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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论文的审鉴与加工
马鸿盛
摘 要 学术论文是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学术性、理论性的论述性文章。编审
人员要作好学术论文的审鉴与加工工作, 必须准确地把握对其审鉴的标准; 恰当而
合理地运用修改加工的原则; 而编审人员基本技能的掌握, 则是作好这一工作的基
础和前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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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是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 对

审改的基本技能
的, 是相对而言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某一学术性议题进行较专门、有系统的探讨

客观实际的变迁 而有所变 化, 但 是相对的

和研究的论述性文章。学术论文因具有较鲜

/ 标准0 是存在的, 有时它们会在相当长的

明的专业性、系统性、理论性等特色, 它与

时间内起着决定或指导作用。我认为评估、

其他一般 性文章 相比, 分量 是较重 的。因

审鉴一篇学术论文水平高低、质量优劣的标

此, 各刊物编辑、出版部门对于此类稿件的

准, 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取舍、评估、审鉴与加工等工作十分审慎,

首先, 是评估、审鉴论文的科学性、正

工作的难度也相应地增强。现就我多年来从

确性。科学性是指论文的论点、论据、论证

事学术论 文审鉴与加工 等工作的实 践与体

要符合客观实际、客观规律。正确性是指观
点无误, 论据确凿, 材料准确, 推理严密。

会, 对此问题进行一综合性的理性分析与论
述, 并以之与同行共同进行研讨。

如何 认识并掌 握客观实 际和客 观规律
呢? 客观实际、客观规律即是客观实践。我

对学术论文的评估与审鉴

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科学性、
正确性就是真理。掌握 真理有其 艰难的一

如何评估、审鉴一篇学术论文水平的高

面, 但也不能将其看作高不可攀的事情。真

低、质量的优 劣, 如 何决 定它 的取 舍? 对

理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在一定的认识

此, 编审人员由于自身的认识、条件等情况

手段的帮助下, 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它

的不同, 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甚至会各

既是我们对过去认识的总结, 又是现在认识

持一端, 争论不休。我们要 想解决 这一问

的基础, 也是对未来发展认识的起点。在学

题, 首先应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客观标准。当

术问题上, 即使我们的研究者会在某些方面

然, 所谓的 / 标准0, 同评价其他问题、事

的研究、认识上 有所发展, 有所创 新和突

物的标准 一样, 也 不是绝对 的、一 成不变

破, 但这些进展、创新和突破都是在前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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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认识的基础上, 借鉴和运用前人的某些
知识结晶及研究方法, 从而获得的。以旧知

句前人没有说过, 而又是十分正确的话, 是
很不容易的; 在学术论文中要表达一项具有

获得新知, 以新知探求未知, 这就是科研工

创新、突破意义的成果则更难。这有两方面

作的一般规律, 或称作客 观实际和 客观规
律。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 就能学会掌握真

