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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编辑成员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以生态科学编辑部为例

蔡卓平 1，2

（1. 广东省生态学会，广东  广州  510650；2. 生态科学杂志社，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学术期刊编辑成员在完成好期刊编辑出版，经营管理，发展期刊等基本职能之外，还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精

力、专业特长和人力资源，参与一些其他类型的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服务活动，包括开展专业知识科

学普及，参与技术创新、推广、咨询，加强科技文化传播、提供社区服务等常态化和具体化的服务性活动 . 以《生

态科学》编辑部近两年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为例，探讨期刊编辑成员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几个现实问题，

指出编辑成员正确处理好编辑出版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关系，有利于发挥特长，凝聚专家智慧和社会资源，不

仅不会冲击影响编辑工作，还能增强编辑团队和个体的实力，进而增强期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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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期刊是传播学术研究成果的关键平台，担负着文化积累、文明传承和知识传播的历史使命，在提

升学术研究水平、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 学术期刊编辑在日常的编辑出版工作扮演

着重要角色，近年有不少作者围绕学术期刊编辑各个方面进行探讨 . 例如，张敏分析了科技期刊编辑的作

者服务，谈及科技期刊编辑应要通过坚守职业道德，加强学科专业和编辑业务理论学习，尊重作者，服务

作者，构建与作者互相尊重、互相进步的和谐关系，最终达到提升期刊影响力的目标［2］. 韩淞宇研究了学

术期刊编辑的工作创新与提升，指出期刊编辑应从理念、知识、工作流程等方面全面开展创新［3］. 吴玲和

虞滢从方法论的视角指出学术期刊编辑应顺应“互联网 +”时代要求，拓宽工作渠道，转变职业理念，提

升学术期刊编辑信息化能力、灵活实践能力与沟通交往能力，把自己的工作作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职业

理想和生活方式［4］. 禤展图探讨新常态下学术期刊的责任及其实现途径，指出为实现学术期刊的责任，编

辑要树立服务观念，打造学术出版精品，创新学术传播手段和出版模式，进一步提升编辑的综合素养［5］.

不难看出，多数报道集中于提升学术期刊编辑在编辑出版能力上的研究，而关于其他方面的涉及较

少，特别是关于期刊编辑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上的报道更是鲜见［6-7］. 此处的社会服务特指期刊编辑成

员在完成好期刊编辑出版，管理运营，发展期刊等基本职能之外，依托编辑成员自身的时间精力、专业特

长和人力资源，参与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开展的其他类型直接或间接的服务，通常包括为行业、企

业、公众提供专业知识科学普及，开展技术创新、推广、咨询，加强科技文化传播、提供社区服务等各种

形式的常态化和具体化的服务性活动 .

《生态科学》创刊于 1982 年，由广东省生态学会和暨南大学主办，主要刊登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

保护、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原创性论文 . 近年期刊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持续上

升，连续入选“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

［收稿日期］2019-12-16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7A070709010）；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重点项目（20180203）.
［作者简介］蔡卓平（1980-），男，广东肇庆人，广东省生态学会副编审，博士；研究方向：编辑学和生态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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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被评为“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等［8］. 生态科学编辑团队在努力做好期刊编辑出版工作，提升期刊

学术质量的同时，还结合编辑团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文化传播工作优势，尝试利用业余时间拓展团队在生

态文化领域的社会服务活动 . 现在就近年参与举办生态专业学术交流活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科普宣传工

作，以及提供科技咨询决策服务工作等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为编辑团队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自

身实力，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

1　生态科学编辑团队近年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实践事例
1.1　参与举办生态专业学术交流活动

编辑成员参与组织发起“2018 首届南澳论坛”. 论坛主题为“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 邀请来自清华大

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

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深圳九地国际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院等十多个高校院所和企业单位的专家、代表参加论坛 . 大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进行报告和研

讨，以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美丽中国［9］.

编辑成员参与举办“发展微生物产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学术交流活动 . 参加活动的代表包括从化

区科协、从化区农业局等部门的领导，华南农业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广东省老科

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从化区自然生态农业促进会、从化区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等单位的企业

家、专家和环保工作者 . 大家报告交流最新的生态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激发创新思维，为加快地区生态

农业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献计策 . 在特邀报告上，编辑成员蔡卓平博士指出，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日趋

严峻，环境污染严重危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健康，进一步扩大发展微生物产业，对改善生态环境、提

高国民生活质量、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10］.

