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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

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

□徐晖　罗钧∗

　　摘要　１９７９年以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曾先后创办１０种学术期刊,形成独特的学术群落,
但这段历史未被重视,相关资料散佚,亟待整理保存.本研究采用文献调查的方法,收集现存资

料,对照相关资料,梳理这段时期学术出版活动的脉络以及出版物的传承关系,记录有关的人物

和历史背景,并进一步归纳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活动的历史特征和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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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缘起与综述

据赵长林研究[１],民国期间,全国共创办过图书

馆期刊１３０余种,江苏地区(含１９２７年前属于江苏

省的上海地区)共有２８种,数量最多,占全国总数的

２１％.出版者有中央图书馆、省市县级的公共图书

馆、大学图书馆、政府部门图书馆等.１９７８年改革

开放以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研究进入

“跨世纪的第三次高潮”[２],出版活动也随之复兴.

１９８０年初,«江苏图书馆工作»(«新世纪图书馆»的
前身)创刊,这是建国后江苏省创办的第一份图书馆

学术期刊.１９８２年,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

员会(简称江苏省高校图工委)成立,各个地市也先

后成立了分支组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江苏省

高等学校的数量、高校图书馆队伍人员数量迅速增

长.在“跨世纪的第三次高潮”中,江苏省图书馆界、
高校图书馆界实现多项第一的历史性突破.江苏省

高校图书馆开始尝试创办学术出版物,搭建自己的

学术平台,展示研究成果,交流学术.

　　李万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术期刊的

发展,经历了上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低谷、８０年代中期

的大发展和９０年代初的过量发展阶段[３].现存的

图书情报学术刊物,５０％以上创刊于“大发展阶段”,
包括现存８种省级高校图工委会刊.江苏省高校图

书馆也参与其中,尝试创办学术刊物,前后延续近

２０年,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群落.从图书馆事业史

的视角来看,这段历史应该得到重视,有必要客观记

录和梳理相关史料,传诸后世.

２　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活动的变迁

２．１　 «煤 炭 高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通 讯»«煤 图 学 刊»
(１９８５—１９９７)

«煤炭高校图书馆工作通讯»是«煤图学刊»的前

身,是由原煤炭工业部所属“全国煤炭院校图书馆协

会”(简称煤图协)主办、中国矿业学院① 承办的期刊.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全国煤炭院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暨煤

图协成立大会在中国矿业学院图书馆召开,会议决

议创办煤图协的会刊.１９８５年６月,煤图协会刊

«煤炭高校图书馆工作通讯»(油印本)创刊,不定期

∗ 通讯作者:罗钧,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７４０３Ｇ７３２２,邮箱:luojun＠nju．edu．cn.

① 中国矿业学院,原北京矿业学院,１９７０年５月起,整体搬迁到四川省合川县(后改隶重庆市),更名为“四川矿业学院”.１９７８年,搬迁到

江苏省徐州市,重启“中国矿业学院”的校名.１９８３年９月,迁校完毕,１９８８年,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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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由煤图协主任单位———中国矿业学院图书馆

承办,张占荣馆长任主编[４].该刊的办刊经费由煤

图协会员单位集资[５],共存续５年,至１９８８年底共

出版１７期.

１９８９年,«煤炭高校图书馆工作通讯»更名为

«煤图学刊»,改为铅印本,季刊[６].同年３月,«煤图

学刊»第１期(总第１８期)出版,中国统配煤矿总公

司教育局领导鲍恩荣、辛镜敏为«煤图学刊»题词:
“愿«煤图学刊»能够独具特色,成为煤炭高校图书馆

工作者的知音,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７].
刊物仍由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承办,１９９２年７

月,刊物获江苏省出版局颁发的准印证(JSXK１３－
０４８)[８],同年获徐州市社科期刊三等奖[９].１９９７年

１２月停刊,共出版２８期.自１９８５年«煤炭高校图

书馆工作通讯»创刊,至«煤图学刊»停刊,历时１２
年,累计出版４５期,两刊总发文量６４０余篇,是江苏

省高校图书馆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目前,在
读秀期刊频道、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中有

两种刊物部分刊期的目次收藏.纸本期刊在中国矿

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有

收藏,其中,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两刊自创刊

以来历年的合订本.
«煤图学刊»的宗旨是为行业服务,所以文章作

者的来源和发行对象都是国内煤炭系统高校、企业

和科研机构.«煤图学刊»也记载同时期江苏省高校

图工委和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业务与学术活动.

