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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年的《自然》演绎了“卓越”期刊的内涵
———读《铸造〈自然〉》有感
■张月红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０４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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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鉴于当下中国科技期刊进入了变革期，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实施，结合２０２０年初两部委发布的破除
“唯论文”导向、树立正确的科技评价的相关文件精神，笔者对世界卓越期刊《自然》１５０年的历史通过《铸造〈自然〉》一书进
行了专业的浅析，感悟到成就卓越期刊的内涵在于中国的办刊人要真正理解什么是卓越的科技期刊。
关键词　 《自然》；卓越；科技期刊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４６ ／ ｃｊｓｔｐ． ２０２００４０７０３５６

前言
这篇书评结笔是２０１９年岁末。本想在这“难

过”的鼠年正月里宅家再读一遍《铸造〈自然〉》原
版，悟出一些新的认知，但与国人相同，心神不定的
我硬是举书读不进……恰好出正月，期刊群里突然
一阵“激”动，像从疫情的阴霾里射进了一束曙光，
纷纷转发这“久违的工作”文件，即２０２０年科技部、
财政部印发的文件《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
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１］。毕竟做了近４０
年的学术期刊编辑，阅文后，虽人微言轻，还是想从
办刊人视角，谈几点看法。

ＳＣＩ确是一个科学引文索引工具，其创立的初
衷是帮助图书馆选购有影响力的出版物。例如当年
《自然》的首个影响因子（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排位１０９，而
１９８０年上升到４９，而同时的《科学》分别居４８位与
５６位。坦率地说，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Ｉ）选刊标准一直很严，尤其
是近年已将科研诚信作为一票否决的评估标准。这
些年，不仅在中国，科技与出版界，及与科技相关的
企业在每年６月末都会关注ＪＣＲ的发布，这也许就
是它的品牌效应或话语权。因此，也不仅限于中国，
这几年将这个品牌工具运用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
有目共睹，并因此被诟病。

但我想问，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刚出台的二部委
文件已是当下的科研评估指南体系的参考标准？若
是，有三点可否商榷：

（１）是否将该文发至各高校及研究单位的科研
团队广泛讨论，或以调查表形式征求意见后再发文？

（２）文件中指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
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
确定”，对此个人认为欠妥，这岂不是“国内ＳＣｌ”目
录再圈定吗？难道未入选期刊五年之内就无缘国际
影响力目录吗？

（３）学术期刊的主体是研究人员，可否将科研
人员作为期刊主编（副主编）与编委及学科编辑的
贡献列入评估体系？如２０１９年在香港举行的第六
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上发布的《科研人员评估之香
港准则：维护科研诚信》中提到“重视其它对负责任
科研行为及学术活动有贡献的活动，如科研经费申
请及成果发表的同行审阅等”。

总之，客观地讲，现在的学术评估体系需要科研
管理人员做深入创新性的研究，提倡研究人员与机
构使用高质量的、诚信公开的、可以验证的数据源来
促进中国科学的创新发展。

如此，这本《铸造〈自然〉》的确值得回味何为
期刊的卓越？
“恋书”的感觉

１８６９年至２０１９年，１５０年的《自然》（Ｎａｔｕｒｅ）独
立之行。

２０１９年的最后一周，昼夜颠倒的北美之行中，
我时时心心念念的却是“自然”下一章“走”到了哪
里，一页不落地读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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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自然〉：顶级科学杂志的演化历程》［２］。这本
书译自美国作者梅林达·鲍德温（Ｍｅｌｉｎｄａ Ｂｏｌｄｗｉｎ）
博士在２０１５年撰写的Ｍａｋ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３］。

说实话，我许多年没有这种“恋书”的感觉了，
挺好。

其实，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末在网上搜索到２０１５年由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原著的第一章时，我便急
不可耐地电邮鲍德温，想获得她的授权译成中文，以
飨国内同行，一起领略“卓越”学术期刊的内涵。２４
小时内我收到了她来自波士顿的热情复函：“该书
已有中文版，快给我地址，马上邮寄你一本。”我喜
出望外地告诉她：一周内将到访哈佛大学医学院一
个３Ｄ打印实验室。若能省了国际邮费，又很快读
到母语版本，该是多么惬意！

