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刊评介·

探求中国科技期刊之源
　　　　　　——读我国第一部科技期刊史专著

　　　刘正怀　　　　　　　高立勋　
(西安外国语学院图书馆　西安 710061)　 (西北大学　西安 710061)

　　[摘要 ] 对《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一书进行评价。

　　[关键词 ] 中国大学　科技期刊史

　　收稿日期: 1999—06—23

　　如今, 我国公开出版的中文期刊有 8 000 余种,

其中科技期刊近 4 000 种, 它们在传播科学技术信

息、促进科技进步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起着重要

作用。然而, 有关这些期刊的历史、源流和发展规律

的研究, 却鲜有学者涉及, 也是人们知之甚少的部分

之一。

　　《西北大学学报》编审、中国科技史学专家姚远

的新著——《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拉开了尘封已

久的历史帷幕, 将中文期刊 (亦即最早的中国科技期

刊) 的源头推至 207 年以前的清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八月由吴县唐大烈创办的《吴医汇讲》。姚远还对

学术界近年来提出的《吴医汇讲》是文集向非期刊的

看法作了批判, 并断言这种近似于丛刊但接近于期

刊的过渡性连续出版物绝非个例, 当有不少类似的,

象征着中文期刊萌芽的连续出版物等待发掘。这比

过去认为 1815 年 8 月由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察

世俗每月统纪传》是境外中文期刊之源的说法早了

23 年, 比过去认为 1833 年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

每月统纪传》为国内中文期刊之源的说法早了 41

年。引人注意的是, 姚远据此提出了中文期刊的诞生

存在“两大源流”和“报刊同源”的新观点。

　　姚远认为,《吴医汇讲》和《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分别标志着中国期刊诞生的两大源流。前者为在传

统的书籍出版和新闻报纸出版土壤中土生土长的传

统型产物; 后者为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经由西

方传教士传入的舶来型产物。在争论中国最早的期

刊究竟创办于何年何月时, 必须正视报纸与期刊有

同一源头这一事实。中国期刊发展史研究的分期, 也

应先划分出一个漫长的报刊合流同源发展期, 再找

出一个分化离析的过程或者找出一些标志性的报刊

及事件, 尔后才是分流后两条支流的各自发展期。姚

远指出: 报刊合流之河的源头可同溯至汉唐邸报, 在

汉、唐、宋、元、明、清 2 000 余年间均为同源发展期;

在分化离析时期, 由于清末西方传教士的介入, 形成

了在传统的书籍出版和邸报、京报出版土壤中土生

土长的传统型和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经由传教

士传入的舶来型两大源流。

　　姚远认为, 从《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所载的社会

新闻、政治、宗教、科学、商业往来等消息和议论来

看, 确似报纸; 但就其每月以册页装订一期, 并以发

表文章为主来看, 又似期刊; 姚远以邸报、京报似报

又似刊, 以及小张式《清华周报》向册页装订之《清华

周刊》嬗变等顺向、逆向演变的历史事实为据, 做了

充分的论证, 从而使人们对报刊混称现象有了耳目

一新的认识。这无论在期刊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方

面, 还是在现代报刊管理方面, 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它无疑为我国期刊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也为长

久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中报刊不分或当代新闻出版

中报纸效仿期刊扩版和期刊效仿报纸缩短出版时滞

的现象找到了历史的理论依据, 而其同源、分流的观

点实际上还意味着新闻史研究中一个新领域或分支

学科的创立, 这就是将“期刊史学”(或“科技期刊史

学 ) 从“新闻史学”研究中剥离出来, 形成独立的分

支, 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内涵和外

延。

　　诚然, 姚远这部 50 万言的著作的重要价值绝非

仅止于“两大源流说”和“报刊同源说”。他还沿着这

一正确的思路, 将中国科技期刊史的一个重要成分

——大学科技期刊史置于世界科技期刊文化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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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摘要·