２．２　«连续出版物管理与研究译丛»«期刊管理与研

究»(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１９８９年,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

(简称期刊研究会)成立[１０],期刊研究会是由教育部

批准、在全国高校图工委指导下的行业组织,秘书处

设在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９０年５月,期刊研究会主

办«连续出版物管理与研究译丛»(简称«译丛»),这
是中国第一种期刊专业的翻译期刊[１１].刊物由南

京大学图书馆承办,马先阵(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任主编,叶继元(时任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部

主任)任(常务)副主编,半年刊,内部发行.«译丛»
设有概论与综述、选择与收集、利用与开发、编目与

标引、新技术应用、动态信息等专栏,译介国外期刊

研究、服务、管理新技术、利用与开发以及教育方面

的最新动态.

１９９２年９ 月,«译丛»更名为«期刊管理与研

究»,依旧为内部出版.１９９３年,«期刊管理与研究»
编委会成立,叶继元任主编,吴向东为副主编.«期
刊管理与研究»是有关期刊研究、管理的专业期刊,
以原创论文为主,刊载国内图书馆期刊同行的研究

成果.
«译丛»自１９９０年５月至１９９２年９月止,共出

版１卷４期,发文约１００篇.«期刊管理与研究»自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起,至１９９８年停刊,共出版６卷、１１
期[１２],发文２７０余篇.两刊前后衔接,共存续８年,
一直未获得出版刊号.每期的印数不到千册,以国

内图书馆界交换和赠阅为主.２００５年,期刊研究会

曾尝试创办«期刊管理与研究»的网络版[１３],未能成

功.这两种刊物是国内图书馆界了解国外期刊研究

与管理动态的窗口,也是国内期刊研究人员学术交

流的重要平台.期刊出版经费主要由南京大学图书

馆、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负责印刷)以及期刊装订

厂赞助,没有专项经费支持.两种刊物在现有的中

文期刊数据库中均未收录,纸本刊散见于江苏省内

部分高校图书馆.

２．３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１９９３—２０１０)

１９９３年９月,«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创刊,由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主办、南京师范大学图

书馆 承 办,统 一 刊 号:ISSN１００５－０３７X/CN１１－
３２４３/G２,双月刊.１９９９年第６期至２０００年底,刊
物改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发展中心主办.２００１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底,刊物

改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发展中心主办,编辑部仍

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２年起改为月刊.
至２００３年底,刊物发行量从零起步,规模增长迅速,
发行量最高时达每期３．５万份.２００４年起,刊物与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正式脱钩.

２００４年初至２００５年底,刊物的主办单位为:教
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江
苏教育出版社,由南京师范大学另组编辑部负责编

务.原刊号移交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

心,用于创办«基础教育课程»(月刊).２００４年,刊
物被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分会指定为指导

读物[１４].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中小学图

书情报世界»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

会主办,与学苑音像出版社合作出版[１５],用电子图

书ISBN 号,以电子图书代刊的方式发行,２００９年

底,刊物结束与学苑音像出版社的合作.２０１０年,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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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改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作,
做为该社的期刊«畅销书摘»(ISSN１００５－００５１,CN
３２－１３７０/Z)的副刊出版,双月刊,２０１０年出版６期

后,退出出版市场.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是江苏省高校图书馆承

办的第一个拥有统一刊号的正式期刊,也是全国唯

一面向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专业期刊.刊物在指导

与服务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在基础教育

行业内具有相当影响.«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在读

秀期刊频道、全国报刊索引、CNKI数据库、维普数

据库、万方数据库等数据库中均有收藏.