而我在阅读时也发现，中文版基本忠实地诠释
了作者的原意，读起来很有温度。
谁对此书感兴趣？

本书的作者梅林达·鲍德温不仅是一位科学历
史学家、哈佛大学讲师，先后获得剑桥大学历史与哲
学硕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同时她
还是杂志《今日物理》的高级编辑。双重身份使她
以独特的视角，在《自然》杂志的首部传记中梳理了
它的历史轨迹———从１８６９年创立到当前在线出版
和开放获取的辩论，着实丰富且客观地描绘了一幅
“印刷传播如何影响科学共同体”的生动画卷。

１４４５年之前，欧洲的书籍均为手抄本，自德国
的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机，１４５６年欧洲第一本德文
的《古登堡圣经》印刷出版，至１７世纪世界上第一
本科学期刊（见图１：１６６５年出版的首卷《哲学汇
刊》）的面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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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方面，发展中的《自然》俨然成为科学出版的
国际基准；另一方面，１５０年来，《自然》在科学界声
名鹤起的过程，也是一部微缩的科技现代发展史，如
查尔斯·达尔文（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ａｒｗｉｎ）、欧内斯特·卢瑟福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和史蒂芬·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及年轻一代的科学家沃森和克里克
（Ｗａｔ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ｃｋ）等，在《自然》上发表了许多颠覆
历史的科学发现，其中包括ＤＮＡ结构、中子的发现、
哺乳动物的首次克隆、人类基因组与板块构造等。

图１　 １６６５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哲学汇刊》是世界第一本科学期刊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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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面向科技界的

读者，也想吸引编辑、记者，及对科学传媒感兴趣的
人，所以她在引言中的这段话值得当下学术期刊的
主编（总编）及每一位编辑与媒体人去嚼味。

“传播科学并非易事。它需要特殊的技能，具
有很高的意识、责任感和一定程度的热情。这需要
深刻地考虑什么是科学？以及允许谁提出科学知识
的主张？”

这段精辟的阐述也让从事科学出版工作的主
编、编委、审稿人，以及编辑和媒体人明确了自己的
职业内涵。如是，他们对此书极为感兴趣。

也是缘于自己的职业，我的确被这本书激荡，但
若要对洋洋洒洒３０９页的原版内容和４１５页的译书
《铸造〈自然〉》做出画龙点睛的提点，实感力不从心。
坦率地说，该书最吸引我的是１５０年的《自然》史中７
位总编辑全为男性（当然这个问题留给第８位的女性
总编来点评吧）：诺曼·洛克耶爵士、理查德·格雷戈里
爵士、Ａ． Ｊ． Ｖ．盖尔、Ｌ． Ｊ． Ｆ． 布林布尔、大卫·戴维
斯、约翰·马多克斯爵士、菲利普·坎贝尔。这７位总编
辑个性迥异，但皆

!

鹏得志，在《自然》施展了抱负、才
华，并以各自的方式成就了独立特行、不拘一格的卓
越《自然》。这可能是本书的一大看点。
总编们对《自然》的行动

首先，请参阅我补充的表１（掌舵《自然》的总编
辑）和表２ （《自然》１８６９年创刊号与２０１９年末期的
栏目内容比较），并结合其书目提要，让我们遐想，
在１５０年的岁月中，性格与背景迥异的男总编们在
平均执掌《自然》２０多年里都做了什么？《自然》的
出版栏目从创刊号到２０１９年末有多大的变化？这
些栏目为什么能紧紧地吸引读者与科学投稿人的兴
趣？以这样的视角看《自然》，似乎更具鲜活的历史
感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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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有意识地把７位男总编的编号（见表１）
糅合在《铸造〈自然〉》的目录中，便于我们在《自
然》历史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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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刊行
标准。

《铸造〈自然〉》书目与章节提要：本书目录基本
依时间顺序呈现了大量史料，以重大国际事件及总
编更替划分为８个章节，含引言与结论共有１０个部
分。每一部分笔者加的提要都很有看点，帮助我们
理解总编如何把《自然》引领到卓越，也让我们了解
《自然》的作者对科学共同体的认知标准与贡献。
０． 引言：谁是科学家（Ｗｈｏ ｉ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１＃～ ７＃总
编辑）
提要：投身于科学真理的探索是科学人的文化

与道德标准。《自然》检验科学人的标准不仅是他
是否努力探索，还要看他是否致力于原创性研究？
是否为科学作了贡献？《自然》的投稿人努力将科
学树立为一种排外的、要求苛刻的工作，其中只有少
数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方能获得的专门知识，而不是
一项欢迎各类专家和外行的普通智力活动。
１． 读者的变迁（Ｎａｔｕｒｅ′ｓ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１８６９—
１８７５年）（１＃总编辑）
提要：天文学家洛克耶在麦克米伦公司的赞助

