出 #学术前沿 ∃ ( The Frontiers o f A cadem ia)要

素, 因此大多数作品的封面均以大写的 # F∃
( F ront iers的首字母 )为区隔, 右下角再配以小写

的 # a∃ ( Academ ia的首字母 ) ,并以此为基本格局

安排书名、作者等元素, 整个格调淡雅而现代。

整套丛书在书脊的顶端以黑底分 4行排印 # The

Front iers ofA cadem ia∃标志,中间又以 4条小细线

作间隔,使其成为整套丛书的标志。这样的出版

物,既有内容上的学术含量, 又有形式装帧上的

美感, 遂使学术专著亦呈示出其可亲近的一面。

这自然有助于其发行工作的开展。此外又如商

务印书馆的 #汉译名著 ∃丛书,其封面以火炬为主

元素, 每著封面又选浅黄、橘红、白、淡绿等色之

一为底色, 整套丛书亦自成格调。在这套丛书

中, 许多作品的累计印数也已超过了 10000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文学史 /学术史研究丛书 ∃
以出版当代学人的中国文学研究, 尤其是中国

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为主, 其出版印数虽无

明确标注, 但经过 10年时间的经营积累, 已在

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套丛书在读书界的

口碑也相当不错,其经营业绩, 大约也还不差。

与上述出版物相比, 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在

质量上也追求一种高质量, 这一点毋庸置疑。现

在的问题只在于,期刊出版对文化积淀方面的诸

多工作, 忽略过甚。比如其装帧版式, 直可用简

陋二字来加以形容 (而业界对学术期刊千刊一面

的弊病,其实也早有批评 ); 又比如, 虽然一些学

术期刊也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但这样

一些论文,却常常因为刊物的滞销而无法产生它

应有的社会效应。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刊物就愈

倚重于学术网络检索平台, 期望借此使单篇的学

术论文增加其流通的广度, 但整本的学术刊物,

却终究无法借助于类似的渠道, 来得到广泛

流传。

要改变这样的出版现状, 笔者以为, 我们的

出版意识有必要加以改变, 即学术期刊的编辑需

要在传统的学术维度上再拓展一个新的维

度    文化积淀的维度, 从而以一种大文化的编

辑视野来取代原先单一的学术视野。在这一视

野下, 学术期刊的编辑目标, 是要实现刊物的学

术积淀与文化积淀同步增长; 而在当前, 由于文

化积淀方面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 因而

尤其值得重视。且从以下方面出发加以讨论。

一 & 建立一个完整的出版流程意识,澄清学术

期刊学术品位与发行之间的关系

& & 大文化编辑视野的首要一点, 就是要建立起

一个完整的出版流程意识。如前所述, 学术期刊

的出版工作不应该只是编辑的工作, 而还包括装

帧、发行等部分。一个完整的出版流程大致应该

包括以下内容:

这样的流程意识有助于编辑在编辑稿件时,

考虑到诸多后续的工作。比如同一篇论文, 单篇

发表也许并不能引起读者太大的注意, 将它整合

到某个话题或某组专栏之中发表, 则其学术价值

就有可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示。这就是说, 适当

的形式有时其实也有助于学术价值的提升。只

有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编辑稿件的时候, 才不

会只考虑到文章的审稿、校对等工作, 而还会注

意到文章与文章之间、栏目与栏目之间的搭配互

动,从而使单篇论文及整本刊物都能以相对合适

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眼前。在大文化编辑视野

下,期刊的编辑工作会考虑得更全面、更细致。

这里还要特别讨论一下发行的问题。在当

前中国学术期刊的出版中, 由于发行意识的淡

薄,我们对刊物的市场定位、版式改进、编读互动

等工作环节, 也就很少甚或不加考虑。同时, 也

因为装帧、发行的乏力, 直接导致了刊物社会效

应的下降。因此,在当前中国学术期刊的诸多问

题中, 对发行环节的忽视是一核心问题。

问题的原因在于意识。在目前, 许多学术期

刊都认为, 发行更多的是市场行为, 而对市场的

重视则有可能削弱刊物的学术定位及学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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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著作大多难读,但许多作品却又出乎意料地畅销。比如

1966年出版的 词与物 ,一出版即引起法国读书界的轰动,对

此福柯说: #这是我最难让人读懂的一本书,也是我写得最吃力

的一本书。我是认认真真地写给那些对观念历史感兴趣的大

约两千名学者看的。为什么它会引起轰动呢? 这实在是个

谜。∃学术著作的畅销当然有各种原因, 但不容忽视的,出版商

在这一过程中肯定也作了相当的努力,包括著作的宣传、装帧

等等。而也正是著作的畅销,才引起了学术的广泛传播。参见

权力的眼睛    福柯谈访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1月

第 1版,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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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观点是值得辨析的。诚然, 刊物的出版与