２．４　«图工动态»«图工研究»(１９９１－１９９４)
«图工动态»由无锡市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简称无锡市高校图工委)(筹)主办,１９９１年３月创

刊,定位是无锡市高校图书馆的内部交流刊物[１６].
首次编委会决定,刊物为季刊,每季度末出刊,由编

委会的７个成员馆(纺织工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图书

馆、江南大学图书馆、无锡轻工学院①图书馆、无锡

市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无锡教育学院②图书馆、无
锡轻工学院纺织分院③图书馆)轮流主持出版[１７].

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创刊号),油印本,由纺织工业部管

理干部学院图书馆承办,共出版４期.

１９９２年 ３ 月,无锡市高校图工委正式成立.

１９９２年第１期,无锡市高校图工委将«图工动态»更
名为«图工研究»,延续«图工动态»的总期数.自

１９９２年第３期起,改为铅印本[１８].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３
年,«图工研究»共出版６期.加上之前的«图工动

态»４期,两刊共出版１０期,合计发文量２００篇.刊

物前９期由无锡市高校图工委的７个成员馆轮流主

持出版.为扩大影响,充实办刊经费,第１０期开始

吸纳常州市高校图工委、苏州市高校图工委、南通市

高校图书馆工作协作组参加联办[１９].两刊面向本

地区高校图书馆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稿源以区域内

高校图书馆为主,报道本地区的学术研究、业务交

流、工作经验.针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发达的特点,
每期都辟出专栏,报道市场供求信息.«图工研究»
率先引入了广告赞助,以资补发行费用的不足.这

两种期刊在现有各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中均未收

藏,纸本合订本散见于江苏省部分高校图书馆.

２．５　«图情研究»(１９９４—１９９６)
«图情研究»是江苏省高校图工委创办的第一份

期刊,刊物继承延续原无锡高校图工委、苏锡通地区

图工委联办的«图工研究».１９９４年３月,«图情研

究»首届编委会在无锡市江南大学图书馆召开,无
锡、苏州、常州、南通４市高校图工委和图协协商,经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研究确定,由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主办«图情研究»,苏、锡、常、通４市高校图工委和

２４所高校图书馆联办,编务工作由无锡市高校图工

委承办,编辑部仍设在中国纺织大学无锡分校图书

馆[２０].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准印刊号:苏出准印(９４)
第６９号.１９９４年５月,«图情研究»第１期(总第１１
期)在无锡市出版.原无锡市教委主任,时任江苏省

教委副主任的周稽裘为«图情研究»题词:“办好«图
情研究»,促进校际联合,提高信息服务水平”[２１].
许焕鹤任主编,陆汉荣(苏州丝绸工业学院④图书

馆)、黄嘉玲(江苏石油化工学院⑤图书馆)、沈秉千

(南通工学院⑥图书馆)、郭国华(无锡轻工大学图书

馆)为副主编.

１９９５年４月,第２次编委会会议在常州江苏石油

化工学院图书馆举行,会议确定«图情研究»为江苏省高

校图工委的机关刊物[２２].１２月,第３次主编扩大会议

在苏州大学召开,考虑到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集中,
且稿源较多,编委会决定增设南京地区编审小组[２３].

«图情研究»的办刊经费由参加联办的高校图书

馆集资承担,１９９５年,参加联办的高校图书馆已从创

刊时的２４个,增加到４０个.同年起按参加馆在编人

数分档承担费用,并鼓励省内图书馆订阅刊物[２４].

１９９６年底,«图情研究»出版至总第１９期停刊.«图情

研究»共出版９期,发文量近２００余篇,以本省作者为

主,占比９０％以上.此刊在现有各中文期刊数据库中

均未收藏,江苏省部分高校图书馆有纸本收藏.

２．６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图情研究»停刊近两年以后,１９９８年４月,江

苏省高校图书馆馆长年会决议创办«江苏省高等学

校图书馆学报»(简称«学报»)[２５].６月,«学报»第１
期(总２０期)在南京出版,季刊,延续１９９６年停刊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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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１９５８年创建,源自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系,１９９５年更名为无锡

轻工大学,２００１年更名为江南大学.

