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时期, 我不知写了多少篇稿子,《伊春日

报》几乎每周都能见到我的“豆腐块”文章。

有时也编上几句顺口的革命口号, 四句凑

在一块儿, 那时, 这就叫做“诗”。最难忘的

一次写作是写我惟一的一本长篇小说, 每

天上山干完活回来, 趴在煤油灯下一直写

到深夜。还记得小说的题目叫《萌芽》, 写的

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何战天斗地, 建设

新林区的事儿, 都是以我身边的上海知青

为生活原型, 男女主人公我给起了一个很

好听的名字, 男的许然均, 女的叫欧阳永

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爱情”是个禁

区, 两个青年虽然在共同的劳动中, 产生了

好感, 但到小说结束, 也没敢让他们谈恋

爱, 只能是“柏拉图”式的友谊, 现在想起

来, 也觉得挺对不起主人公的。当然, 由于

阅历很浅, 小说最后没能发表。

粉碎“四人帮”后, 政治形势有所缓和,

我被《伊春日报》聘为特邀记者, 后来又被

《黑龙江日报》社聘为特邀记者, 同年, 由于

成绩突出, 受到了报社的表扬, 并让我在表

彰大会上介绍了如何一边劳动, 一边写作

的事迹。在那次会上, 我认识了当时就小有

名气的女作家陆星儿。

1977 年, 我国恢复了间断十几年的高

考, 但形势仍像是早春的天气, 乍暖还寒,

那时填表仍少不了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

在高考准备中, 一心想考中文系的我深怕

政审不合格上不了学, 最后, 违心地改攻理

科, 报考了东北农学院。后来 , 我以优异的

成绩走进了大学。四年后大学毕业, 我分配

到省城哈尔滨, 在一所专科学校当上了教

师, 讲“土壤学”和“遗传学”。这一干就是十

几年, 如果生活能一帆风顺的话, 我的一生

也许就这样渡过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1995 年坎坷的人生之路使我来到了山西,

在这里, 我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重新

拿起笔, 所不同的这一次是当上了编辑, 名

副其实地干起了文字工作。这一年, 我 35

岁。■
(作者单位: 山西社科院《经济问题》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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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姚远新著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

●高起元　【沈阳】

近年来的编辑学研究大多集中于构建

编辑学框架或侧重于编辑工程、编辑学与

新兴学科的联系, 尤其是期刊编辑学的研

究, 便更是如此。然而, 姚远却逆潮而行, 将

视角聚焦于历史的源头, 从而大得其获, 也

使我们借此而领略了另一番天地。

荀子曰:“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 积水成

渊, 蛟龙生焉。”近期出版的姚远新著《中国

大学科技期刊史》, 正是他近十年钻研和积

累的结晶。在 1990 年中国自然科学学报界

的一次学术会议上, 他第一次提出了写《中

国高校科技期刊史》的计划, 在与会者中引

起强烈反响, 受到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学报

研究会的高度重视, 被列为该会科技编辑

学研究基金资助重点课题, 同时也得到了

陕西省教委专项研究基金的资助。从 1990

年开始, 姚远便开始艰辛的学术远征。他出

差每到一地, 都必定先到图书馆、档案馆查

阅文献, 收集资料。由于我国近代科技期刊

散失严重, 仅存的也多为孤本, 很难查找。

他总是不怕困难、千方百计去寻觅、去挖

掘。收集资料困难, 而对数千张卡片和大量

资料进行耙梳整理、构思提纲、写作成书更

是十分艰巨的工作。他的研究和写作, 都是

在出色完成学报编辑出版本职工作之后,

在灯下的夜行军。他把自己最宝贵年华的

黄金阶段奉献给了期刊史的研究, 他把自

己的智慧和心血都毫不吝啬地倾注给这项

事业。十年磨一剑! 姚远终于成功地实现了

他的计划。他这种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钻

研精神, 为广大青年编辑树立了学习的楷

模, 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纵观全书,《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的

首要贡献和价值主要在于, 将中国科技期

刊史的一个重要成分置于世界科技期刊文

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 第一次

作了全面审视。其次是从一块长久以来被

人遗忘的荒地上找到一个有着重要价值的

命题, 并对其进行了具有抢救意义的文物

考古发掘。再次是该著将区域文化研究方

法首次系统地引入编辑学研究领域, 从而

大大丰富了编辑学方法论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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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次勾勒出我国大学科技期刊文

化的立体形貌

　　本书作者依靠在中国科技史研究经验

上的丰厚积淀, 对清末至新中国建立 200

余年间的科研机构、学术社团和政府主管

部门主办的 2100 余种科技期刊, 高校主办

的 1400 余种文理综合性期刊和哲学社会

科学期刊, 特别是 500 余种高校科技期刊,

按区域特征划分为九大类型, 逐区、逐校、

逐刊地进行个例解剖和分析, 并在导论篇

中论述了我国古代及国外期刊的产生与发

展, 在专论篇中又从期刊的时代特征、学科

特点, 以及期刊的管理等角度加以分析、论

述, 这样就理清了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

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勾勒出我国近代大学

科技期刊文化的立体形貌。像本书这样, 对

200 余年间 2100 多种期刊进行全面、系统

的论述, 以往尚未见过。因此本书具有首创

性。

另外, 本书也对期刊史研究中一些悬

而未解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关于

最早的中文期刊之争, 本书否定了传教士

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

每月统纪传》为最早中文期刊的说法, 肯定

地将创刊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年) 的《吴

医汇讲》认定为中文期刊的萌芽, 并认为中

文期刊的诞生有着两大源流。即: 一为在中

国传统的书籍出版和新闻报纸出版土壤中

土生土长的传统产物; 二为在中西文化交

融的背景下由传教士创办。

　　二、完成了一项具有抢救意义的工程

　　我国近代科技期刊的保存时间, 长的

已逾 200 年, 短的也近半个世纪, 其中有些

期刊的创刊号已湮没无闻或难于寻觅, 有

些纸质已脆化不敷翻触, 相当多的期刊已

经散佚。当事人多已作古, 在世者亦届古

稀, 欲采访口头史料, 相当困难。本书的突

出贡献就是将被湮没的史料挖掘出来, 分

散的集中起来, 无序的系统起来。这的确是

一项具有抢救意义的工程。

本书最可珍贵之处是它汇集了大量难

得的第一手资料, 真实、准确、系统、可靠,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是今后进行这一领域