编辑成员参与举办“北回归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论坛”. 邀请近百名广东省内外北回归线

沿线地区的科协及有关政府部门、大专院校、社会团体、企业单位等领导、专家学者、研究生、企业管理

者、文化科普工作者等代表汇聚一起，围绕着“弘扬北回归线文化，促进人类与环境和谐”的主题，结合实

践，采用跨领域、跨学科的方法，广泛交流学术思想和科研成果，分享心得经验，聚焦于共同关注的我国

北回归线乡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等问题［11］.

1.2　参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科普宣传工作

编辑成员采用专家报告、影片播放、知识竞赛、海报展览、材料阅读等方法，在广州从化等地参与开

展多场次“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校园科普宣传”活动，取得一定成效 . 在报告环节中，编辑成员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的提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最新成果等问题进行介绍 . 希望通过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走进校园科普宣传系列活动，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倡导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广大师

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12］.

编辑成员在佛山顺德参与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宣教活动”. 邀请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做了

“世界地球日”的科普报告，教育小学生们善待地球，要和家人一起，保护地球母亲，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

响应 . 报告中，还重点介绍了几种当前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教育学生们要以实际的行动保护环境，要从

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 编辑成员希望能通过此活动，宣扬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节能环

保、的生活理念，推动了学生科学素质提高和科普工作的发展［13］. 编辑成员利用参加生态专业会议等各种

途径有效地宣传科普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取得广泛的社会意义 . 同时还制作、展览、发放一系列生

态知识科普宣传材料 . 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广大青年学术的科学文化知识，编辑成员

还在报纸媒体设立“生态园地”栏目，定期提供生态知识科普宣传的稿件刊登［14］.

1.3　参与提供科技咨询服务工作

编辑团队积极参与开展各种社会调查服务或议案提交工作 . 例如，编辑部成员承担完成了“广东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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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作者压力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开展科普宣教活动的模式及其社会效果调研分析”、“广州地

区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状况调查分析”、“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研究”等广东省科

技思想库研究课题和广州市建设国家级科技思想库研究课题，调研成果提交各级科技管理部门供参考 . 编

辑成员段舜山博士和蔡卓平博士受邀出席参加韶关市科协北部生态发展区专题研讨会，为全省北部生态

发展区如何实现在高水平生态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 编辑成员提议，韶关生态资源丰富，生态

基础良好，生态优势是韶关发展的核心优势 .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可以在发展生态农业、生

态工业、生态旅游、探索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方面下功夫，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节能改造［15］.

为探讨如何结合省情新特征，将绿色发展、生态立省作为广东新时期发展战略，加强以环境保护优化经

济增长，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编辑成员邀请了包括华南农

业大学原校长、国际著名生态学者骆世明教授等数位专家嘉宾，共同讨论具广东特色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

设的路径，专家相关观点及时在报刊专版报道［16］. 在献礼广东省科协第九次代表大会专版报道中，编辑成员

蔡卓平博士接受采访，并就如何“加快建设科技创新强省”的议题，提出需要重视并奠定学术期刊的引领和

推动科技创新的基础功能 . 通过支持我省建设发展一批精品学术期刊，积极响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

提出的要求，更好地为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工作，增强科技创新活力，促进科技创新发展［17］.

2　期刊编辑成员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几个现实问题
2.1　期刊编辑成员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优势和必要性

学术期刊编辑团队中有各式各样的编辑人才，他们的专业学科背景相近，知识、技能、智能的互补性

较强，与科技工作者（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等）接触沟通的机会也较多，是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理想人

选 . 其次，编辑团队有责任也有能力参与一些社会服务工作，力争在科技创新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作用，这将对提升期刊社会影响力也有作用，具有双赢性效应［18］.

2.2　期刊编辑团队参与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限制因素

由于诸多客观因素限制，目前期刊编辑在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成效不甚理想 . 主要的限制因素

包括：编辑校对出版工作繁重，人力精力相对有限；岗位绩效考核没有明确规定；思想观念跟不上，主办

主管部门支持力度不足；资源信息不畅通，缺乏开展社会科技推广能力等 .