２００１年并入新江南大学.

１９９５年并入无锡轻工业大学.

１９９７年并入苏州大学.

２００２年更名为江苏工业学院,２０１０年更名为常州大学.

２００４年５月,与原南通医学院、南通师范学院３校合并组建南通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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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情研究»总期数,江苏省准印刊号:苏新编JSXK
(９４)检字第１２－１７３号.«学报»由江苏省高校图工

委主办,编辑部设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与«中小

学图书情报世界»编辑部合署办公.编委会由吴锦、
陆汉荣、叶继元、吴强等１７人组成.«学报»的办刊

经费采取集资的方式,由江苏省高校图工委以及所

属的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３
个联合采编中心按年度出资,江苏省内各高校图书

馆按规模出资,从百元到千元不等.«学报»每期印

数１０００册,订阅与赠阅相结合,省内高校图书馆以

赠阅为主.«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编辑部也给予

«学报»一定的经费支持.
«学报»的宗旨是传递江苏省高校图工委的声

音,报道江苏省高校图工委及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和高校图书馆建设的成绩,交流工作经验、学术

信息、科研成果.主要栏目有:图书馆事业、理论研

究、读者服务、藏书建设、期刊工作、图书馆自动化、
信息服务、用户教育等.«学报»的作者以本省高校图

书馆为主.１９９８年,«学报»复刊时,外省作者占比约

１６％,至２００１年停刊前,外省作者比例提升至３６％.

２００１年８月,«学报»在出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后正

式停办.从１９９８年６月第１期(总第２０期)至２００１
年１２月停刊(总第３４期),前后存续近４年,共出版

１５期,发文量３７０余篇.«学报»在读秀期刊频道、
上图全国报刊索引、维普等中文期刊数据库有收录,
纸本期刊在江苏省内部分高校图书馆有收藏.

２．７　江苏大学图书馆与«图书情报研究»(２００８—)
«图书情报研究»是由江苏大学主办的季刊,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创刊[２６],编辑部设在江苏大学科技信

息研究所,是目前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唯一仍在出

版的期刊,也是江苏省高校图书馆４０年来编辑质量

最高的期刊.自２０１３年第３期起,启用国际标准刊

号:ISSN２２２２－１６０３[２７],正在申请统一刊号.至

２０１８年底,发文６４５余篇.«图书情报研究»以创办

国内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一线期刊为目标,以服务

于图书情报档案工作及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学

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为宗旨,突出学术性.刊物设有

理论探讨、实践研究、管理论坛、资源建设、信息检

索/信息组织、史考纵横、学人研究等栏目.该刊自

创办以来,与国内外的学界、图书馆界建立起良好的

合作关系,积累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和编辑队伍,能
够及时、准确地报道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２８].自２０１９年起扩版,版面由９６页增扩至１２８
页.«图书情报研究»在读秀期刊频道、CNKI数据

库、维普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均有收录.

３　４０年来江苏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活动的评价与

思考

回顾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４０年(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年)的学术出版活动,可以分为两个独立的阶段.第

一阶段(１９８３—２００１年),我国图书馆学术期刊正处

于李万健[２９]所称的“过量发展时期”,自江苏省«煤
炭高校图书馆工作通讯»创刊,到２００１年«学报»停
刊,历时近２０年.这期间,正值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高潮期,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的１０种学术期刊,有９种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创办.
期刊的种数达到历史最高,成为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重要的学术平台.各刊更迭频繁,发文量集中,一直

在试图成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最后因为

多种原因,都未能成功,陆续走进了历史.第二阶段

(２００８年至今),在经历了近７年的沉寂期后,«图书

情报研究»在江苏大学创刊,刊物的定位和起点,远
高于以往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９种期刊,学术水平

和编辑质量也都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表１统计了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期

刊出版情况,由于部分期刊原刊散佚,无法核对,“篇
数”栏的发文数量,只能根据平均刊文数量估算.

