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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学报特色之路的实践与思考

胡德明，高焕
(黄山学院学报编辑部，安徽黄山245041)

摘要：求特色谋发展已成为地方高校学报编辑同仁的共识。通过对“徽州文化研究”、“旅游研究”、“资

源与环境”三个特色栏目的实践，体现地方高校学报要生存、发展，必须从创建特色栏目入手，充分发挥地方

高校的地域文化、资源和学科建设等优势，办好自己的特色栏目，这是地方高校学报发展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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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报是以反映高校教学、科研成果为主的

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是一种物质形态的高级精神

产品。作为高校教学、科研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校学报在为教学、科研服务。传播科学文化信

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教育部从2003年起先后启动了中国高校社会

科学学报“名刊”工程和“名栏”建设工程，这为普通

高校社科学报的发展提出了一条可行性道路。在

。名栏”的申报条件中，要求“栏目设置的指导思想明

确，有良好的学术发展前景，推出了一批在该研究领

域堪称高质量和高水平的论文。在长期办于U实践中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学科优势，在学术

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栏目设置能够依托所在高校优

势学科和历史传统，充分发挥所在高校的科研优势

和人才优势”。特色栏目是地方高校学报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领域。正如著名编辑家邹韬奋所说：“没有

个性或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

了。”地方高校学报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

地，要想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和

个性，走特色之路也就成了地方高校学报的必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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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域广袤、历史悠久。人文资源蕴藏丰富。