下创办《自然》，其办刊宗旨从为受教育的普通大众
办“科学杂志”，转变到将发布科学信息的权利还给
科学工作者。
２． 投稿人与英国科学卫士的改变（Ｎａｔｕｒｅ′ 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Ｇｕａｒｄ，１８７２—１８９５年）（１＃总编辑）
提要：１９世纪最后几十年，年轻一代科学家趋

于《自然》为首选平台，探讨当时最重要的科学问
题，使其成为英国科学人士必读的杂志。
３． 《自然》对科学人的界定（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１＃～ ２＃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１９世纪末与２０世纪初“科学人”

的身份问题，及那时英国科学工作者所表现出忠于
科学的精神。对《自然》２＃总编辑格雷戈里的选择
的犹豫不决，显示了杂志的读者和投稿人对一名真
正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与标准。因格雷戈里当时不是
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也不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做
《自然》的总编辑是否合适？但格雷戈里最终确立
了他在科学界的地位，１９３３年被选为会员。

４． 科学国际主义与科学民族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１＃～ ２＃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２０世纪初科学出版与科学国际化

的关系。“致编辑的信”被确立为完整科学论文成
文之前的发布最新爆炸性科学研究发现的最快渠
道。杂志快速出版放射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吸引了
一批外国科学家投稿，其中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卢瑟福等尤为突出。但《自然》仍固守英国血统，
发文多以国内的科学发展与事宜为主。
５． 两次大战之间的政治与学术自由（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ｗ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２＃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自然》的

编辑与投稿人的态度发生的变化，从之前谴责英国
政府支持科学发展落后于德国，转变为大力宣扬英
国是一个极其尊重学术自由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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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的外国投稿量增加，杂志作为最
新科学发现的平台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
６． “几乎无人管理”：布林布尔与盖尔领导下的《自
然》（Ｉｔ Ａｌｍｏｓｔ Ｃａｍｅ ｏｕｔ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Ｎ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Ｌ． Ｊ． Ｆ． Ｂｒｉｍｂｌｅ ａｎｄ Ａ． Ｊ． Ｖ． Ｇａｌｅ）
（３＃～ ４＃总编辑）
提要：介绍了杂志名气较小的两位总编辑

（３＃～４＃）。他们带领《自然》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岁
月，并出版了一些最著名的文章，其中包括板块构造
理论，及１９５３年的关于ＤＮＡ结构的论文。但两位
只采纳少数知名科学家的建议来取舍稿件，导致名
声不好。以此可以审视２０世纪中期同行评议的状
况。另外，我们也发现即使一本科学杂志所有文章
都无同行评审，《自然》的名誉也未必受损。
７． 《自然》，冷战以及美国的崛起（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５＃～ ６＃
总编辑）
提要：在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自然》来了两位

有改革创新意识的总编辑。马多克斯上任后马上从
出版模式、投稿程序、通信风格改到新闻栏目。由于
过于激进，７年后被赶下总编大位。戴维斯继任后
建立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制度，坚持“文章的发表并
不意味着学术界的认可，提醒内容值得审视，及更加
谨慎的重复实验来完成”。在这两位总编辑的领导
下，《自然》从一本英国刊物变成了“带有英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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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刊物。
８． “杂乱无序的出版物”：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自然》与
科学的自我监控（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ｌ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ｅｌｆＰｏｌｉｃ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６＃总编辑）
提要：讲述了被赶下台的马多克斯总编二度引

领《自然》（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时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
两场大辩论，其目的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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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看法，
并有意识地将《自然》树立为科学期刊的捍卫者。
９． 结论（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６＃～ ７＃总编辑）

要点：马多克斯提出“期刊能影响科学吗？期
刊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预防科学欺诈”。

７位总编坚信《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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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自然》与电子出版的崛起、开发
权限ｖｓ．营利出版商、《自然》与科学期刊的未来一
直萦绕着执手总编的脑海里，并践行着他们的理解
与理念。
科学期刊的定位

我们经常将科学期刊定位为“知识的容器”，但
鲍德温认为“世界卓越的期刊之一，《自然》绝不是
消极的容器工具，而是辩论和发展科学规则的地方。
在《自然》的网页上，科学家定义了科学的意义：专