发行有时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但这并不妨碍

它们相伴而生、不可偏废的同一体特性: 没有发

行, 则出版工作不可能实现其社会、经济效益。

同样, 如果出版工作没有做好, 那么发行也会受

其影响, 效益不佳。正是这样, 一家优秀的出版

单位或一位优秀的出版人, 必然需要全盘考虑其

出版与发行两方面的工作, 将其勾连为一个整

体。这正如邹韬奋所说:

我们的事业性和商业性是要兼顾

而不应该对立的, 诚然这两方面如超出

了应有的限度,是有对立的流弊。例如

倘若因为顾到事业性而在经济上作无

限的牺牲, 其势不至使整个经济破产不

止,实际上便要使店无法生存, 所谓皮

之不存,毛将附焉,机构的消灭, 事业又

何从支持, 发展更谈不到了。在另一方

面,如果因为顾到商业性而对于文化食

粮的内容不加注意, 那也是自杀政策,

事业必然要一天天衰落, 商业也将随之

衰落,所谓两败俱伤。但是我们不许各

有所偏++这两方面是应该相辅相成

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 2 ]

再退一步讲,假如我们完全不考虑经济的因

素,而单从学术的社会效益上讲, 发行也是不可

或缺的工作,盖其学术影响力的增强同样建立在

流通的基础上。,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对当

前中国的学术期刊而言, 却成为一个认识上或实

践上的瓶颈或困境。在目前学术期刊的编辑中,

即使许多刊物的发行只有区区几百本    而在
这几百册中,大部分也还用于刊物之间的交换或

期刊检查,因而许多期刊的办刊其实已经到了自

娱自乐的境地    他们也仍会以学术期刊乃是

小众阅读为由而给以开释, 固步自封, 丝毫没有

改进的意思。在这样一些出版活动中, 出版者浑

然忘却,出版物的流通即发行, 其实乃是出版工

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或者,也有论者会辩说, 目前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系统的发达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纸质期

刊发行工作落后的局面。这也未必。网络系统

的发达固然扩大了学术论文的流布面, 但发达的

网络系统一方面反过来也可能更进一步促使纸

质期刊发行的萎靡; 另一方面, 网络期刊的基本

功用在于查询,它对于学者的研究工作当然带来

极大的便利与视野,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网络期刊对于编排的美观等因素基本上不加考

虑。由此,假如我们的阅读还没有功利到所读内

容必得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帮助, 那么, 纸质期刊

的存在就还是必要的, 它相对于网络期刊的优势

或特色所在,是它除了含有相当的知识 (学术 )含

量以外,还拥有其自身的文化面貌: 刊物的栏目

安排、编排风格、版式设计等等,并通过这样一种

文化面貌将一种美的意蕴传递给读者。正是这

样,当前学术期刊的发行工作非但不能寄希望于

网络检索工具,反而要在诸多网络检索工具的挤

压下, 采取更富有成效的措施, 来提升自身的发

行量, 并由此展示刊物的文化元气, 实现其应有

的社会效应。借用邹韬奋先生的话, 就是学术期

刊的发行与学术之间 #应该相辅相成的, 不应该

对立起来的 ∃。

二 & 重视刊物的装帧设计

刊物流通量的增加可以有多方面的措施, 直

接的人力投入当然也可以, 但却不是唯一的手

段。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采取组织发表有影响

力的学术论文、通过网络报纸等传媒向社会公众

提供相关的信息等措施。在所有这些措施中, 为

刊物设计符合其自身面貌的装帧, 要算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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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早期教会的办刊经历值得借鉴。由于拥有充足的

