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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几句句话：

这篇书评结笔是2019年年岁未。本想在这“难过”的⿏鼠年年正⽉月⾥里里宅

家再读⼀一遍原版，悟出⼀一些新的认知，但与国⼈人相同，⼼心神不不定的我

硬是举书读不不进……恰好出正⽉月，期刊群⾥里里突然⼀一阵“激”动，像从疫

情的阴霾⾥里里射进了了⼀一束曙光似的，纷纷转发这“久违的⼯工作”⽂文件”即

2020⼆二部委破除“SCI⾄至上”破除“唯论⽂文” 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的⽂文

件。毕竟做了了近40年年的学术期刊编辑，阅⽂文后，虽⼈人微⾔言轻，还是想

以办刊⼈人视⻆角，谈⼏几点看法：

原创 张⽉月红 今天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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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确是⼀一个科学引⽂文索引⼯工具，其1975年年发布初衷是帮助图书

馆选购那些有影响⼒力力的出版物。如当年年《⾃自然》的⾸首个IF排位109，

⽽而1980年年前升到49，⽽而同时的《科学》分别居48与56位。ISI选刊⼀一

直很严，尤其是近年年已将科研诚信作为⼀一票否决的评估标准。这些

年年，不不仅在中国，科技与出版，及与科技相关的的企业每年年6⽉月底都

会关注它的JCR发布，这也许就是它的品牌效应或话语权。这些年年，

不不仅中国，将这个品牌⼯工具运⽤用的有过之⽽而不不及也是有⽬目共睹⽽而被诟

病。

但我想问，我们是否可以理理解刚出台的⼆二部委⽂文件就是当下的科

研评估指南体系参考标准？若是，有三点可否讨论：

1. 是否将该⽂文发⾄至各⾼高校科研团队⼴广泛讨论，或以调查表形式征

求意⻅见后再发⽂文？

2. ⽂文件中指“具有国际影响⼒力力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

卓越⾏行行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对此个⼈人认为⽋欠妥，这岂不不是“国

内SCl”⽬目录圈定吗？难道未⼊入选期刊五年年之内就⽆无缘国际影响⼒力力吗？

再则，作为评审⼈人，个⼈人认为这次⼊入选期刊的评选标准也有⽋欠妥之

处，如以影响因⼦子作为相当⽐比例例的定量量分制约，对有些技术类，创新

期刊有失偏颇，再则也不不排除⼀一些⽋欠公平的关系分. 如此，是否这⼀一

条太过绝对？

3. 学术期刊的主体是研究⼈人员，可否将科研⼈人员作为期刊主

（副）编与编委及学科编辑的贡献加⼊入评估体系？今年年第六届世界科

研诚信⼤大会的⾹香港准则中提到“重视其它对负责任科研⾏行行为及学术活



动有贡献的活动”。

总之，客观地讲，现在的学术评估体系需要提倡研究⼈人员与机构

需要使⽤用⾼高质量量的、诚信公开的、可以验证的数据源来促进科学的创

新发展。

如此，这本巜铸造⾃自然》的确值得回味。

撰⽂文  | 张⽉月红（浙⼤大学报英⽂文版前总编）

责编  | 董赋好

●　    ●　    ●

“恋书”的感觉

1869年年⾄至2019年年，150年年的《⾃自然》（Nature）独⽴立之⾏行行。

2019年年的 后⼀一周，昼夜颠倒的北北美之⾏行行中, 我时时⼼心⼼心念念的

却是“⾃自然”下⼀一章“⾛走”到了了哪⾥里里，⼀一⻚页不不落地读了了重庆⼤大学出版

社2018年年出版的《铸造⾃自然：顶级科学杂志的演化历程》。这本

书译⾃自美国作者梅梅林林达·鲍德温（Melinda Boldwin）博⼠士在2015

年年 撰 写 的  “Making Natural ：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Journal”。



