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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编辑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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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国际老年医学杂志》编辑部，吉林 长春 130021
摘要：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下，医学期刊传统的经营和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医学期刊编辑也需
要认识到市场的融合发展趋势，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本文论述了医学期刊编辑要提升学术素养及信息素
养，培养营销意识，创新编辑工作流程，抓住创新融合视域下的发展机遇，实现医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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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Literacy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LIN Lin
(Edi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s,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medical journals have changed. Therefore,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also need to recognize convergence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market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at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should improve academic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ultivate marketing awareness,
innovate editorial workflow, and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jour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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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面临全新的机遇

围较为狭窄，对医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定

与挑战，医学期刊编辑不仅要做好传统的审稿、编

的影响。在创新融合背景下，新媒体技术取得了良

辑、校对工作，还需要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营销

好的发展，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应用广泛。新媒体

意识及国际化水平，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但是

既可以看作是医学期刊的竞争对手，也可以看作是

在实际的医学期刊编辑工作开展过程中，医学期刊

促进医学期刊发展的媒介。创新融合给医学期刊带

编辑的学术素养与信息素养不足，会导致医学期刊

来了挑战，也提供了发展机遇。

编辑工作难以创新，不利于医学期刊在医学领域中

从挑战角度而言，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

重要作用的发挥。因此，对于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

阅读方式，传统媒体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些期刊

期刊编辑素养的提升很有必要。

取消了纸质版的发行，而转变为网络在线发行。新

1 创新融合对医学期刊编辑的影响

媒体可以支持图文与图视并茂的展示方式，可以提

医学期刊是医学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途径，为

升科技类文章的可阅读性，吸引更多的读者。在新

科研人员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媒体良好发展、传统媒体举步维艰的背景下，很多

由于医学期刊的学术性较强，所以其阅读群体的范

科研人员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研究成果的展示。
从机遇角度而言，创新融合的出现为医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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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大部分医学期刊都具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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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读者忠诚度，他们更喜欢纸质书籍的手感，所

掌握一定的统计学知识。

以说医学期刊并不会被新媒体完全替代。互联网信

2.2 提升医学期刊编辑的信息素养
随着科技期刊的发展，传统医学期刊在经营出

息时代不缺信息，缺少的是对信息的整合与深度挖
[1]

掘 。所以医学期刊需要与新媒体进行融合，扩充

版方面存在的不足逐渐凸显出来，期刊内容陈旧、

医学期刊的传播渠道，充分发挥出纸质期刊与电子

传播速度慢及传播方式单一等问题，影响了医学期

期刊的优势，实现医学期刊的线下、线上协同发

刊的良好发展。在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编辑

展，并应用新媒体技术开展编辑工作，提升医学期

承担着传播医学科研成果、促进医学学术交流的重

[2]

刊文章的质量，提升其权威性及学术性 。

要责任，不仅要具备专业素养，还需要具备信息素

2 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编辑的发展策略

养。

2.1 提升医学期刊编辑的学术素养

2.2.1

信息采集能力

医学期刊编辑需要不断提升

在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面临着全新的挑

自身的医学信息敏感性，有效应用文献检索、问卷

战与发展机遇，医学期刊编辑需要在保障编校工作

调查等方式，进行信息采集，并定期浏览中国学术

正常开展的同时，分析文章内容是否具有创新性、

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生

文章思路是否合理，及文章中应用的方法是否科

物医学数据库以及 PubMed 等数据库，能通过 Note

学。由此可以看出，创新融合视域对医学期刊编辑

Express 及 Endnote 等文献管理软件，实现采集信息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医学期刊而言，其编辑不