办刊经费,早期教会刊物的主要任务并非是要借助于刊物去赢

利,而只是要借此来实现他们影响中国民众的目的。在这样的

前提下,早期教会刊物同样注重对 #销量 ∃的追求。以 万国公

报 为例,这个刊物刚复刊的时候 ( 1889年 2月 ) , 印数还不到

1000份。为扩大影响,他们采取的 #促销 ∃手段首先是 #赠阅 ∃。

据记载,广学会曾在杭州、南京、济南、北京等地举行赠阅活动,

将该报分送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阅读;第二个措施是举办

#有奖征文 ∃。如 1889年, 以 #格致之学泰西与中国有无异

同 ∃、#泰西算学何者较中国为精 ∃为题征文,收到论文 20篇,其

中 4篇获奖,奖金分别为 10元、7元、3元、2元。 1894年以 #振

兴中国论 ∃、#维持丝茶议 ∃、#江海新关考 ∃、# 禁烟檄 ∃、#中西

敦睦策 ∃为题征文,收到论文 172篇, 评出一等奖 5名 (奖金 16

两 ) ,二等奖 5名 (奖金 12两 ) ,三、四、五等奖各 10名 (奖金分

别为 10两、8两和 6两 ),六等奖 30名,奖金 4两。 1895年又以

#描述鸦片之害、时文之害、或缠足之害为主题 ∃,征求 #时新小

说 ∃,共得征文 162篇,取 8名奖励,首名奖金 50元,次名 30元。

在这里,无论 #赠阅 ∃或者 #有奖征文 ∃, 基本上都属于花钱买影

响的行为。这些措施使该报销路大增, 万国公报 第 94册

( 1896年 11月 )即称其发行量 #从每月一千本逐渐增加, 今已

盈四千本。且购阅者大都达官贵介、名士商绅,故京师及各直

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 其销流之广,则更远

至海外之美澳二洲。∃其口气已是相当自得。 万国公报 出刊

情况参阅陈玉申 晚清报业史 ,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年 1月

第 1版,第 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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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这一点我们在前面讨论学术图书的若干

做法时,已有所提及。

然而刊物的装帧并不只为流通服务, 而还有

其独立的文化效应与审美价值。当年赵家壁因

为一个偶然的发现而在良友版 一角丛书 的扉

页上加入了 播种者 的木刻,却使后者成为这套

丛书的一个标志,并进而成为此后良友版成套文

学书的出版标记, 包括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 中

国新文学大系 。− 读书 杂志在装帧上连续 27

年采用丁聪的漫画,遂使 #小丁漫画 ∃成为杂志一

道亮丽的风景,许多读者 (包括笔者在内 )在拿到

新一期 读书 杂志时, 必先翻阅他的漫画。2006

年 3月, #小丁漫画 ∃停止供稿以后, 许多读者一

时都还很难接受。. 此可见装帧本身的文化影响

力。这种文化影响力的累积,对刊物文化形象的

塑造极为有益。

学术期刊由于自身的性质所限, 在装帧上不

宜过于花俏,时下坊间流行的 #图文并茂∃式的装
帧并不十分适合学术图书。学术类出版物的装

帧宜以雅致为其风格追求。周作人在为俞平伯

燕知草 写 跋 时说: #我说雅, 这只是说自然,

大方的风度, 并不要禁忌什么字句, 或者装出乡

绅的架子。∃ [ 3]学术期刊装帧上的雅致,当亦取此

#自然, 大方的风度 ∃之义。除了雅致的总体追
求,学术期刊在装帧上也还可以结合各单位自身

的文化元素。这些元素既可以是其所在单位的

历史,也可以是所在地域的特色。将这些元素糅

合到刊物的装帧设计之中, 可以形成装帧上的特

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近年来

将学校百年校史上重要人物的头像    如鲁迅、
弘一大师、经亨颐、马钧儒、陈望道、夏丏尊、丰子

恺、朱自清、叶圣陶等    融入到其封面装帧之

中,使整个封面既有一股淡淡的书卷气, 同时又

展示了学校办学的文化底蕴, 别具特色。当然,

具体的装帧设计如何进行, 各单位可以各显神

通,这里笔者还要再强调的一点是, 装帧设计确

定以后,切忌经常性地变换, 因文化上的积淀需

要时间,装帧风格在较长时间里的统一有助于刊

物文化身份的打造。

三 & 重视刊物的栏目整划

栏目设计既可属于刊物内容方面的规范, 同

时也可视为形式方面的要素。一些相对固定的

栏目对于杂志的形象定位颇有助益。最简单地,

一些栏目经常出现在某一杂志中, 可以给读者或

作者以一个信号,即刊物将在较长时间内关注这

一方面的论题。这既可开拓来稿的面, 同时也可

以借此提升发稿的质量。更深一层来看, 栏目建

设有助于杂志的形象定位。比如, 在当前中国的

学术期刊界,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 一些专业类杂

志比综合类杂志要办得成功,这里的成功在很大

程度上基于刊物的特色, 像 历史研究 哲学研

究 等刊物, 因其发稿就局限于历史或哲学的领

域,反而容易形成特色与专长, 从而使其无论在

发行上,或是在学术含量上, 较之普通综合性学

术期刊都要好一些。综合类期刊其实也一样, 通

过重点栏目的营建可以增强刊物的学术  文化

影响力。比如 殷都学刊 , 由安阳师范学院主

办,这所学校本身并不显赫, 但这本杂志却因地

处河南安阳而将其办刊重心放在 #甲骨文研究 ∃

#殷商史研究 ∃等栏目上, 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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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    /一角丛书0 一文中,赵家壁说:

#我从西方成套文学书的扉页上,看到都有一幅图案设计作出

版标记,这也引起了我的兴趣。正巧在一位老同学处看到一幅

国外的藏书票,这幅木刻画虽带有点洋味儿,但我欣赏它线条

粗犷有力,含意深远,便请美术家加了几笔,用作 一角丛书 的

出版标记。++此后,我编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 、良友文学

丛书 和 中篇创作新集 等的里封、环衬或包封上, 都印上这

幅图, 因而成为良友版成套文学书的出版标记了。∃见赵家壁

编辑忆旧 ,中华书局, 2008年 7月第 1版,第 31页。有意味

的是,中华书局版的这本 编辑忆旧 ,其封面及里封,也都采用

了这幅木刻。

2006年 3月,因为身体原因,丁聪不再为 读书 供稿,从而引

起读者    从中学生到 87岁的老者    的强烈关注。对于这

些关注, 读书 先在 2006年第 6期的 编辑手记 中作出回应,

说 #我们有一个多年来深受读者好评的封二专栏 1诗画话 2以

及 1小丁 2的漫画,最近由于丁聪老的身体原因,停了几期,引来

许多读者的关切 ∃;此后,在 2007年第 3期,对于读者的热情和

关心,丁聪本人又特别发表 感谢 以感谢读者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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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苦心经营, 遂使杂志本身成为甲骨文、殷商

史研究方面的重要阵地, 其文化上的影响力亦由

此而大为提升。因此, 恰当的栏目整划不但有助

于期刊学术品位的提升, 同样也有利于刊物文化

影响力的积淀。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 目

前一些行业性组织, 如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

会,正通过开展名栏工程等手段来鼓励、促进刊

物的栏目建设。这是极有价值的一项工作。

四 & 重视编读互动环节

对编读互动环节的强调,其目的是要加强编

者和读者之间的信息交流。长期以来, 学术期刊

在办刊上重视的是编辑意图的表述, 诸如 #编者

按 ∃#编后语 ∃等形式经常出现在刊物的编辑过程

中。但读者 /作者的声音却很少在杂志发表, 因

此学术期刊的编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只是

编辑单向度的表述。正是这样,在当前中国学术

期刊的出版工作中, 还应在更大程度上重视读

者 /作者的声音, 以诸如 #来函照登 ∃#观点商榷 ∃
#编读互动∃等形式,将它反映在杂志的办刊进程

之中。这不但有助于刊物发现 /解决办刊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更深入地讨论所发论文的主题, 同

时也是对办刊的一个监督, 并可更进一步地引起

读者 /作者对于杂志本身的关注, 从而同样有利

于提升刊物的文化影响力。

学术期刊文化积淀方面的工作当然远不止

以上几点,对此各期刊社可以采取符合本刊实际

的诸多措施。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意识, 强烈的

意识可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从而演生出各种各

样的实行方案。当然, 对文化积淀的强调并不是

说传统的编辑工作    组稿、审稿、编稿、校对等

等    可以略放一放, 对任何一家出版单位来

说,这些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容不得半

点马虎,这是本文最后所要特别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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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ccumulation: The O ther D irection for Academ ic Journals

   A P robe into the EditorialWork ofCh inese Academ ic Journa ls

from a Cultura lPerspective

ZHU X iao jiang

( The Jou rnal Ed itorial Departm ent, H angzhou Norm alUn iversity, H angzhou 310036, Ch ina)

Ab strac:t The publica tion o f an academ ic journal inc ludes tw o directions. O ne is fo r its con tent based academ ic accum ulation,

th rough w hich it strives to build up its academ ic in fluence by contro lling the academ ic qua lity o f its papers. The o ther, is fo r cul

tura l accum u la tion in its fo rm, through w hich, based on its se lection o f papers, it tries to optim ize its co lum n arrangem en ,t

g raphic design and distribution public ity. The se tasks no t only can be a ttr ibuted to the sec tion o f # d istr ibution∃ but a lso par tly to

the section o f # pub lication∃ graphic design. The w o rk done fo r the cu ltura l accum ulation o f an academ ic journa l a im s to deve l

op its unique feature s and g iv e itse lf a fo rm al beauty, by w hich readers can acknow ledge its brand effec .t T o any academ ic jour

na,l academ ic accum u la tion is fundam en tal in defin ing its academ ic leve ,l w h ile cultura l accum ulation is journa l spec ific in

fo rm ing its ow n fea tures. These tw o direction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as a w ho le.

Key w ords: academ ic journa;l pub lication; d istribution; cu ltura l accum u l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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