３．１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的行业影响力

４０年来图书馆学期刊的学术出版活动在各自

行业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煤图学刊»是当

时煤炭行业图情工作的龙头刊物.煤炭行业集约性

强,行业内部产学研结合紧密,中国矿业大学是国内

规模最大的煤炭类高校,也是煤炭行业教学科研龙

头单位之一.煤图协和«煤图学刊»的创办都得到政

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占有先天的优势,聚集了

行业内大批专家作者.«译丛»«期刊管理与研究»也
是如此,根据刘瑞兴对«期刊工作文摘»的统计,

１９８９—２０００年,全国期刊研究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

共１．１万篇,９５％ 是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者发表

的[３０].期刊研究会是“官助民办、官民结合、以民为

主”的全国性学术组织[３１],发展迅速,成立后到１９９３
年,团体会员就达１９０个,覆盖全国１８个省市[３２],
地位和影响无可替代,集聚了国内高校图书馆期刊

学研究的第一梯队.期刊研究会的领导、刊物编委

２５

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徐晖,罗钧

　　　ThoughtsontheDevelopmentoftheAcademicPeriodicalPublishinginJiangsuAcademicLibrariesinthePast４０Years/XuHui,Luo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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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期刊出版情况统计

序号 刊物名称 创刊 停刊 期数 篇数 主办单位

１ 煤炭高校图书馆工作通讯(不定期出版)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５ １７ ２００ 中国矿业学院图书馆

２ 煤图学刊(季刊)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７ ２８ ４４０ 全国煤炭院校图书馆协会、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

３ 连续出版物管理与研究译丛(季刊)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２ ４ １００ 全国高校图书馆期刊研究会

４ 期刊管理与研究(季刊)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８ １１ ２７０ 全国高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

５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双月刊/月刊)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８４ ２０００
全国高校图工委、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南

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６ 图工动态(季刊)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１ ４ ６０ 无锡市高校图工委(筹)

７ 图工研究(季刊)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６ １４０ 无锡高校图工委等４市图工委

８ 图情研究(季刊)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９ ２００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９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报(季刊)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１ １５ ３７０ 江苏省高校图工委

１０ 图书情报研究(季刊) ２００８ ４０ ６４５ 江苏大学

注:∗«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２００４年１月移交江苏教育出版社,表中的期数、篇数只统计到２００３年底.

以及作者群中,就包括当时的国内图书馆界的新老

专家江乃武、于鸣镝、刘瑞兴、叶继元、倪延年、邵晶

等人.所刊载的论文,真实反映了当时国内高校图

书馆期刊学理论与实践的最高水准,既是学术史的

宝贵遗产,也是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史料.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４０年出版的１０种期刊中,

有４种期刊被国内主要的中文期刊数据库收录,成
为公共数字资源的一部分,供后来的研究者使用(具
体见表２).

３．２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活动的成果

纵观４０年的学术出版活动,可以清晰地看出江

苏省高校图书馆人才成长的轨迹,在现存的刊物中

保留了不同时期国内及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几代学

人的学术成果,如老一代学人黄宗忠、倪波、江乃武、
于鸣镝、马先阵、张厚生、侯汉清等,后起的新生代学

人叶继元、郑建明、苏新宁、倪延年、吴稌年、储节旺、
平保兴、袁勤俭、李刚等.学术出版为老一辈学人传

播学术提供了平台.同时,助推新生代学人的成长,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
继续影响着江苏乃至中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２０世纪末,中国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互联网时

代,新技术进入图书馆学和图书馆现代化领域,引起

理念、方法、技术的多重碰撞,为学术研究注入活力,
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１９９０ 年,袁培国[３３]、陈丽

丽[３４]就在«译丛»上最早介绍国外电子期刊、电子书

应用.１９９０年,张美云、秦惠音[３５]在«图情研究»上
发表多媒体技术在图书情报系统中应用的研究论

文,也是在国内同领域中领先的.１９９５年,«学报»
关于“江苏省高校图书馆通用借书证服务”的报

道[３６],最早介绍了江苏省高校图书馆这一特色品牌

服务.«学报»的存续正是江苏省高校数字图书馆启

动校园网建设的起步期,情报工作、图书馆自动化建

设方面的论文较为集中,特别是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回溯数据建库、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研究.