的有效整合，有助于医学期刊编辑工作效率与工作

仅要具备编校能力，还需要具备学术素养，明确医

质量的提升，促进其信息化发展。

学领域的科研动向及学术进展，从而保障医学期刊

2.2.2

的学术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刊编辑需要具备较强的信息加工能力，对信息进行

2.1.1

医学期刊编辑需要积极参与各项

鉴别、整合。将信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医学

培训活动，积极学习，不断更新自身的医学知识。

期刊的选题策划及编辑工作中。在医学期刊的选题

如果在医学期刊的编辑工作过程中，出现自己不能

策划中，编辑需要合理利用分类预测、关联分析及

确认的内容，需要与作者沟通或者向医学专家请

孤立点分析等方法，对重要医学期刊数据库及所在

教，确保医学文章的权威性，避免编辑错误影响医

医学期刊的投稿审稿系统进行分析，主要分析医学

学期刊的质量。如某医学期刊编辑在工作中，不能

期刊的影响因子及引文量等计量指标，统计投稿数

明确医学文章中提到的“阴/阳性预测值”，将其理

量、录用比例、稿件类型等。在医学期刊的稿件审

解为“阴/阳性率”，但是在与作者的沟通中，该医

读中，医学期刊编辑可以通过投稿系统的信息平台

学期刊编辑认识到这两个概念的不同，使医学文章

对稿件进行初步筛选，通过信息平台具备的参考文

更为完善，有效避免了学术造假问题的出现。

献审校及相似度检查等功能，筛除掉低质量的医学

2.1.2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医

稿件，提升稿件审读的效率及医学期刊的质量。以

学期刊呈现出显著的国际化发展特征，医学期刊编

国内某大学学报为例，该期刊在送同行评议之前，

辑需具备较强的英语能力，这样才能够从科学引文

其编辑会进行文章相关信息的整合与分析，并编写

索引（SCI）等数据库、《柳叶刀》等著名期刊中获

送审报告，为主编审稿提供帮助[3]。

取医学信息，掌握医学领域的先进技术。在此基础

2.3 培养医学期刊编辑的营销意识

医学知识

英语知识

上，医学期刊编辑也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不断

信息加工能力

在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

在创新融合视域下，医学期刊编辑需要具备营

提升我国医学期刊编辑水平。

销意识，能通过多种新媒体技术进行学术营销，提

2.1.3

在大数据时代，医学信息数据

升医学期刊的国际化水平。国外医学期刊非常注重

的规模越来越大，医学文章良莠不齐，医学期刊编

对已发表文章的深度挖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章

辑需要具备强大的数据统计能力，通过大数据技术

的宣传与推广，引导更多的学者对文章内容进行分

对海量的医学文章进行筛选，从而获取高质量的优

析探究，以此提升医学期刊及文章的显示度。

统计学知识

秀文章，以此提升医学期刊的学术水平。与此同

因此，我国医学期刊编辑需要借鉴国外医学期

时，有些医学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医学期刊

刊的宣传经验，提升自身的营销意识，加强医学期

编辑要想准确审核医学文章中的研究数据，则需要

刊文章的宣传。根据读者、作者、编辑、医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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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医院及学校等不同的需求，将医学期刊文章进

2017 年第 8 期增添了“整合医学论坛”栏目，吸引

行碎片化处理，通过邮件、科学网博客、微博或微

了众多整合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投稿[4]。

信公众号进行文章碎片的推送，满足读者的需求。

3 小结

与此同时，医学期刊编辑需要将期刊官网作为基

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存在差距，

础，开设读者感兴趣的栏目，如知识小测试或者个

医学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也存在差距，需要大力促进

案讨论等，从而提升医学期刊网站的访问量，有助

医学期刊的发展。医学期刊编辑需要提升创新意识

于医学期刊文章的宣传与推广，以及医学期刊营销

及综合素养，采用全新的医学期刊编辑工作方式，

水平的提升。

促进医学期刊在创新融合视域下的可持续发展，从

2.4 创新医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流程

而缩短我国医学期刊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促进

医学期刊编辑的工作主要涉及到选题策划、组

我国医学领域的发展。

稿审稿、编辑加工及校对等环节。在创新融合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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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引导医学专家撰写文章，促进医学理论的良好

（收稿日期：2018-12-03）

发展。以《中华口腔医学杂志》为例，该杂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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