信息主管与战略信息管理

霍国庆

　　C IO (信息主管)是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内部的应用及其战略地位的提高, 以及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形成

与发展而首先在企业组织中出现的一种职位, 其内核是广义的信息资源管理, 其表现形式是作为 C IO 职位承

担者的职责。C IO 不是一个孤立的角色, 它与 CTO、CKO 共同构成了企业内部信息功能的领导集体, 但 C IO

相对而言更具有代表性; C IO 是从战略高度统筹一个机构或组织的信息管理的高层管理者, 其具体职责通常

包括 3 个方面, 即战略信息技术管理、战略信息资源管理和战略信息体制管理。

　　信息技术管理是 C IO 成长的土壤和一贯的工作重心, 从战略角度考察, C IO 应该正确理解 IT 在企业运

行和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理顺 IT 与信息资源的关系, 实现 IT 战略与企业战略的调配, 并借助 IT 为企业赢

得竞争优势。战略信息资源管理是C IO 未来的工作重心, 它要求C IO 能够和善于识别一个组织的战略信息资

源, 熟悉和擅长驾驭一个组织的战略信息资源流和战略信息资源管理过程, 精通和不断创新一个组织的战略

信息资源管理模式, 洞察和持续提升一个组织的战略信息资源的战略价值。战略信息体制管理则是支持战略

信息技术管理和战略信息资源管理的“软件工程”, 其实质内容包括确立信息、信息技术和 C IO 在一个组织中

的地位, 重组一个组织的信息结构, 统筹和协调一个组织的信息队伍, 培育一个组织的信息文化, 等等。C IO 这

3 方面的职责本身是统一的, 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势必要寻求实现信息技术与业务的整合, 而当代信息资源

管理又必须建立在信息技术所构筑的平台上。同时, 信息技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的整合与发展又都需要一

个尊重信息和信息技术、尊重信息人员和信息管理、尊重信息文化的软环境。

　　我国迄今尚未形成一个 C IO 阶层, 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诸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出现的所谓 C IO ,

实际上相当于信息中心主任或信息部门经理。有鉴于此, 笔者提出了准确定位、跨越断层、亲善业务、营造环

境、领导变化和结社互助等 6 条针对我国 C IO 队伍形成与发展的对策。

　　全文共 25 万余字, 图 64 幅, 表 24 个, 案例 39 个, 附录 3 条。

　　[作者简介 ] 霍国庆, 男, 1965 年生,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999 届博士研究生 (导师孟广均、徐引篪) 毕

业, 获博士学位, 副教授, 发表论文 70 余篇, 参与编写著作 5 种。现就教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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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书报刊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对清末至新中国

建立这 200 余年间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主办

的 2 100 余种科技期刊、高校主办的 1 400 余种哲学

社会科学期刊, 特别是 500 余种高校科技期刊, 作了

全面深入的审视和论述。全书按照不同的区域特征,

将我国大学期刊划分为中心城市 (京、沪、宁)、华北、

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港、澳、台和海外留学

生所在地等九大类型, 并通过对基本数据、区域高等

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的统计、分析, 以及对代表性期

刊的解剖, 揭示了各类型大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既为

人们开展期刊研究开辟了新视野, 也为研究者带来

了理论研究的勇气和动力。

Seek ing the Source of Ch inese Sc i-Tech Per iod ica ls

——Ref lection s on The H is tory of Ch inese Sci-Tech Per iod ica ls

　　　　L iu Zhenghuai　　　　　　　　　Gao L ixun

(L ib rary of X i’an Fo reign L anguages U niversity)　 (N o rthw est U niversity)

　　[作者简介 ] 刘正怀, 男, 1950 年生, 副馆长, 副研究馆员, 发表论文 10 余篇, 参编著作 4 部。

高立勋, 男, 1939 年生, 副研究馆员, 发表论文 10 余篇, 出版著作 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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