业化，同行评议，科学和国际主义，以及科学在公共
领域中的作用。《自然》用自己１５０年的历史证明
了其在现代科学出版中、创造科学中的关键作用。”
作者还说“《自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杂志。
该杂志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创立至今已有１５０年的历
史。从维多利亚时期一本不太成功的科普杂志，转
变为现代科学出版物的国际标杆，《自然》杂志的这
一历史演变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它见证
了１９世纪以来科学领域的几乎所有重大突破。”对
上述《自然》办刊理念的践行，从表１ ～ ３中可见一
斑，如在表１中，笔者归纳了“掌舵人的引领特点”，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１５０年里《自然》的主编们为
了将一本原本面向大众的科学周刊做成了科学家心
里的世界权威学术期刊所倾注的智慧与心血。而在
表２中，笔者特别点睛１５０年来，《自然》为什么自
始至今吸引广泛的科学读者群？发现它以汇集重要
的科学论文为主线，同时开辟“新闻和观点”等信息
版块，能进一步阐述《自然》发表的论文并提供相关
背景信息。这些因素对科研群体产生了磁石般的吸
引力，让他们愿意投稿，关注每周最新的科技信息。
表３也见证了一个事实，卓越期刊的影响力及其信
誉度不仅滋养在科学家的心里，其ＩＦ数据逐年上升
的记载也是有案可查的，如与《科学》同在ＪＣＲ“多
学科综合库“（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中的
《自然》。

表１　 掌舵《自然》的总编辑
编号 姓名 前一个职业 担任总编辑年限 掌舵人的引领与贡献
１＃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ｃｋｙｅｒ（洛
克耶） 天文学家，科学作家 １８６９—１９１９年（５０） 创周刊《自然》目标：快速报道世界各地最新科学进展，初为受

教育的普通大众分享科学，后专为科学人士提供争论的平台

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ｒｅｇｏｒｙ（格
雷戈里）

科学作家，《自然》员
工 １９１９—１９３９年（２０） 强调科学引领，解决社会问题。科学没有国界，政治与宗教不

是限制科学进步的理由（２＃于１９３３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３＃
Ａ． Ｊ． Ｖ． Ｇａｌｅ （盖
尔）

农学作家，《自然》员
工 １９３９—１９６２年（２３） 共同总编虽乏味，但引领《自然》渡过二战难关，国际稿渐多

４＃
Ｌ． Ｊ． Ｆ． Ｂｒｉｍｂｌｅ（布
林布尔）

植物学家，《自然》员
工 １９３９—１９６５年（２６） 发表了ＤＮＡ和板块构造等学说；同行评议不是必要条件

５＃
Ｊｏｈｎ Ｍａｄｄｏｘ （马多
克斯） 物理学家，科学记者 １９６６—１９７３年（７＋） 保留编辑的绝对权力；增强科技新闻敏感性；让《自然》更有趣

６＃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ｅｓ （戴维
斯）

地球物理学家，期刊
编辑 １９７３—１９８０年（７） 建立同行审稿制度；各个学科发好文；ＩＦ从１０９位上到４９位

５＃
Ｊｏｈｎ Ｍａｄｄｏｘ （马多
克斯） 物理学家，科学记者 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１５＋） 世界多地设新办公室。坚持“一份期刊真的必须有自己的

观点”

７＃ Ｐｈｉｌｉ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物理学家，《自然》副
总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２３） 电子出版的崛起，扩张组建了自然出版集团（ＮＰＧ）。《自然》

正在践行着信息的在线变革，探索科学传播的未来

８
Ｍａｇｄａｌｅｎａ Ｓｋｉｐｐｅｒ
（斯基普，女）

遗传学家，《自然》编
辑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 努力探索科学传播的未来

注：笔者对原书表１修改增加了内容，并将２０１８年７月《自然》迎来史上第８位，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编辑列入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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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自然》１８６９年创刊号与２０１９年末期栏目内容比较
１８６９年创刊号栏目 ２０１９年末期（５７６卷７７８７期）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社论）
Ｌｅａ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引领文章）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Ｓｈｅｌｆ书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科学正文）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ｄｉｔｏｒ（致编辑信）
Ｎｏｔｅｓ（短讯）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ｅｒｉａｌｓ（科学系列）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各学科报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通讯）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学术社团报道）
Ｄｉａｒｙ（Ｕｐｃｏｍ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会议信息）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推荐书目）