的意思: 一是问题的本身, 要想有所创见绝
非易事; 二是一项新的科研学术建树, 即使

理的方法, 就能学会认识科学性、正确性的

它是正确的, 但在人们没有对它认识之前,

方法。因此, 我们具备了广博的知识、认识

是难于立即被人们, 包括审鉴人员接受的。

的基础, 并掌握了正确的思想方法, 较准确
地评估、审鉴一篇学术论文的科学性、正确

这就要求审鉴人员高瞻远瞩的识见, 有敏锐
的学术洞察力, 识别并发现具有创新、突破

性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性的论著成果。1905 年, 尚 未成名的爱因

另外, 在评估、审鉴的具体过程中, 如

斯坦写了 5论动体的电动力学6 一文, 曾不

果一时还不能对其科学性、正确性作出较为
准确的评判, 那么, 除了如上述所说, 我们

被人理解, 而德国 5物理学年鉴6 的编辑、
审鉴人员独具慧眼, 刊发了此文, 震动了科

要利用前人的科研成果和自己知识、认识的

技界。爱因斯坦从此也成为科技界的一颗璀

积累外, 可先从论文内部找到某些答案。假
如不能立即鉴别 该论文论 点、观点 是否科

璨的明星。从 5 红楼梦6 问 世, 到旧红学、
新红学等的诞生, 是著者和无数科研人员辛

学、正确, 我们还可以审鉴其论据是否确凿

勤耕耘的结晶, 也是众 多审鉴人 员正确评

无误, 材料是否准确翔实, 论证是否推理严

估、支持的结果。

密, 等等。此外, 我们还可以从它所引用的
概念、原理、资料、数 据的准确性等方面,

在学术问题上, 在大是大非问题正确的
前提下, 我们要允许人们各抒己见, 要提倡

来推敲、鉴定该论文论点、观点的科学性和

/ 百家争鸣0, 勇于探索。只有这样, 才能活

准确性。如果其他方面均有理有据、言之成
理, 那么可以判定其观点、论点是科学的、

跃思想, 促使真知灼见的涌现, 促进学术研
究的发展和繁荣。

正确的; 反之, 则大有商榷的必要。

第三, 要审鉴其严谨性和缜密性。严谨

第二, 要审鉴其是否具有创新性、独见

性、缜密性, 是指学术论文在论证及论述表

性。创新性、独见性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是
否有新意, 是否有所突破。 / 创0 是要能突

达方面是否严谨周密; 论证推理是否合乎逻
辑、合情合理; 论据是否能支持论点并准确

破已有的科研成果, 要有 / 己见0。/ 新0 可

无误; 引文、资料是否精确、完备、翔实;

以是观点新, 也可以是所选的论题新、角度
新、材料新或论证的方法新, 等等。当然,

行文是否顺理成章等。另外, 在语言上, 学
术论文也应独具特色, 它常用一些学术或专

创新和突破要有个前提, 这就是科学性、正

业用语, 词汇的表达应十分准确、精练, 不

确性, 不能为创新而创新, 为突破而突破。

用或少用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等等。

学术研究与其他事业一样, 要想向前发
展, 就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和结论, 要在

我们在审阅一些学术论文稿件时, 常常
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况: 有的论文提出了某个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较好的或具有某种新意的观点, 但论证不够

要在大量掌握前人科研成果并确切了解该项

严谨, 行文不够缜密, 在逻辑推理和演绎推

论题已经达到和尚未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
才能触及突破和创新的问题。在学术上说一

理方面存在问题; 还有些稿件的不足, 表现
在论据不够确凿完备或是论据与论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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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十分紧密等方面, 它的一些论据只是较牵
强地引用的; 也有些稿件在行文和语言表达

失。况且, 它们也不是 / 金口玉言0、 / 圣
旨0 或 / 一句顶一万句0。所以, 审鉴人员

方面不尽人意,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对论文稿件的修改与加工是不可缺少的。不

是理论性、说理性不强, 缺乏论述性色彩;
再一种是专用术语过多, 有的稿件为了表现

过, 编审人员的修改与加工工作更应审慎进
行, 绝不可 / 轻举妄动0, 要作好与作者的

出 / 突破0 和 / 创新0, 甚至生造一些专用

协商, 在尊重作者劳动的前提下, 努力与作

术语, 借以支撑自己的所谓 / 新意0。这些

者能够取得共识。尽管 编审人员 是隐姓埋

稿件给人的印象是 / 以艰深文浅陋0。此类
稿件的不足主要是学风和文风方面的问题。

名、无名无利的再创造者, 是在 / 为他人作
嫁衣裳0, 但为了达到共同提高论文和刊物、

审鉴人员对此应予以指出并加以纠正。

出版物质量的目的, 这些再劳动是值得的。

以上是编辑审鉴人员在考察、评估和审
鉴学术论文时, 应掌握的几个标准和依据。
如果编辑审鉴人员在审鉴一篇学术稿件时,

我认为, 编审人员对学术论文稿件的修
改与加工, 主要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论点、观点的推敲

认为它已经达到或基本上达到了上述几个方

学术论文的作者往往是某一学术领域或

面的要求, 那么这篇稿件就应被认为是一篇
好的或比较好的学术论文。反之, 则应针对

范畴的专门研究人员或是对某一专题作过较
深入探讨的人员,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 将要

其所存在的问题, 分别加以处理。

发表的学术论文必须是有新意或是又具有新
的观点的论文, 因此, 这篇论文对作者来说

对学术论文稿件的修改与加工
编辑、编审人员对选用稿件要进行修改

也是一个新的课 题, 不 然就没有 发表的必
要。所以, 编审人员对论文观点、论点的推
敲、鉴定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作者对其