表２　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已出版学术期刊在主要数据库的收录情况

期　刊 读秀期刊频道 全国报刊索引 CNKI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 万方数据库

煤图学刊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１９期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１５期 未收藏 未收藏 未收藏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 ２０１０年/４期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年/１４１期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１３７期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１３７期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年/１０７期

江苏省高等学校图

书馆学报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１１期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１１期 未收藏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８期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８期

图书情报研究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４１期 未收藏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４１期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４１期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８期

３５

４０年来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界学术期刊出版活动变迁与思考/徐晖,罗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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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江 苏 省 高 校 图 书 馆 出 版 活 动 面 临 的 困 境 与

出路

从最初创刊的铅印本«煤图学刊»,到２００１年停

刊的«学报»,文摘、关键词、作者简介缺失,直接影响

刊物上档次[３７].直至２００８年«图书情报研究»创刊

以后,才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组织出版,进入高质量

学术期刊的行列.其次,无法突破的政策边界,除
«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外,都是以内刊形式出版.
随着评价体系的日趋严格,内刊得不到承认,导致作

者流失.各刊虽主动向专家学者约稿,与全国其他

图书馆刊物主动交换刊物以扩大影响,扩大对外征

订以提升收益,但在传统的纸本期刊出版范式和政

策环境的限制下,经营始终不能进入良性循环,无法

形成学术竞争力而最终导致停刊.
就全国而言,目前由高校图工委发起创办仍在

出版的期刊有８种,仍以内刊方式运作的有４种(３
种季刊、１种半年刊),分别来自浙江、上海、陕西、湖
北.这些刊物都诞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都以学术

为主导,以应用为方向,立足地区、行业,经过不懈的

深耕,形成各自的办刊特色.同时积极推动本地区

的学术交流活动,成为青年学人展示才华的平台.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学

术出版该何去何从? 答案并不是唯一的.转换思

路,以互联网思维,借助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出

版的机遇,推动江苏省高校图书馆学术出版,不失为

符合潮流的选项.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思路:(１)借鉴

欧美国家图书馆联盟参与开放存取(OA)出版的成

功经验[３８],以江苏省高校图工委、JALIS联盟为依

托,建立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数字化开放出版平台.
联盟本身就是多方合作的桥梁,在行业内具有号召

力.数字出版的成功需要图书馆、作者、读者等的多

方参与,而联盟具有的“人脉”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联盟才有可能提供资金和技术保障,利
用成熟的联盟平台和技术队伍,发挥技术协同的优

势,降低数字化出版的技术门槛[３９].(２)与传统学

术期刊开展差异化竞争.可以利用预印本开放获取

的特点,突破传统学术期刊的出版范式,为青年学人

提供非商业化出版范式的新型出版途径[４０].占据

传统期刊的上游,吸引学人,汇聚智慧,建设以学术

自治为特征的开放预印本平台,构建新型网络学术

群落.利用新媒体技术宣传和完善品牌建设,增强

社会影响力[４１].(３)参考兄弟省市高校图工委会刊

的办刊经验,着眼于青年学人,着眼于应用,深耕行

业.学术出版的服务对象是作者与读者,只有得到

他们的认可和关注,学术出版才能真正实现价值并

获得认可.

４　结语

江苏省高校图书馆的学术出版活动,真实地反

映时代的发展特征、研究关注点、改革进展,保留了

历史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史料的价值将更

加突出.这些期刊存续的近２０年里,保存了江苏省

图书馆自动化的起步与发展、CERNET 架构、校园

网建设、JALIS工程建设启动、高校图书馆职称与人

事制度改革、文献著录标准化等各个历史阶段的第

一手史料.有计划地系统收集学术出版活动的史

料,对于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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