２０１９：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年的科学）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社论）／ Ｎｅｗｓ（消息）／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特写）／ Ｅｓｓａｙ（随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通
讯）／ 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ｗｓ（新闻＆观点）
Ｔｈｉｓ Ｗｅｅｋ（本周看点）
Ｗｏｒｌｄ Ｖｉｅｗ（全球观点）／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研究亮点）
Ｎｅｗｓ ｉｎ Ｆｏｃｕｓ（聚焦新闻）
Ｎｅｗｓ Ｒｏｕｎｄｕｐ（新闻综述）／ Ｎｅｗｓ（消息）
Ｏｐｉｎｉｏｎ看法
Ｃｏｍｍｅｎｔ（评论）
Ｗｏｒｋ工作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特写）／ Ｗｈｅｒｅ Ｉ ｗｏｒｋ（我在这里做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科研
Ｎｅｗｓ ＆ Ｖｉｅｗｓ（新闻＆观点）／ Ｒｅｖｉｅｗ（综述）／ Ａｒｔｉｃｌｅ（论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专题汇集）

表３　 近１１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自然》与《科学》影响因子的变化

Ｙｅａｒ
《自然》 《科学》

ＩＦ Ｒａｎｋ ＩＦ Ｒａｎｋ
２０１９ ４２．７７８ １ ／ ７１ ４１．８４５ ２ ／ ７１
２０１８ ４３．０７０ １ ／ ６９ ４１．０６３ ２ ／ ６９
２０１７ ４１．５７７ １ ／ ６４ ４１．０５８ ２ ／ ６４
２０１６ ４０．１３７ １ ／ ６４ ３７．２０５ ２ ／ ６４
２０１５ ３８．１３８ １ ／ ６３ ３４．６６１ ２ ／ ６３
２０１４ ４１．４５６ １ ／ ５７ ３３．６１１ ２ ／ ５７
２０１３ ４２．３５１ １ ／ ５５ ３１．４７７ ２ ／ ５５
２０１２ ３８．５９７ １ ／ ５６ ３１．０２７ ２ ／ ５６
２０１１ ３６．２８０ １ ／ ５６ ３１．２０１ ２ ／ ５６
２０１０ ３６．１０４ １ ／ ５９ ３１．３７７ ２ ／ ５９
２００９ ３４．４８０ １ ／ ５０ ２９．７４７ ２ ／ ５０

注：两刊同在ＪＣＲ“多学科综合库”。

　 　 表３说明１１年间（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自然》一直
居“多学科综合库”的第一位，而且其ＩＦ在１０年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是逐步从３４升至４３，年平均增长率
约为２．５％，非跳跃式增长，而且２０２０年公布的２０１９
ＪＣＲ中，《自然》的ＩＦ略下降到４２．７７８，但仍居多学科
综合库的第一，这些都值得我们国内办刊人思考。

这里，要对补充到表１里的第８位总编，也是第
一位女总编斯基普博士点亮几句，《自然》在它１５０
年之际迎来了第一位女掌舵人。当然，这位新上任
的遗传学出身的女总编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接受“知识
分子”微信公众号采访时也说道“女性在科学领域
的代表还是不足的，而且任何职场中都一定程度地
存在这个现象”，并表示“我们都有责任在科学或在
其他职业领域支持女性，让女性崭露头角，支持她们
并为她们提供可效仿的榜样”［４］。

此时，我也突然顿悟，这位新掌舵人最近对《自
然》的几句解读，正是本书的提要：（１）《自然》的编
辑起初都是有多年科研经验的研究者，之后才成为
期刊的编辑；（２）《自然》１５０周年的核心使命就是

服务和支持科研群体，而且与科学共同体同发展共
需求，这是成功的关键；（３）一本成功的杂志必须是
独立的。为期刊制定清晰严格的原则政策必须公正
透明。论及《自然》今后的使命，她直言道：“预测
未来是一个棘手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预期新的（学
术出版）方式会出现”。
结束语

英国的《自然》，早已世界卓越的《自然》。笔者
之所以冲动地写这个读后感，就是想与我的同行们
分享《自然》１５０年经营的办刊理念，期待中国的学
术期刊，尤其是已经拿到政府各类基金项目资助的
期刊，例如受到“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资助
的办刊机构与办刊人，努力思考科学期刊的角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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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个目标不仅需要时日的沉
淀，更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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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是一个影响因子独能体现的。当然《自然》
的影响因子在近１０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中还是提升
了将近１０（见表３）。

一己之见，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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