与加工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提高质量; 二是
使其达到规范化要求。关于规范化的要求。

撰写的论文作过较深入的研究, 但是审鉴者
又会以其较为广博的识见, 从新的角度加以

主要有: 法律规范, 政策规范, 伦理、道德

观察, 这就是 / 横看成岭侧成峰0。这对论

规范, 专业知识规范, 一般常识规范, 语言

文论点、观点的推敲、评判无疑是有益的。

文字规 范以 及数 字、图 表、用 语规 范, 等
等。一些编辑、出版部门目前对这些规范的

我曾审阅过一篇关于古代神话的论文, 作者
的着眼点 最初放在古代 神话的起 源与发展

制定还在进行中, 这里暂不讨论。本文仅就

上。我在审阅该文时, 发现作为论据的材料

第一个问题, 即提高学术论文质量问题, 试
作探讨和分析。

恰恰反映古代神话与当时社会的紧密关系。
我与作者协商并取得了共识, 调整了观点与

绝大多数被选用的稿件, 包括学术论文
稿件在内, 在发表前都要经过审鉴人员的修

中心论点, 使该文成为一篇分量较重的学术
论文。

改与加工。全文照发、一字不动的稿件, 特
别是学术论文稿件, 是微乎其微的。如同任

二、论据、材料的增删
论据和材料要紧密地围绕并说明中心论

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样, 任何稿件也都会

点, 这是一般论文必须要做到的, 学术论文

有其长处与不足, 不同的只是多寡、程度而

更应如此。 / 增0, 要使其更加丰满, 达到

已。即使是某些专家和一些写作高手, 有时
也会出现一时的 疏忽, 也 很难做到 万无一

/ 锦上添花0 的目的; / 删0, 则要起到删繁
就简、削枝强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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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人员在与作者协商 / 增0 的问题时
一般不会出现太 大的分歧, 而与作 者谈到

推理、类比推理等的合理运用。刘勰在 5文
心雕龙#符合6 中说: / 改章难于造篇, 易字

/ 删0 时, 则往往要费一番 唇舌。 / 家有敝

难于代句0。结构、布局的调整工作是一项

帚, 享之千斤0, 作者不愿意删去自己辛勤
劳动的成果, 这 恐怕也是 古往今来 作者的

十分复杂而艰苦的工作, 审鉴人员在这方面
必须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尽量照顾论文原

/ 人之常情0。但是, 为了突出主干, 突出学

稿行文的基础上, 将其结构、布局调整得更

术上的新观点、新建树, 我们应 / 竭力将可

加合理。

¹

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 毫不可惜。
0 增
删的工作实际上也即是一种提高质量水平的

四、文字、表达的润色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文章是语言文字表

工作。列夫#托尔斯泰曾说: / 写作艺术之所

达的艺术。正因为如此, 古今中外的无数作

以好, 并不在于知道要写什么, 而是在于知

家和学者, 对语 言文字 的运用是 非常重视

º

道不需要写什 么0 。契 诃夫也说: 写得好
的技巧, 就 是 / 删掉写 得不好 的地 方的技

的。唐代著名诗人贾岛曾为 / 鸟宿池边树,
僧推 ( 敲) 月下门0 的 / 推0、/ 敲0 二字煞

巧0 » 。学术论文论据材料取舍 的关键是其

费苦心, 特向路遇的大诗人韩愈请教。韩愈

与全文观点、中心论点是否具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如果让一些纷繁的材料削弱了主线,

指出 / 敲0 字能更好地, 有声有色地描绘并
反衬出山中月下孤寺的寂静景色, 使贾岛大

不仅会使人降低对它的评价, 而且还会影响

受启发, 于是他 便尊称 韩愈为 / 一字师0,

其主要学术观点的展现。

我国的词库中也从此出现并流传下 / 推敲0

三、结构、布局的调整
结构、布局的完整、合理能使学术论文

一词。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古代学者对于文
字表达的重视。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者