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为他人更进一步的

研究指明了方向, 铺平了道路, 节省了时

间。为了提供进一步的研究线索, 书中还列

出 1949 年以前 30 多所主要大学所办文理

期刊的名细表, 涉及 50 余所大学的 1113

种学术期刊, 并对总量、文理比例、学科分

布、主办单位、创刊时间等作了分析。不少

大学可循此线索, 寻根问祖, 开展更进一步

的研究。

　　三、为我国当代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

宝贵的借鉴

　　我国近现代科技期刊的产生和发展,

对于我国当代科技期刊的发展具有很大的

影响。新中国的科技期刊就是在那棵老树

上长出的新枝, 结出的新果。历史是一面镜

子, 鉴往可以昭来。像本书第五章所述, 清

华大学在 20 年代曾一度取消期刊的总编

辑和编辑制, 改行集稿制, 即只将稿件集成

付印发行。实行不到 3 年, 便形成无人负

责, 无法控制的局面, 由于“流弊渐深”, 复

改回编辑制。清华编辑体制的兴废, 使我们

看到: 编辑始终应为期刊出版环节和质量

控制中无可替代的主角。这对于我们今天

完善编辑体制, 无疑具有真切生动的启迪。

另外, 通过对我国近代大学科技期刊

史的研究, 会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大学

科技期刊对于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和整个

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从而更加明确

大学科技期刊的地位和作用, 给予应有的

重视, 并且借鉴历史的经验, 把今天的科技

期刊办得更好。特别是在我国目前正在对

新闻出版事业进行整顿提高之际, 本书的

出版便更具现实意义。

　　四、为构建编辑学学科大厦做了奠基

性的贡献

　　建立编辑学大厦是几代编辑同仁的夙

愿。在世界上,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从

1908 年便开设有编辑学、新闻事业史、农业

工商杂志编辑法等课程; 我国在 1919 年,

北京大学等校便有人从事期刊史、期刊的

功能和新闻出版编辑学的研究及其高等教

育工作, 我国现在也已有十三四所大学开

设了编辑学专业。然而, 编辑学至今尚未得

到社会公认, 其学科的完整体系亦未形成。

构建编辑学学科体系大厦要从两个方

面入手: 一是追溯历史, 二是探索前沿, 二

者缺一不可。其实, 任何学科的发展, 如无

这两个支点, 都很难独立于学术之林。本书

所做的工作就是其中的第一方面, 这项工

作做好了, 就为编辑学学科体系大厦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过去, 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非常零散, 或较为笼统, 专门研究大学科技

期刊史者更属凤毛麟角。像姚远这样分区、

择校、择刊地对数百年间、百余所大学 500

余种科技期刊编辑过程和经验的精细解

剖, 个案分析, 又要将其置入整个国家大文

化背景之下进行对比研究, 这无异于大海

捞针。但是, 要建立编辑学学科就必须清家

底, 就必须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编辑思想、编

辑方法和编辑规律。不然, 编辑学大厦就如

同建在沙滩上一样, 会很容易坍塌。

　　五、为编辑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

　　一个区域、一座城市文化教育的发达

程度, 与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政治地位

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我国大学科技期刊

的产生与发展带有明显的区域性。因此, 作

者把以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与地域分异

规律为主的区域文化引入大学科技期刊的

研究是科学的、可行的、有效的。把每个区

域的情况逐一搞清了, 整个国家的情况也

就搞清了。姚远在区域文化方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了区域科技文化的概念, 并对

区域科技文化的定义、区域科技文化与地

理环境的关系和中国科技文化中心的转移

等, 都作过系统的论述。正因为如此, 他能

得心应手地把区域科技方法用于大学科技

期刊的研究中。如果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

方法, 面对 200 年间的 2100 余种期刊, 将

无从着手, 无法理出头绪, 难以找出规律。

本书是运用区域科技文化方法研究我国近

代大学科技期刊史的成功尝试。

从空间角度与人地关系上探求大学期

刊文化的形态与成因、源地与传播、区域的

划置、区分和变迁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方法论上的价值。这对

于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期刊如何融

入地方经济, 并使地域特征成为办学特色

和办刊特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本书第十

六章指出:“高校学术期刊虽囿于校园, 但

它跨越时空界限的制约与社会发生广泛联

系并成为区域文化的积极因素。”在回答大

学期刊的这种地域性特点是让其逐渐淡化

乃至消失呢, 还是保持这一问题时, 作者明

确肯定了后者, 并认为“有些事物的特点随

着岁月的流逝可能会逐渐淡漠, 但任何事

物的地域性特点却可与天地同在”。这就为

我国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要与地方经济和

社会发展密切结合的改革举措提供了历史

的理论依据, 同样, 这也是大学期刊发扬区

位优势, 利用地方历史文化优势、自然资源

优势, 或工矿农业布局优势而形成办刊特

色的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