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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以质量和服务取胜
文/冷怀明

在“科学春天”创刊的中国科技期刊，
包括诸多大学的学报，经历了30多年的成长

吸引优质稿件是塑造精品期刊品牌
的首要手段

和发展，如今正是壮年而近不惑的时候。在

塑造精品期刊品牌的因素众多，其最核心

国家科技期刊出版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背景

的要素是刊发精品论文。什么样的论文算得上

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面临严峻考验。

精品论文呢？对医学期刊而言，只有那些能解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下简称《学报》）

决医学科学问题、临床实践问题的有创新观点

作为一本有37年(1979年创刊)办刊历史，

和研究发现的论文才算得上精品论文。但在现

获得了“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百

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下，这些精品论文是不会轻

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

易投给中文期刊的。要想得到优质论文，只

刊”“中国高校精品科技期刊”等诸多荣誉

能根据各自的条件，想方设法地吸引专家、

的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面临国家新闻出版

作者。

体制改革和军队编制体制改革的双重考验。

依 托主编、编委组稿和撰稿是获得优质

《学报》像大多数科技期刊一样：编辑出版

稿件的主要途径。 依托主编、编委组稿，应该

规模小、经营差、生存能力低；在以SCI为

说是编辑部主任、编辑能想到的办法。但是，

主导的科研评价政策环境下，优秀稿件严重

我们常常听到编辑、编辑部主任抱怨，编委、

外流、优质稿源匮乏、期刊功能异化、学

主编没有太多精力为期刊组稿、审稿，基本上

术不端防不胜防，以及军队编制体制改革与

是挂名而已。当然，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的期刊

压缩编制禁止经商，使得编辑队伍的稳定和

编辑介绍经验，他们的主编、编委对期刊组稿

顺应市场经济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但不发

非常积极支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

展就要落后，要发展就要树品牌。通过总结

主编、编委对组稿积极不积极，除了主编、编

30多年的办刊经验，《学报》将办刊宗旨凝

委自身对期刊的重视程度有差别以外，主要还

练为“交流国内外医学科研、临床实践的学

是要看主编、编委对期刊的认可度，或者说是

术交流平台，培养中青年医学科技人才的摇

对期刊品牌的忠诚度，以及期刊为主编、编委

篮，展示我校科研成果的窗口”；《学报》

学术研究提供服务的程度。如果期刊积极为主

确立了“以质量取胜”的精品办刊理念。现

编、编委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质服务，在主

将《学报》近年来实施精品发展策略的实践

编、编委心目中建立了精品期刊的品牌形象，

与同道交流，希望对办好中文科技期刊有所

主编、编委对期刊的支持、为期刊组稿审稿的

裨益。

积极性就会高得多。比如，《学报》的一位副

不发展就
要落后，要
发展就要树
品牌。通过
总结30多年的
办刊经验，
《学报》将办
刊宗旨凝练为
“交流国内外
医学科研、临
床实践的学术
交流平台，培
养中青年医学
科技人才的摇
篮，展示我校
科研成果的窗
口”；《学
报》确立了
“以质量取
胜”的精品办
刊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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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其“数字化人体”的研究成果从投稿到刊出仅用了

稿给SCI收录期刊的稿件转投给中文期刊。此种现实虽然

23天，为其奠定了在该学术领域亚洲首发、国内领先的学术

让中文期刊的编辑部主任、编辑感觉很不好，但现实就是

地位。其后该研究团队向《学报》投递多篇高质量论文。

现实，我们必须正确面对。为了吸引更多作者给《学报》

发挥中青年专家的作用，发展正在冉冉升起的中青

投稿的稿件，《学报》只能优化稿件处理流程，提高工作

年学术明星为编委，为他们的学术交流提供学术舞台，是

效率，以“快”来争取优质稿件。要提高工作效率，当然

学术期刊争取编委支持的有效方法。在近年的编委会调整

需要相应的工作条件。《学报》较早采用远程稿件处理系

中，《学报》特别注意将活跃在学校科研、医疗一线的中

统，既方便了作者投稿、查稿、改稿，也方便了专家审

青年专家聘为编委、常务编委、副主编，并通过他们组织

稿，更方便了编辑管理和处理稿件。《学报》通过优化稿

各自领域的优秀稿件。年轻编委利用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影

件处理流程，提高稿件流转速度，缩短了刊稿周期，从

响和出国留学、攻读学位等建立的联系，将《学报》组稿

2008年采用远程稿件处理系统以后，平均刊稿周期从过去

范围扩大到海外、全国、全军。

的1年左右缩短到近年的160天左右。

约请编委撰稿或快速发表编委撰写的稿件，也是获得

为最新研究成果开辟快速发表通道，是获得高质量

优质稿件的重要途径。表1所列《学报》副主编、编委撰

稿件有效手段。前面提到的关于数字化人体的具有国际

写的稿件，其引用和下载次数都较多。

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就是因为《学报》为其快速发表
了首篇研究报告，其后该团队连续将“数字化人体”的