的观点更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使读者易于

有了重要的发现, 或提出了较好的论题, 而

接受。因 此, 不但 论文的作 者对其 十分注
重, 审鉴人员也对其非常关注。

不能用好的语言文字艺术表达出来, 当然是
一大撼事。学术论文是有关专家或某些专门

学术论文因内容的不同, 其结构、布局

研究者的科研论著, 一般来讲文字表达应是

的设置安排也会有所差异。学术论文的内容

不成问题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 实际情况却

一般分为下列几 种: 或是 提出一个 新的论
题, 或是从新的角度论述一个旧的论题, 或

并非如此。一些论著论、论文在这方面出现
的问题也屡见不鲜。其中, 除了部分是属于

是对旧的论题提出新的观点, 或是对某种观

排版、印刷方面的问题外, 亦有相当部分明

点提出异议, 或 是对某种 观点提出 新的补
充, 或是对一种论断提供新的论据、资料、

显地是属于著者或审鉴人员的原因。这些应
引起我们有关人员的重视。

数据, 等等。这些论述内容的差异会使其结

学术论文 的语言 应具有 精确性、说理

构、布局也有所不同: 或用递进式, 或用并

性、论辩 性的特 点。学术论 文要提 出并论

列式, 或用连贯式, 或用总分 式、因果式、
对比式以及这些种的综合式, 等等。我们也

述、阐明一个 观点、一项 论断, 必须 将观
点、论断、概 念等 精确地 表达 出来。所谓

时常发现有些观点较好的论文, 因其所用论

/ 精确0, 既指语言的准确, 又是指语言的简

述结构方式不当, 致使布局不甚恰当合理。

练。它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 使人产生

还有些论文则应在思维方法方面加以调整,
在逻辑推理方面, 也要注意演绎推理、归纳

歧义, 或让人不着边际。也不能说一些过于
绝对的语言, 例如, 不能轻易地说自己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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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 题 / 前 人没 有 研究 过0, 而 应 说自 己
/ 还未发现0 或 / 还未见有这方面研究的资

这些却是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和探讨的。
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学术论文的

料或报导0; 不能说某项成果 / 已达到了最

审鉴与加工者与世界上的任何人一样, 受着

高水平0, 而只能说达到了 / 某一时期0 / 某
一方面的0 的 / 最高水平0 或 / 较高水平0。

时空、精力、体能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不可
能作到万物皆知。当前, 更是知识量巨增、

在没 有 十分 确 凿 的 论 据 或 依据 的 情 况 下

/ 知识爆炸0 的时代。知识、科研的学科分

/ 最0 字不宜随便使用, 可用 / 较0、 / 很0

工越来越细。就科学的总体来说, 它可分为

等词。总之, 用词表达要极为审慎, 要注意
严谨周密, 注重精确性。学术论文语言的说

自然科 学、社会 科学和哲 学几大门 类。其
中, 仅社 会科学 又可分为 政治经济 学、法

理性和论辩性, 一方面说 明它多用 富于分

学、教育学、伦理学、民族学、宗教学、历

析、阐述、判断的语言; 另一方面也指出其

史学、文艺学、传播学、编辑学, 等等, 这

语言的庄重性, 严肃性, 当然, 庄重、严肃
不应是指扳起面孔不着边际、枯燥无味地空

些学科下又有若干不同的门类, 如教育学又
可分为高等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业

发议论, 恰恰相反, 有些好的学术论文往往

余教育等; 文艺学又可分文学和艺术学。而

是寓庄于谐, 将一些深奥的论断和道理深入
浅出地 表达 出来, 作到 了准 确、鲜 明、生

文学如果按时代或国别来划分, 又可分为中
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

动。因为, 学术论文的对象不仅是有关的专

学以及外国文学等等。这里, 仅以中国古典

业人员, 还有广大的一般读者。

文学为例, 它又可分为先秦文学、汉魏晋文

学术论文审鉴人员要帮助作者推敲、润
色论文的字词, 但是也不要包办代替, 随意改

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等等, 而其下的分
工则更为精细, 并具是无穷无尽的, 这当中

