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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natural science is a knowledge system of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is one of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atural science and discipline, and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lead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natural sc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of
natural science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university talents.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journals of natural science i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of Jiangsu
universitie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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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自然科学对推动人类文
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是高校学报中的一种，是高校自然科学专业和学科建设不可或
缺的载体，也是引领自然科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培养高校人才中还
发挥着重要功能。本文主要从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特点入手，对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
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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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是高等院校主办的对本校教学科研成果加以反映的学术理论性期刊，是院校实力、
优势和特色的体现。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功能上的定位及其在大学学报中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与高
校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紧密关系[1]。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从性质上看，主要包含三种功能，首先是对科
学技术成果进行传播和交流的功能，其次是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功能，再次是对教师
和人才进行培养的功能。在这三项主要功能中，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是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最基本的功能。
如何突出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培养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是当前大学自然科学学报面临的重要挑战。
而在探讨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前，我们首先应对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特点有
一定了解。

2.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特点及育人优势
(一) 与校情和学生贴近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内容多来自校园和学生，有些内容与学校自然科学教学及学生的学习、生活等
都比较接近，可对学校的自然科学教育政策、研究对策、工作安排等进行介绍和刊登，也可以分享大学
生的生活故事和学习经验等，与校情和学生比较贴近，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另外，大学自然科学学
报具有体积小的特点，方便随身携带和保存，且可以重复阅读。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对学校自然科学不同
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综合情况的真实记录，有利于学生日后对学校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情况查找和重复
阅读。
(二) 覆盖面和传播速度很广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属于校级媒体，在发行数量上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比其他二级学院的院报或学生团
体自己创办的报纸都要多。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发行方式上一般都有专门负责的人，不仅可以通过过各
学院和行政科室的书报箱进行投递，还可以通过专人向教室和学生宿舍直接送达，覆盖面和传播速度相
较来说都较广。另一方面，由于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内容与学校和学生比较贴近，因此其所受的关注度
在师生中比较高，当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时还可以即下与其他人分享，传播速度较快。
(三) 连续性和宣传效果好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多为周报或者旬报，属于定期出版的正式出版物。根据不同时期宣传教育重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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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可以确定不同的主题，进行连续编排和报道，也可以根据同一个宣传主题对不
同的报道从不同侧面分期组织。虽然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出版在时间上有一定间隔，但由于具有连续性，
学生往往能够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接受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宣传主题。此外，一些优秀的学术报道本身就
能较好地吸引学生，连续的报道则能够促进宣传效果更进一步，有利于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长期施教。

3.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江苏高校的领导对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历来比较重视，江苏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不仅对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进行报道，同时报道理、计算机、工程、体育等学科内容。与社会性科学学术期刊相比，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对江苏高校人才培养具有独特的功能。
(一) 为江苏高校师生提供便捷交流园地
大学自然科学学院一般都是以校名冠名的高校校报，本校师生的论文只要审核过关均可发表，虽然
一些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也会对社会上的来稿进行接收，但更多的则仍然是与本校师生有关的稿件，在此
基础上的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就能够为江苏高校各专业的师生 其学术交流的平台，打造出一条无障碍的快
速通道以将江苏高校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推向社会乃至全世界，起到引领学术研究潮流和承担繁重发表任
务的作用，同时对江苏高校师生科研工作的开展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江苏高校整体科研学术水平的提高。
尤其教学型的高校，如果没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自然科学方面的师生所撰写的学术研究论文将失去一
个重要发表渠道，使得一些高校人才的才华得不到挖掘。而大学生自然科学学报的交流园地作用，能够
使江苏高校作者在彼此的交流中极强对科研数据、观点、结构的追求，从而促进江苏高校人才逻辑分析
思考问题能力的有效提升及稿件质量、水平的提高，对于江苏高校人才的培养具有突出作用。而且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的准入制度相当严格，对江苏高校师生申请相关课题研究有一定督促作用[2]。与此同时，
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中，江苏高校师生还可以与高层次专家进行交流和对话，能够促进江苏高校师生
对本专业科学前沿发展状况有更深的了解，不仅能够开拓思路，还能促进其研究层次和水平的提升[3]。
(二) 能够更好地发现、培养和扶持江苏高校科技新人
大学生自然科学报在发现、培养和扶持江苏高校科技新人这一功能上，是其他科技学术期刊都较难
企及的。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是在校园办理的刊物，本校师生的论文是其主要发表内容，在刊登中有足够
的条件面对面地与作者进行交流并给予其直接指导，能够更好地发现、培养和扶持江苏高校科技新人。
在各大高校中，很多已经声明在外的著名专家、教授等人才最初都是从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等校报上发表
文章开始起步的，比如北京师范大学 1997 年当选的工程院院士刘伯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就是他第一篇论文发表的载体，此后刘伯里前前后后在自然科学学报上发表了 20 多篇学术论文。现在的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对中青年作者非常重视，在文章的选用上中青年作者大约占了 75%，很多研究生的论
文都发表在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上。大学生自然科学学报不仅能够很好地发现、培养和扶持江苏高校科技
新人，同时在培养江苏高校人才研究科学作风、学术表达能力等方便具有显著成效，是江苏高校人才培
养体系中重要环节之一[4]。