2.3　期刊编辑成员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模式

在实际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过程中，应根据学科热点出发，整合编辑团队专业优势，构建多种社会服

务活动模式和路径，包括广泛发动专家学者人力资源，建立专业学术交流体制，参与推动专业和产业对

接融合；参与开展专业知识科学普及活动，提升社会全民科学素质；加强与新闻媒体联系合作，接近公

众，提高科技服务的辐射力；联合申报实施科研项目，参与科技创新工作；加强区域科技文化传播，参

与决策咨询服务等 .

3　期刊编辑成员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思考与展望
编辑团队能否坚持参与学术交流，活跃科学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服务优势，开展学术创新和科普创

新，做好咨询和建言献策工作，应该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编辑团队的活力和责任感，与期刊社会影响力的提

升也有密切联系［19］. 笔者认为，学术期刊不应脱离于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而盲目发展，它必须与整个社会

的需要和发展相统一、协调，并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获得更优的资源作用于期刊自身的进步 . 期刊编辑团

队可以在人才培养、科学传播、社会服务这些职能中扮演好角色，但若忽视或者不能充分发挥好自身的社

会服务能力，又或者对编辑团队拓展社会服务活动的不正确理解，都会影响个人能力的提高、编辑团队的

发展和期刊社会影响力的提升 . 学术期刊编辑的目标应该包括：（1）期刊学术影响力的上有所提升，这点

表现在学术评价指标的上升以及获得的各类荣誉等方面；（2）在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能力有所增强，这

点表现在及时传播科研成果、促进专业知识普及和参与学科建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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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尝试提出“发挥编辑团队智力，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提升期刊影响力，促进社会与期刊共赢”

的思路，以更新观念为先导，以创新意识为动力，以提高编辑成员能力和团队的质量为目标，积极参与社

会服务活动，不断提高期刊社会影响力 . 通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摸索，我们发现，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对

期刊编辑部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 . 事实上，生态科学杂志社通过鼓励编辑成员参与各种专业相关的社

会服务工作，实现编辑成员的自我发展，也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 . 例如，编辑部成员以开展社会服务的经

验为优势，申请并立项了多项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项目 . 也正是由于有参与社会服

务的经历，笔者近年也连续入选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主编，获广东省科协省级学会优秀秘书长、中国科

技期刊优秀青年编辑奖骏马奖、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青年编辑、广东期刊优秀工作者、广东省科技期刊

优秀主编、广东省科技期刊优秀青年编辑、广东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优秀青年编辑等多项荣誉称号 .

以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为推手，更新思想，深化改革，正确处理好编辑出版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关

系，有利于发挥特长，凝聚专家智慧和社会资源，不仅不会冲击影响编辑工作，还能增强编辑团队和个

体的实力，进而增强期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 . 例如，编辑成员可以在参与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过程

中锻炼社会工作能力，提升自我价值，认识更多专业领域的学者，有所收益 . 期刊编辑部可以利用参与

开展社会服务活动的机会筹备专栏，扩充自身的作者库和专家库，对提高工作效率和提升期刊的社会影

响力也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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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Editors’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Taking Editorial Office of Ecological Science as an Example

CAI Zhuo-ping1，2

（1.Ecological Society of Guangdong，Guangzhou 510650，Guangdong，China；2. Editorial Office of Ecological 

Science，Guangzhou 510632，Guangdong，China）

Abstract：In�addition� to�completing� the�basic� job�such�as�editing�and�publishing，editors�of�academic� journal�

can�also�participate� in�other� types�of�service�activities� that�are�conducive� to� local�economic�development�and�

social�progress，in�line�with�their�own�time�and�energy，professional�expertise�and�human�resource，including�the�

popularization�of�professional�knowledge，technical� innovation，promotion�and�consultation.�They�can�strengthen�

the�dissemination�of�science，technology�and�culture，provide�community�services�and�other�standardized�and�

specific�service�activities.�Taking�the�participation�in�social�service�activities�of� the�editors�in�Editorial�Office�of�

Ecological�Science�as�an�example，this�paper�discusses�several�practical�problems，and�points�out�that�the�correct�

handling�of�the�relationship�between�editing�and�publishing�work�and�social�service�activity�is�conducive�to�giving�

full�play�to�their�strengths，gathering�expert�wisdom�and�social�resource.�This�would�not�affect�the�editing�work；on�

the�contrary，it�would�increase�the�strength�of�editing�team�and�individual，and�then�enhance�the�vitality�of�journals�

to�adapt�to�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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