变作者的行文及其风格。列宁曾批评一份杂

还不包括某些学科的交叉。我们的审鉴者能

志, 说它: / 给人的印象是, 从头到尾似乎都是
一个人写的。
0 ¼ 这说明审鉴人员参与修改加

将这无以数计的浩瀚知识海洋尽皆了如指掌
吗? 客观实际是不可能的。

工过多, 并且不适当, 以审鉴人员的风格代替

我们的一些刊物或出版部门, 即使是专

了作者的风格, 这是不可取的。这也是学术

门针对某一学科的, 其专业性、针对性分工

论文的编辑审鉴人员应该引以为戒的。

再强, 但其所涵括的内容也是无穷无尽的。
何况, 目前我们的一些刊物大多是综合性刊

关于学术论文审鉴与加工
基本技能的掌握

物, 有些则只能作到文、理 ( 自然科学、社

编审人员要想做好学术论文的审鉴与加

收到各种不同学科和类型的稿件。编辑部内

会科学) 的大致分工, 高校学报即是其中一
例。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或出版部门, 经常会

工, 会遇到一个基本审鉴能力问题。学术论

的审鉴人员的工作也只能有个大致的分工。

文审鉴者要对论文作出恰当而准确的审鉴,
进行适当而合理的修改和加工, 但是摆在面

例如: 学哲学的还要兼管法学、经济学、伦
理学、民族学、宗教学、等等; 搞古典文学

前的是各种学科和类型的论文, 这就需要学

研究的, 不但 要兼 管近、现代 文学、语言

术论文的编审人员要有广搏的知识和识见。

学、还要审阅历史、艺术、教育以至新闻、

审鉴人员的广博知识和识见从何而来? 应广
博到何种程度? 怎样才能、
才算达到/ 广博0?

图书、传播学等方面的稿件。这样的分工虽
不尽合理, 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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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情况的要求。
那么, 我们的学术论文审鉴人员面对这

点。这样, 才能审鉴某一论文是否具有学术
价值, 是否有所创新和突破, 避免重复、陈

一情况, 应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 审鉴者至

旧的选题, 向读者和社会提供水平高、创意

少应掌握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技能, 才能胜
任这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新, 能体现该领域最新科研成果的产品。
第四, 善于探讨和协商, 有虚心好学的

第一, 牢固 地掌握 各个学 科的 基础知

精神。编辑审鉴人员在审阅论文时, 除了要

识。学术论文审鉴人员虽然不能万物皆知,

向论文本身、书籍、工具书、信息库探讨,

却可以对各学科的基础知识有个总体的了解
和掌握, 掌握了它们的宏观概况, 就不会对

虚心地 / 协商0、 / 请教0 外, 还要注意与
/ 人0 的探讨、请教与协商。这 / 人0, 应包

那些与自己所专长或所熟悉的专业距离较远

括三个部分: 一是作者; 二是有关专家和学

的稿件束手无策, 并能作到胸中有数, 具有

者; 三是编辑部内部人员及集体。编辑审鉴

宏观总览 的较高水平和 高瞻远瞩的 学术识
见。这就是广博知识的基础。有了广博的知

人员在个人深入钻研论文的基础上, 再与上
述几种人探讨和协商, 发挥集体的力量, 多

识基础, 遇到其中某一专题时, 再深入加以

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探讨, 就能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作出较准确
地判断。

第五, 熟 练地掌握 各种 学术论 文的写
法, 具备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不仅是了解

第二, 学会并掌握好资料学和索引学。

和知道, 而且要亲自实践, 要亲自参与科研

学术论文的审鉴人员要学会并熟练地掌握使

论文的写作工作。实践的目的, 一方面是提

用各种工具书的方法, 清楚地了解各种文献
资料的查询途径, 具备较高的检索能力。文

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 另一方面更
是有利于审鉴和加工水平的提高。

献资料的利用是一种专门的学问, 充分、正
确而高效率地利用各种工具书和文献资料是
编辑审鉴人员必备的重要条件之一。熟炼地

学术论文的审鉴与加工是一件理论性、
专业性、系统性极强的复杂而艰难工作。学

掌握了资料学和索引学, 即能迅速地了解并

术论文的编审人员应对审鉴的标准、加工的

掌握某一专题的总体以至细部的情况。

原则等方面准确地掌握, 合理地运用。审鉴

第三, 清楚地掌握各种科研动态。学术
论文审鉴人员要时刻了解并收集各种科研信

人员基本技能的掌握, 是审鉴与加工学术论
文必备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以上阐述仅为个

息和动态, 知道当前一些学科科研领域的热

人之管窥蠡测, 谨以之与同行切磋、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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