4. 充分发挥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建议
(一) 将教育特色功能作为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根本
几乎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自然科学学报，江苏高校亦不例外，但综观江苏高校的自然科学学报却很
少有能够对国内外产生影响的自然科学学报。江苏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很多栏目在设置上没有区别，追求
大而多，想要将所有专业和所有动态都涵盖其中，甚至忘了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开办的初衷。为了促进大
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作用的充分发挥，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应必须铭记初衷，将教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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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功能作为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根本。教育特色功能，着重的是教育和特色。教育要求大学自然科学学
报能够把握专业的发展前沿，对专业顶尖人物的动态进行掌握，对能够引领专业发展方向的论文及时发
表，从而对江苏高校读者起到启迪和引导作用。
对大学生自然科学学报来说，特色不仅是它的生命，也是它的发展之本。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教育
特色可以从专业教育特色和人文教育特色两方面入手。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专业教育特色，最根本的办
法是突出江苏高校的学科优势。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可以立足学科需要，对相对应的合适的专栏进行开辟，
用来登载高校师生的科研成果。同时，高校可加大对自然科学学报的各方面投入，对各种特色专题进行
打造。依托高校优势学科，对大型课题的综合研究持续开展，形成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优势专栏栏目，
扩大自然科学学报的影响[5]。在人文教育特色方面，江苏高校的自然科学学报应认识到自己的主要特质
和任务，对知识人、思想者和社会系统的思维成果进行复制或再生产，使高校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走出
个人空间，从而提高江苏高校师生钻研的热情，促进江苏高校形成一种纯正的学术风气，为江苏高校创
造和提供良性的学术生态环境，推动江苏高校学术和人才交流的民主与繁荣。
(二) 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发挥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育人作用
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互联网全面发展的时代，高校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在网络时代中逐渐呈现出更加多
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学生的学习和交流工具逐渐被互联网、手机和各种新媒体等所取代。对此，大学
自然科学学报也应该与时俱进，“应时、应事” 而变，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中现代化、信息化和时尚化
的育人载体和育人方法来促进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对江苏高校育人目的的发挥。这就要求大学自然科学学
报在立足传统载体的同时，根据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高校师生的需求对新育人新载体积极寻找，从而实
现大学自然科学学报作为江苏高校人才培养载体的时代性和灵活性，稳固其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地位。
首先，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可以对“报网联动”、“报网帮衬”的学报育人格局进行建立。网络信息
具有信息量大、传播及时、交互性强等优势，正好可以对自然科学学报中的版面有限、信息量不大、互
动性较弱等劣势加以弥补。对大学生自然科学学报的电子版和网站进行建立，与当前高校师生的阅读习
惯和交流习惯相符，且可以突破空间、时间的局限，淡化自然科学学报中育人功能的说教性，更易于被
高校师生所接受。其次，江苏高校自然科学学报可以对与高校师生即时联系的微信、qq 群、微博等育人
平台加以建立。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应将与学生记者和通信员的联系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这部分学
生群体一般都比较活泼和优秀，他们从学生中来更懂得学生的需求，加强对学生记者和通信员的培训及
与他们的沟通联系能够将他们的榜样作用带到整个江苏高校校园中去，扩大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江苏高
校中的影响力。此外，通过这些育人平台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可以加强与高校师生的联系，更加有利于自
然科学学报在人才培养上的时效性、针对性。也可以通过这些平台加强与学生家长和校友的联系，激活
他们的力量，实现学校、家庭、社会整体育人的局面，满足江苏高校大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需求。
(三) 将思想性与学术性统一起来，抓好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思想教育功能
大学生自然科学学报是一种学术刊物，其基本属性便是学术性。与其他刊物一样，大学自然科学学
报要想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发挥自身作用，除了学术作用外，还需要注意其思想教育功能，保持自然
科学学报的政治性和思想性。无论在编辑方针、编辑理念还是在编辑思想上，都必须与党中央自觉地保
持一致，体现中国特色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在政治性、思想性根本上的方面都是科
学的，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和学术性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而非相互排斥。
人们对思想性和学术性的理解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偏颇，总是将自然科学学报的学术性与思想性对立
起来，认为纯粹的学术性与思想性是不可兼得的，如果想要学术性就必须放弃思想性。但实际上这两者
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达到相互融合的境地[6]。所以，在对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进行编辑出版时，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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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必须对学术和政治关系正确处理，将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当成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原则，抓好大
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对江苏高校人才的思想教育功能，并将其贯彻到自然科学学报编辑工作过程的始终。
大学自然科学学报的工作者应对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进行增强，要保持政治观念的清醒，具
有快速的政治鉴别能力并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在稿件的处理过程中对政治影响和政治后果仔细考虑。
在此基础上的大学自然科学学报，才能促使江苏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具有正确的思想政治价值观。
总而言之，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具有与其他学刊区别开来的特点及育人优势，对江苏高校人才培养具
有重要作用。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必须立足当前现状和自身育人特点，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发
挥其在江苏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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