说实话，我许多年年没有这种“恋书”的感觉了了，挺好。

其实，11⽉月末在⽹网上搜索到2015年年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

著的第⼀一章时，我便便急不不可耐地电邮梅梅林林达，想获得她的授权译

成中⽂文，以飨国内同⾏行行，⼀一起领略略“卓越”学术期刊的内涵。24⼩小

时内我收到了了她来⾃自波⼠士顿的热情复函：“该书已有中⽂文版，快给

我地址，⻢马上邮寄你⼀一本。”我喜出望外地告诉她：⼀一周内将到访

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个3D打印实验室。若能省了了国际邮费，⼜又很快

读到⺟母语版本，该是多么惬意？

⽽而我在阅读时也发现，中⽂文版基本忠实地诠释了了作者的原意，读

起来很有温度。

谁对此书感兴趣？

本书的作者梅梅林林达·鲍德温不不仅是⼀一位科学历史学家、哈佛⼤大学讲

师，先后获得剑桥⼤大学历史与哲学硕⼠士学位、普林林斯顿⼤大学历史

学博⼠士学位，同时她还是杂志《今⽇日物理理》的⾼高级编辑。双重身

份使她以独特的视⻆角，在《⾃自然》杂志的⾸首部传记中梳理理了了它的

历史轨迹——从1869年年创⽴立到当前在线出版和开放获取的辩论，

着实丰富且客观地描绘了了⼀一幅“印刷传播如何影响科学共同体”的

⽣生动画卷。



1445年年之前，欧洲的书籍均为⼿手抄本, ⾃自德国的古登堡发明活字

印刷机，1456年年欧洲第⼀一本德⽂文的《古登堡圣经》印刷出版，⾄至

17世纪世界上第⼀一本科学期刊（⻅见图1：1665年年出版的⾸首卷《哲

学会刊》）的⾯面世），到19世纪，现代史上科学期刊的出版已成

为  “代表、认证和记录科学知识的学术机构”，《⾃自然》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方⾯面，发展中的《⾃自然》俨然已成为科学出版的国际基准。另

⼀一⽅方⾯面，150年年来，《⾃自然》在科学界声名鹤起的过程，也是⼀一部

微缩的科技现代发展史，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欧 内 斯 特 · 卢 瑟 福 （ Ernest Rutherford ） 和 史 蒂 芬 · 霍 ⾦金金

（ Stephen Hawking ） 及 年年 轻 ⼀一 代 的 科 学 家 沃 森 和 克 ⾥里里

克   （Watson and Crick）等，在《⾃自然》上发表了了许多颠覆历

史的科学发现，其中包括DNA结构、中⼦子的发现、哺乳动物的⾸首

次克隆隆、⼈人类基因组与板块构造等。

                       



1665年年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会刊》是世界第⼀一本科学期刊。2019年年12⽉月

16⽇日笔者拍摄于美国亨延顿图书博物馆）

作者鲍德温撰书的初衷不不仅是⾯面向科技界的读者，也想吸引、编

辑、记者，及对科学传媒感兴趣的⼈人。所以她在引⾔言中的这段话

值得当下学术期刊的主编（总编）及每⼀一位编辑与媒体⼈人去嚼味

——

“传播科学并⾮非易易事。它需要特殊的技能，具有很⾼高的意识，责任感

和⼀一定程度的热情。这需要深刻地考虑什什么是科学？以及允许谁提

出科学知识的主张？”

缘于⼀一个办刊⼈人的好奇⼼心，我的确被这本书激荡，但若要对洋洋



洒洒309⻚页的原版内容和415⻚页的译书《铸造⾃自然》做出画⻰龙点睛

的提点，实感⼒力力不不从⼼心。本书 吸引我的是150年年的《⾃自然》史中

的7位总编辑：诺曼·洛洛克耶爵⼠士、理理查德·格雷雷⼽戈⾥里里爵⼠士、A. J.