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地方高

校更有自己发展的优势学科与办学特点。这是地方

高校学报开展学术研究、开辟特色栏目的基础。不

仅如此，通过学报编辑的努力，办好自己的特色栏

目，还能为自己的刊物营造吸引国内外学入稿件的

魅力。由此可见，地方普通高校学报，无论如何年轻

幼稚，如何基础薄弱，都存在着发展机会，都可以在名

栏工程中大有作为。即使进不了名刊、名栏，也可以

办成名刊、名栏名单之外的名刊、名栏。【l】117利用本

校优势学科、地方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的资源优势

来构建学报学术个性与特色早已是编辑同仁的共

识。《黄山学院学报》遵循这一办于U原则，依据本地区

本校实际，着力推出自己的学术特色栏目．努力做地

方高校学报特色之路的践行者，经过多年坚持，取

得了良好的办刊效果。

一、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徽州文化研究”栏目

地方文化，它具有地方性，是各地方民族生产、

万方数据



·138· 黄山学院学报 2010重

生活的记录，是先辈们智慧经验的结晶。它反映了地

方的历史文化、民族特点和地方的现实生活等方面

的特色。各高校学报可以利用这些地方文化优势，以

这些地方文化为依托，从而办出学报的特色。四瞄

黄山学院所处的黄山市，不仅以神奇秀美的自

然景观名播中外，更以灿烂辉煌的徽州文化著称于

世。“徽州文化”指的是原徽外I属下歙县、黟县、休

宁、祁门、绩溪和婺源等6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

又有典型性，并具有学术价值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

和。它根植于本土“小徽州”，伸展于中华大地，尤其

伸展于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

嘉兴、湖州、太仓)和淮扬地区。以及芜湖、安庆、武

汉等城市为基地形成的所谓“大徽州”，包涵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在新

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教育、新安医学、新安画派、

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剧、徽商、徽派建筑、徽州

“四雕”、徽州文房四宝、徽菜、徽州茶道、徽州方言

等等，几乎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徽州文化都

有突出的成就。徽州文化是徽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

境和徽商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兴衰的一种中华特色

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的因素，但作为程朱

理学的故里，其保留正统文化的原典最多，发扬光

大的成份亦众，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典型，所

以它具有研究传统中国的范本价值。2001年5月，

江泽民同志在黄山地区视察工作时指出：“如此灿

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

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反映徽州民间实态的

几十万件文书契约的陆续发现。是徽州文化研究悄

然兴起的直接动因。这些原始的文字资料，由于具

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的品格而弥足珍贵，是

继汉晋简牍、有字甲骨、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

后中国文化的第五大重大发现．加之有3000多种

徽州典籍文献和1000余种族谱(中国国家图书馆

所藏善本族谱400余部，其中徽州族谱占一半以

上)传世，又加之遗存的徽州地面文物极其丰富，据

调查统计有5000余处，文物有20多万件。丰富的

文物可以帮助解读或印证文献典籍和文书契约的

记载。徽州正吸引着国内外莘莘学人络绎不绝地前

来考察，并加入以徽州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徽州学研

究行列，近20年间，徽州学蓬勃发展，成为一门令

人注目的显学。

‘《黄山学院学报》秉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的宗旨．自创刊以来，充分发挥徽州

文化本土、学术资源丰厚、科研力量较强的优势，坚

持把“徽州文化研究”作为办刊特色。至今已坚持29

年之久，共刊发相关文章605篇。

《黄山学院学报》自创刊号开始，每期择优发表

国内外各类徽州文化研究学术论文．先后在学报开

辟“戴震研究”(1986年)、“胡适研究”(1987年)、

“徽州研究”(1987年)、“徽学研究”(1987年)、“陶

行知研究”(1988年)、“朱熹思想研究”(1993年)等

徽州文化研究栏目，期间还编辑两期徽州文化研究

专刊，至1994年共干U发徽州文化研究文章152篇。

1995年以后，黄山学院学报将“徽州文化研究”作为

固定的特色栏目，一宣未曾中断，至今“徽州文化研

究”栏目共刊发相关研究论文453篇。在作者队伍

中，有国内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专家，如叶显恩、张

海鹏、栾成显、汪世清、张立文、陈学文、张其成、陈

增辉等，还有港台学者汤恩佳、唐亦男、郭文夫等，

也有美、日、韩、瑞士等国的专家学者。如陈荣捷、田

浩、道协义正等。本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在徽学界

产生了较大影响，白盾、秦效成、赵士孝、方利山、汪

柏树、方光禄、叶光立、胡德明、胡少兆等人的文章．

有的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摘发于论点摘编，有

的转发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的被《高等学校

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转发、

转摘或编入文献要目索引。如1995年2月16日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开辟《徽州文化专版》，转摘了

本刊发表的《：论徽州学》、《新安理学与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与徽商之崛起》、《古徽州科技文化>等4

篇论文。又如飞白的《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被人

大资料复印中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

载，汪柏树的“徽州祠堂当地卖田的一些契约”、方

利山的“仁心济世，德厚风高”等100多篇论文被人

大书报资料中心的《明清史》、《地理：》、《中国现代、

当代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学：》、<文化研究》和<中

国哲学》等要目索引。

《黄山学院学报》“徽州文化研究”栏目自开办

以来，对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徽州

文化”的宣传、推介、探研做出了较大贡献，对徽州

学学科体系建设有重要推动作用，在徽州学界受到

广泛的好评。“徽州文化研究”作为固定特色栏目至

今已有16年，时间长，有连续性，特色突出，因而一

直为中外从事徽州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所关注，

<三峡大学学报》、《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等都曾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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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刊的“徽州文化研究”栏目。2006年6月，在安

徽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开展的省社科学报评优

活动中，《黄山学院学报》被评为安徽省优秀学报，

“徽州文化研究”栏目被评为优秀栏目。

二、依托旅游资源优势。办好“旅游研究”栏目

黄山市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徽州地区历史悠

久、文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同时旅游资源丰富多

彩。全市拥有2处世界遗产，lO处国家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8处全国

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和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

17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保护价值的古建

筑、古遗址近5000余处。同时徽墨制作技艺、万安

罗盘制作技艺、歙砚制作技艺、徽州三雕制作技艺、

徽州目连戏、徽剧等6项传统文化已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域国家级以上旅游资源的密度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国之瑰宝”黄山集世

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三顶桂

冠”于一身，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

著称于世。在黄山周围，有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

全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的齐云山，还有江泽民同志

亲自命名并题名的“花山谜窟”等众多名胜。

为充分利用和发挥黄山市旅游资源优势，结合

邓小平同志“要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的重要指示，

<黄山学院学报》坚持“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

从1992年开始．陆续发表了关于旅游研究方面的

相关文章，1999年正式设立“旅游研究”栏目，至今

已刊发有关旅游研究方面的文章187篇。

“旅游研究”栏目依托学校的特色专业、世界文

化和自然遗产黄山、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重

点刊发旅游学科建设、旅游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

理学、旅游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文章。

对黄山旅游、古徽州文化旅游的开发和发展及其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多视角、金方位的探讨。“旅

游研究”栏目也引起了校内外作者的热切关注，其

中不乏知名专家、学者，如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旅游管理系主任章尚正教授，自“旅游研究”栏目设