表1 《学报》部分编委撰稿被引用和下载情况
论文题目
《首例中国数字
化可视人体完
成》
《首套中国男、
女数字化可视人
体结构数据的可
视化研究》
《首例中国女性
数字化可视人体
数据集完成》
《数字化可视人
体研究》
《首例中国女性
数字化可视人体
数据集采集与可
视化研究》
《第3例中国数字
化可视人体数据
集报告》
《中国版SCL-90
的效度研究》
《代谢综合征的
临床特征与发病
机制》
《血管生成、治
疗性血管生成和
抗血管生成》

14

作者

年、期

被引
(次)

下载
(次)

张绍祥b等

2002年第10期

261

442

张绍祥等

2003年第07期

113

346

最新研究成果投稿给《学报》，为《学报》带来较多引
用和下载（表1）。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注和报道，能在专家和作
者中树立良好形象，对吸引优秀稿件非常有益。2014年11
月，以第三军医大学为主体、沈阳军区部分医务人员组成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利医疗队赴利比里亚协助抗击埃博
拉病毒病。在医疗队出发前夕，编辑部积极与我们的编

张绍祥等

2003年第04期

104

174

张绍祥等

2003年第07期

72

172

张绍祥等

2003年第05期

55

259

委、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教授约稿、组稿；在医疗队员们
回国前即开始选题和论文资料搜集工作。2015年1月底，
医疗队回国后在进行医学隔离观察期间着手论文撰写、完
善。编辑部人员加班加点，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论文的同行
评议、编辑加工工作，并上传至“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
版平台。在第一时间以医学论文的形式向学术界报告医疗

张绍祥等

2009年第01期

41

479

冯正直c等

2001年第04期

128

900

祝之明b

2009年第01期

51

1394

卞修武b

2001年第03期

40

318

队援利抗击埃博拉病毒病的成果。专题论文在2015年第4
期发表。从论文接受到发表，只用了短短25天，得到了学
界的广泛关注和各级领导、医疗队员们的高度赞扬。《学
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快速反应、抢占先机，吸引了
后续有关埃博拉病毒病的多篇来稿。
严格质量控制、树立精品品牌形象是吸引优质稿件的
根本保证。经济学中有个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

a：2016年4月12日统计于中国知网数据库；b：副主编；c：常务编委

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如果一本期刊没

提高工作效率，以“快”取胜是获取优质稿件的重

有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刊登了较多质量低下的论文，那

要策略。在唯SCI马首是瞻的科研评价体系下，科学家、

自然就拒绝了更多好的论文。所以，严格的稿件质量控制

研究生都会将一流研究工作报告投稿给SCI收录期刊。像

制度不仅仅是保证出版质量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吸引优

《学报》这样的综合性中文医学期刊，通常只能得到二流

秀稿件的根本保证。《学报》自1979年创刊以来，较好地

稿件。由于在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下，发表论文有许多

坚持了有自己特色的稿件录用“三审”制度和严格的编校

功利的目的，在高校里评职称、拿学位，对论文的发表速

流程。在近年学术风气较为浮躁、学术不端防不胜防的背

度有一定要求。他们会因为发表周期的问题把本来打算投

景下，设置了阻隔学术不端论文发表的多重“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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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读者心目中树立了精品期刊品牌的良好形象。主

词和分类号标引，以最大限度提高论文在数据库中被检索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做法：