V.盖尔、L. J. F. 布林林布尔、⼤大卫·戴维斯、约翰·⻢马多克斯爵⼠士、

菲利利普·坎⻉贝尔。这7位总编辑均为男性，他们个性迥异，但皆鹍

鹏得志，在《⾃自然》施展了了抱负、才华，并以各⾃自的⽅方式成就了了

独⽴立特⾏行行、不不拘⼀一格的卓越《⾃自然》。这可能是本书⼀一⼤大看点。

男总编们对《⾃自然》的引领

⾸首先，请参阅我补充过的表 1（掌舵《⾃自然》的总编辑）和表2

（《⾃自然》1869创刊号与2019年年末期的栏⽬目内容⽐比较），并结合

其书⽬目，让我们遐想，在150年年的岁⽉月中，性格与背景迥异的男总

编们在平均执掌《⾃自然》20多年年⾥里里都做了了什什么？《⾃自然》的出版

栏⽬目从创刊号到2019年年末有多⼤大的变化？这些栏⽬目为什什么能紧紧

地吸引读者与科学投稿⼈人的兴趣？以这样的视⻆角看《⾃自然》，似

乎更更具鲜活的历史感和趣味性。

下⾯面我有意识把7位男总编的编号（⻅见表1）糅合在《铸造⾃自然》

的⽬目录中，便便于我们在《⾃自然》历史变⾰革时找到他们的身影，解

读他们在当时的国际事务与科学真理理的发布中所倡导的科学共同

体的价值观及对科学期刊的出版所建⽴立的标准。



《铸造⾃自然》书⽬目与章节提要
﹏﹏﹏﹏

本书⽬目录基本依时间顺序呈现了了⼤大量量史料料，以重⼤大国际事件及总

编更更替划分了了8个章节，含引⾔言与结论共有10个部分。每⼀一部分笔

者加的提要都很有看点，帮助我们理理解总编如何把《⾃自然》引领

到卓越，也让我们了了解《⾃自然》的作者对科学共同体的认知标准

与贡献。

0. 引⾔言：谁是科学家（Who is scientist）？  （1#-7#总编辑）

提要：投身于科学真理理的探索是科学⼈人的⽂文化与道德标准。《⾃自然》检验

科学⼈人的标准不不仅是他是否努⼒力力探索，⽽而且要看他是否致⼒力力于原创性研

究？是否为科学做了了贡献？《⾃自然》的投稿⼈人努⼒力力将科学树⽴立为⼀一种排外

的、要求苛刻的⼯工作，其中只有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方能获得的专⻔门知

识，⽽而不不是⼀一项欢迎各类专家和外⾏行行的普通的智⼒力力活动。

1. 读者的变迁（Nature’s Shifting Audience,  1869-1875）

（1# 总编辑）

提要：天⽂文学家洛洛克耶在⻨麦克⽶米伦公司的赞助下创建《⾃自然》，从初为受

教育的普通⼤大众办“科学杂志”的愿望，后将发布科学信息的权利利还给了了科

学⼯工作者。

2. 投稿⼈人与英国科学卫⼠士的改变（Nature’s Contributors and

the

Changing of Britain’s Scientific Guard,  1872-1895）（ 1#

总编辑）



提要：19世纪 后⼏几⼗十年年，年年轻⼀一代科学家趋于《⾃自然》为⾸首选平台，探

讨当时 重要的科学问题，使其成为英国科学⼈人⼠士必读的杂志。

3. 《⾃自然》对科学⼈人的界定（Defining the “Man of Science

”in Nature）（1# -2# 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了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科学⼈人”的身份问题，及那时英国科学

⼯工作者所表现出忠于科学的精神。从对《⾃自然》第2#总编格雷雷⼽戈⾥里里的选择

的犹豫不不决，显示了了杂志的读者和投稿⼈人对⼀一名真正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与

标准。因格雷雷⼽戈⾥里里当时不不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也不不是⼀一名科学⼯工作

者，做《⾃自然》的总编是否合适？但格雷雷⼽戈⾥里里 终确⽴立了了他在科学界的地

位，1933年年被选为会员。

4. 科学国际主义与科学⺠民族主义（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Nationalism）（1#-2#）

提要：讲述了了20世纪初科学出版与科学国际化的关系。“致编辑的信”被确

⽴立为完整科学论⽂文成⽂文之前的发布 新爆炸性科学研究发现的 快渠道。

杂志快速出版放射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吸引了了⼀一批外国科学家投稿，其中

以诺⻉贝尔物理理学奖获得者卢瑟福等尤为突出。但《⾃自然》仍固守英国⾎血

统，发⽂文多以国内的科学发展与事宜为主。

5. 两 次 ⼤大 战 之 间 的 政 治 与 学 术 ⾃自 由 （ Nature,  Interwar

Politics,  and

Intellectual Freedom）（2#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了⼀一战前后，《⾃自然》的编辑与投稿⼈人的态度发⽣生的变化，从

之前谴责英国政府⽀支持科学发展落后于德国，转变为⼤大⼒力力宣扬英国是⼀一个

极其尊重学术⾃自由的国家。即使在战后，英国也没有再对德国和其他国家

表示仰慕之情。“致编辑的信”栏⽬目外国投稿量量的增加，杂志作为 新科学



发现的平台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6.“⼏几乎⽆无⼈人管理理”：布林林布尔与盖尔领导下的《⾃自然》（“It

Almost Came Out on Its Own”:Nature under L. J. F.

Brimble and A. J. V. Gale）（3#-4#）

提要：介绍了了杂志名⽓气较⼩小的两位总编  （3#-4#）。他们带领《⾃自然》度

过了了艰难的战争岁⽉月，并出版了了⼀一些 著名的⽂文章，其中包括板块构造理理

论，及1953年年的DNA结构的论⽂文。但两位只采纳少数知名科学家的建议来

取舍稿件也致名声不不好。以此可以审视20世纪中期同⾏行行评议的状况。但也

发现即使⼀一本科学杂志所有⽂文章都⽆无同⾏行行评审，《⾃自然》的名誉也未必受

损。

7.《⾃自然》，冷战以及美国的崛起（Nature,  the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5#-6#）

提要：在60-70年年代，《⾃自然》来了了两位有改⾰革创新的总编辑。⻢马克多斯

上任后⻢马上从出版模式、投稿程序、通信⻛风格改到新闻栏⽬目。由于过于激

进，7年年后被赶下总编⼤大位。戴维斯继任后建⽴立了了严格同⾏行行评议制度，坚

持“⽂文章的发表并不不意味着学术界的认可，提醒内容值得审视，及更更加谨慎

的重复实验来完成”。在两位领导下，《⾃自然》从⼀一家英国刊物变成了了“带

有英国⻛风格”的国际刊物。

8. “杂乱⽆无序的出版物”：20世纪80年年代《⾃自然》与科学的⾃自我

监控

（ ”Disorderly Publication”: Nature and Scientific Self-

Policing in the 1980s）（6#）

提要：讲述了了被赶下台的⻢马克多斯总编⼆二度引领《⾃自然》（1980-1995）

时所经历的不不同寻常的两场⼤大辩论，其⽬目的是为了了保证科学研究公信度。



他坚持科学期刊应该对科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并有意识地将《⾃自然》

树⽴立为科学期刊的捍卫者。

结论  （Conclusion）（6#-7#）

要点：⻢马克多斯提出“期刊能影响科学吗？期刊可以做更更多的⼯工作来预防科

学欺诈。

7位总编坚信《⾃自然》不不只是在塑造科学研究，也要成为研究者定

义科学概念的场所。

近20多年年来,《⾃自然》与电⼦子出版的崛起；开发权限VS盈利利出版

商；《⾃自然》与科学期刊的未来⼀一直萦绕着执⼿手总编的脑海海⾥里里，

并践⾏行行着他们的理理解与理理念。

科学期刊的定位

我们经常将科学期刊定位为  “知识的容器器”，但鲍德温认为“世界

卓越的期刊之⼀一，《⾃自然》绝不不是消极的容器器⼯工具，“⽽而是辩论和

发展科学规则的地⽅方。在《⾃自然》的⽹网⻚页上，科学家定义了了科学

的意义：专业化，同⾏行行评议，科学和国际主义，以及科学在公共

领域中的作⽤用。《⾃自然》⽤用⾃自⼰己150年年的历史证明了了现代科学出版

中创造科学中的关键作⽤用。” 作者还说  “《⾃自然》是全球 具影响

⼒力力的科学杂志。该杂志从19世纪60年年代创⽴立⾄至今已有150年年的历



史。从维多利利亚时期⼀一个不不太成功的科普杂志，转变为现代科学

出版物的国际标杆，《⾃自然》杂志的这⼀一历史演变是科学史上

重要的故事之⼀一，它⻅见证了了19世纪以来科学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

突破。”