的可能性。此外，《学报》还特别重视刊发论文的可获取

一是坚持严格的稿件评审制度，确保录用稿件质量。

性，以满足读者对刊发论文的阅读、下载利用需要，同时

从投稿开始，就有严格的投稿流程，力求稿件真实无泄

也满足作者论文广泛交流的需要。《学报》除了在国内外

密、署名无争议。《学报》要求作者投稿要提交证明稿件

重要数据库能检索到并能通过自己的网站和CNKI获取全

内容真实、无一稿多投、不涉及保密问题、署名无争议等

文外，通过ISI web of knowledge平台检索并链接到《学

问题的投稿介绍信，编辑初审并查重。通过初审的稿件，

报》网站（http://aammt.tmmu.edu.cn）也可以免费获取

送2-3位同行专家评审。通过同行专家评审的稿件，召开

全文。

常务编委定稿会集体讨论定稿，决定稿件录用与否。在
初审、同行评议、集体定稿等环节，视情况返回作者修
改稿件。

提供增值服务是提高作者读者对期刊认可度
和忠诚度的基本方法

二是设置阻隔学术不端论文发表的多重“防火墙”。

要提高作者读者对期刊的认可度和忠诚度，仅靠我

《学报》较早启用中国知网“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

们发表一些优质的稿件还远远不够。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

测系统”（AMLC）对所投稿件进行检测。对复制比例较

代，每个人都面临信息泛滥的困扰，读者获取信息的途径

高，或虽然复制比例不高，但明显有抄袭嫌疑的稿件，在

多元而且被动。如果还按传统的编辑出版工作模式，只管

初审阶段就会退稿。经过初审、同行评议、集体终审定稿

把论文刊出就不管了，显然是达不到很好的交流效果的，

录用的稿件，《学报》会让作者在《论文专有使用权授权

期刊也会慢慢被读者、作者忽略，甚至被遗忘。借鉴国外

书》上签名，同时善意提醒作者“如果存在一稿多投或重

的办刊经验，结合《学报》的具体情况，开展切实可行的

复发表的情况应及时终止”。这些措施对防范学术不端起

增值服务，对扩大《学报》的影响，提高作者、读者的认

到了很好的警示和制约作用。

可度和忠诚度非常有益。科技期刊开展增值服务就是满足

《学报》所有稿件在刊发时，有专人核对参考文献，

用户（读者、作者、审稿专家）个性化需求。《学报》在

同时进行第2次查重。在2005年开始实行第2次查重。这个

有针对性地推送论文、帮助作者成长、协助专家学术交流

环节能发现一些作者一稿多投或自我抄袭。2005年10月至

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2007年4月对1300余篇经“三审”定稿后待发表的稿件进

有针对性地推送论文以牢牢抓住读者。中国有句古话

行第2次查重发现43篇稿件的内容与已发的论文重复或主

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但是，还有句话是“好酒也要吆

要结果和结论重复。近年来，第2次查重就鲜见重复发表

喝”。当今期刊如林，信息浩如烟海。一本期刊所载论文

的稿件。这充分说明多重阻隔学术不端稿件的“防火墙”

再好，也难免会“养在深闺人未识”，没人知道。有针对

起到了防范作用。

性地将论文推送给同行专家、研究人员及感兴趣的读者，

三是坚持严格的编校流程，确保出版规范化。经过严

才能使论文为“知己者用”。所谓“有针对性地推送论

格“三审”确定录用的稿件，进入严格的编辑加工流程：

文”是指在准确分析掌握论文的“真正读者”基础上，将

①专职英文编辑对英文摘要进行修改，并负责英文摘要的

论文推送给那些“真正的读者”。那种将整期内容打包推

三校；②专人负责参考文献的查证、核对以及在发表前再

送给读者的做法效果非常不好，有的直接被当作垃圾邮件

一次查重；③图书情报专业人员完成中国图书法分类号和

处理了。

关键词标引；④图、表和计量单位由熟悉这方面的编辑专

微信推送论文既可以推送给某个特定的个人，也可

人负责再次审核；⑤每期连排后用黑马校对软件进行电子

以在朋友圈推送。非常好地兼顾了针对性和普遍性，而且

校对；⑥编辑交叉校对。

操作较为方便。现在人人都离不开手机，个个都离不开微

提高刊发论文的可见度和可获取性是吸引优秀稿件的

信。所以利用微信来推送论文，培养期刊的忠实读者和忠

有效手段。重视期刊被权威数据库的收录工作，并与国内

诚作者，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学报》作为军队主办

外数据库保持良好的联系，提高《学报》在数据库的可见

的期刊，在申请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时遇到了障碍。尽管

度和可获取性，对吸引优质稿件非常有效。《学报》重视

如此，《学报》还是利用网站的微信分享功能来及时分

被数据库的收录工作，在为数据库提供数据时，还尽量按

享一些重点文章，效果非常好，还能实现与读者的互动

照数据库的要求提供规范的数据，特别重视数据的标引工

交流。

作，聘请图书馆专业人士对《学报》发表的论文进行关键

帮助作者成长以吸引住作者。期刊的学术质量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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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稿的要求就越高。相对来讲，自由投稿的拒稿率就较

请编辑学、文献计量学、循证医学、统计学、心理学、基

高。有的专业期刊追求高拒稿率来反映其高学术水准。从

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各学科专家到编辑部授课。比如，邀请

这个意义上说，期刊的拒稿率越高越好，并不一定就是件

《学报》编委、美国资深科技论文编辑Tom Long教授到

坏事。然而，拒稿率太高，对作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

编辑部传授国际先进的办刊经验；在《学报》会议室与

“伤害”。为了帮助本刊的作者掌握医学论文撰写的基本

Lancet高级执行主编萨宾·克莱纳特博士专题交流医学论

规范和投稿要求，《学报》利用各种机会演讲医学论文写

文发表的伦理及学术不端防范问题；与Science国际协作、

作与投稿技巧。《学报》还与医药企业联合举办临床科研

运营与出版全球总监Bill Moran先生交流学术期刊在读者

设计与论文写作专题培训班，聘请流行病学专家、统计学

需求获取、市场营销、学术推广等方面的问题。《学报》

专家、资深编辑为作者讲授临床科研设计、数据处理、

一方面将国内外有关领域的专家“请进来”到编辑部授

论文撰写与投稿等知识，不断提高作者科研能力和写作

课、交流；另一方面鼓励编辑们“走出去”，积极参加期

水平。

刊界和医学界的学术会议，并利用出差或参加学术会议的

帮助作者成长是期刊实现教育功能的途径之一。除了

机会去兄弟单位参观、学习。这些措施对编辑了解各学科

举办培训班和专题演讲外，《学报》对每篇来稿通过反馈

的前沿信息和国内外先进办刊经验、开阔编辑的视野大有

详细审改意见来帮助作者提高写作水平。对录用的稿件，

益处。

编辑会将审稿专家和供稿编辑的审改意见反馈给作者，经

积极组织、主动承办大型学术活动，扩大了《学报》

过多次的修改与润色以达到规范。对于退稿的稿件，本刊

的影响，锻炼了编辑的组织协调能力，还能密切编辑与专

也会列出较为详细的退稿理由，帮助作者找到差距，逐步

家学者的联系。同时，鼓励编辑开展编辑学术研究和参

提高写作水平，做到“退稿不退人”。

加各种学术会议也是培养编辑综合能力的重要方面。《学

协助专家学术交流以凝聚住编委。 《学报》利用熟

报》出台激励编辑申报课题和发表论文的措施。近10年

悉编辑出版流程，与出版社、印刷厂联系方便的有利条

来，编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特别是在加强保密管理、

件，协助编委和审稿专家完成出版印刷学术专著、会议

设置阻隔论文重复发表的多重“防火墙”、防范学术不

论文集、纪念画册等工作。还利用《学报》的封二、封

端等方面发表多篇高质量的论文。这些学术研究和交流活

三等版面宣传编委和审稿专家召开的学术会议，刊登会

动，一方面提升了编辑的科研思维能力、业务工作能力和

议研讨的学术成果，报道会议花絮。《学报》也直接参

对外交往能力，同时，又使编辑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进一

与编委承办学术会议的会务工作，筛选会议征文中的优

步培养了自己的职业兴趣。

秀论文在正刊与会议同期刊出交流。这些服务活动密切

强身健体团结和谐，实现《学报》的可持续发展。编

了编辑与编委、审稿专家的联系，也使编辑有机会与参

辑工作是案头工作，久坐而面对电脑工作，不仅伤眼睛，

会的学术权威建立联系。为争取编委、审稿专家及其他

而且对腰椎、颈椎也不利；久坐也容易使身体发胖。为了

学术权威支持《学报》工作，为《学报》组稿、审稿、

使编辑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我们常常提醒编辑要课间

撰稿奠定了基础。

锻炼。结合部队军人体能达标训练，号召编辑部全体人员
参加体能训练，组织趣味运动，提高编辑团队参与体育锻

培养编辑团队是实现精品期刊品牌的先决条件

炼的积极性。

编辑是联系作者、编委和读者的纽带，是办刊宗旨的

团结协作、友好和谐才能形成编辑团队的凝聚力。

贯彻执行者。编辑队伍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期

有了凝聚力才有战斗力。我们编辑部有较好的团结友爱传

刊质量的优劣。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团队的建设非常重

统，工作上互相支持帮助，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编辑部

要。对于一本精品期刊而言，怎样从“单纯编辑型模式”

人员视编辑部为家，视《学报》为自己的孩子，百般珍视

转变为“编辑经营型模式”，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与爱护。近年来，《学报》适时组织一些联谊活动，逢年

编辑人才队伍，建立一支可持续性发展的编辑团队，是实

过节看望慰问老同志，编辑及直系亲属生病及时探望，努

现精品期刊品牌的先决条件。

力营造温暖和谐的大家庭氛围。尽管《学报》面临军队改

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提高编辑综合素质。
要实现期刊的精品期刊品牌战略，《学报》编辑要实现从

革调整，但编辑团队人心稳定，工作积极性高，这为办好
《学报》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Copy Editor向Science Editor的转变，编辑团队的综合素质
提升至关重要。《学报》长期坚持组织编辑业务学习，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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