表1 掌舵《⾃自然》的总编辑

从表中  “掌舵⼈人的引领特点”我们可以感受150年年⾥里里《⾃自然》的主编们是如何让

⼀一本原本⾯面向⼤大众的科学周刊做成了了科学家⼼心⾥里里的世界权威学术期刊。

表2《⾃自然》1869创刊与2019年年末栏⽬目内容⽐比较



从表2看出，150年年来，《⾃自然》⾃自始⾄至今注重吸引⼴广泛的科学读

者群，以汇集重要的科学论⽂文为主线，同时开辟“新闻和观点”等

信息板块，能进⼀一步阐述《⾃自然》发表的论⽂文并提供相关背景信

息。这些因素对科研群体产⽣生了了吸引⼒力力，让他们愿意投稿，关注

每周科技信息。

表3  近10年年《⾃自然》与《科学》的影响因⼦子变化



两刊同在JCR“多学科综合库“（MULTIDISCIPLINARY SCIENCES）”中。 10

期间（2009- 2018），《⾃自然》⼀一直居该库中的第⼀一位，但是我们注意到其 IF

在10年年间逐步从34 升⾄至43，  保持了了每年年8.59%的增速，  并⾮非跳跃式增⻓长，这

值得我们思考。

后，还想点到补充在表1⾥里里的斯基普⼥女女⼠士。《⾃自然》在它150年年

之际的确迎来了了第⼀一位⼥女女掌舵⼈人。这位新上任的遗传学出身的⼥女女

总编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曾表示：“⼥女女性在科学领域的代表还

是不不⾜足的，⽽而且任何职场中都⼀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个现象。”并表示

“我们都有责任在科学或在其他职业领域⽀支持⼥女女性，让⼥女女性崭露露头

⻆角，⽀支持她们并为她们提供可效仿的榜样。

此时，我也突然顿悟，这位新掌舵⼈人 近对《⾃自然》的⼏几句句解

读，正是本书的提要：1.《⾃自然》的编辑起初都是有多年年科研经验

的研究者，之后才成为期刊的编辑；2.《⾃自然》150周年年的核⼼心使

命就是服务和⽀支持科研群体，⽽而且与科学共同体同发展共需求，

这是成功的关键；3.⼀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是独⽴立的。为期刊制定



清晰严格的原则政策必须公正透明。论及《⾃自然》今后的使命她

直⾔言道：“预测未来是⼀一个棘⼿手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预期新的（学

术出版）⽅方式会出现”。

结束语

英国的《⾃自然》，早已世界卓越的《⾃自然》。笔者之所以冲动地

写这个读后感，就是想与我的同⾏行行们分享《⾃自然》150年年经营的的

办刊理理念，期待中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已经拿到政府资助的各

类基⾦金金项⽬目，中国学术期刊卓越⾏行行动计划的办刊机构与办刊⼈人，

努⼒力力思考科学期刊的⻆角⾊色与⽬目的，真正把中国期刊办成科学共同

体公认的世界  “卓越” 期刊。我认为这个⽬目标不不仅需要时⽇日的沉

淀，更更需要⼀一批具有学术共同体价值观的期刊主编（总编），及

编辑们前卫的意识引领、创新诚信的实践，绝不不是⼀一个影响因⼦子

独能体现的。当然《⾃自然》的影响因⼦子在近⼗十年年（2009-2019）

中还是上了了⼀一个10位数（⻅见表3）。

⼀一⼰己之⻅见，多指正。

微信公众号“科学春秋”（ ID：kexuechunqiu）同步推送今⽇日⽂文章，
欢迎到“科学春秋”对本⽂文留留⾔言评论。

制版编辑 | ⽪皮⽪皮⻥鱼



学术期刊办刊⼈人聊中国“科研⾃自信”

ESI：⼀一场被中国⾼高校追捧的荒诞剧

中国如何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2655438760&idx=2&sn=f5a05bbac7bfb9dde1ad76e00abcc3bb&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2655436603&idx=1&sn=6dfdb7dbf8265f0486f1c6a6c71fb90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2655438358&idx=1&sn=84cd48734b5c9c90692290c51d2969f7&scene=21#wechat_redirect


阅读原⽂文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知识分⼦子⽹网站更更多⽂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NDA2NTI4Mg==&mid=2655441818&idx=2&sn=92020ec76c8c1a705f0edb63910d20db&chksm=f3a6d1f7c4d158e1894ec00727fd3f7a246429eee0e5ae8bab79bb3c0c59b64ef086c97c86c2&token=545767683&lang=zh_CN#%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