立以来，就～直关注和支持我刊这一特色栏目的发

展。1994年，《徽州师专学报》第1期上刊发了许宗

元的“论中国大陆寻根旅游”～文被《新华文摘》

1994年第5期全文转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

响。近年来，“旅游研究”栏目所刊文章融思想性、理

论性、实用性于一体，受到学界好评。其中2007年

第1期章尚正的《旅游规划评审中的“潜规则”质

疑》、李慧的《古村落旅游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研

究》，2007年第2期王咏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管理体

制初步研究——以黟县为例》分别被人大书报资料

中心的《旅游管理》全文转摘，“旅游研究”栏目的设

立和发展为黄山学院学报的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

的篇章，2009年8月，《黄山学院学报》在安徽省教

育厅和安徽省新闻出版局组织开展的安徽省高等

学校学报“三优”评比中获“优秀学报二等奖”。

三、发挥学科优势，深化“资源与环境”栏目

每个学校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孕育出一些

重点和优势学科。这些学科点有知名学者做领头人，

有深厚的学术积淀，有强大的学术队伍，有鲜明的学

术特色。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与学校的重点学科

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学报“要有正确的学术

导向性，要将支持和促进学科建设当作学报的重点

工作之一．并在实际工作中对学科建设予以正确的

引导和切实的支持”m另一方面，学报特色栏目是

依托重点和优势学科确立的，通过他们不断提供好

稿件来确保学报栏目的稳定性和栏目的可持续发

展。

黄山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成立于2006

年。由原生物系和资源与环境系合并组合而成，下

设6个教研室，生物资源研究所和安锹省省级生物

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该院十分重视科研工作，

近几年来共承担了国家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科

技厅、省教育厅、省林业厅、省交通厅等资助课题30

多项．并取得了省、市级一批科技成果奖，目前已成

为我校的特色和重点学科之一。

黄山学院所在的徽州地域，有世人公认的绝佳

自然生态。北纬300的特殊地理位置，亚热带四季分

明的气候环境，皖南丘陵的山区地形，黄山白岳新

安江的优美空间，飞禽、走兽、木、竹、茶、漆，动植物

资源特别丰富。徽州的自然生态，虽经时代风雨，受

到过不少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但总体上原始留存不

少。随着现代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这一绝佳自

然生态保护力度在不断加大。因而这一特色自然生

态环境．历来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高校自然科

学科研的理想科研基地。历史上一些徽州本土的科

学家，就曾对徽州黄山等地的动、植物进行过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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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和研究．写下了关于徽州动、植物的研究专著，

如程瑶田对“螟蛉”现象的观察，明代鲍山所著的

《野菜博录》等。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生物系徐亚君

教授等在教学中，以徽州地域野生动物物种的发掘

研究为科研课题，深入徽州深山密林．对珍稀蜘蛛

物种进行艰苦的实地考察搜寻，结果发现了好几个

蜘蛛新种，发表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填补了这

一领域的科研空白，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生物系

程炳功、唐鑫生、方德安、汪立祥、王世强．资源与环

境系方乐金、曹万友等老师，坚持徽州乡野调查，不

避辛苦，在徽州山林溪河间艰苦考察调研，对黄山、

齐云山、清凉峰、牯牛降等地域、以及新安江一带的

蛛类、蛙类、鱼类、蝙蝠类以及蕨类、特色树木等等。

进行实地考查，采集了大量标本，写了许多高质量、

有影响的科研论文，他们这种徽州本土特色的自然

科学研究，对徽州自然生态的深入了解和保护，对

徽州地域自然资源的开发，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得

到了地方和有关方面的肯定。m黄山学院学报相继

发表了这些学术成果。如“初探影响我地油菜开花

的主要外界因素”、“歙县银杏种质资源及优良单株

选择”、“深山含笑的生长与立地条件的关系的初步

研究”、“皖南山区濒危兽类及保护建议”、“宏村的

生态现状及可持续发展探究”、“安徽野生祁门白术

生物学特性研究初报”、“白阿魏蘑及其高产栽培技

术”、“安徽省农林蜘蛛新名录”等．在学术界产生较

大反响。2005年黄山学院学报正式开辟“资源与环

境”栏目，该栏目依托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的科研

力量．先后刊发了“光皮桦无性系当代遗传测定结

果分析”、“岭南自然保护区山茶科植物资源及开发

利用的探讨”、“黄山地区天牛科昆虫调查研究”、“生

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专业‘3T’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与

实践”、“祁门牯牛降景区浮游植物调查报告”、“祁

术的组织培养及快速繁殖技术研究”、“徽杭高速公

路绿化构成要素及功能评析”、“黄山彩叶树种资源

研究”、“松材线虫SCAR标记检测方法的建立与应

用”等众多科研成果，“资源与环境”这一特色栏目

也由于有了这批地域特色的科研论文，形成了我校

学报的又一大特色．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注目，因此

《黄山学院学报》也被《中国生物学文摘》和中国生

物学文献数据库收录。

“特色是期刊存在的根据，特色是期刊的生命、

价值之所在。没有特色或特色不鲜明的期刊，也就没

有自己高高飘扬的旗帜，就难以在林林总总的期刊

之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麟而栏目作为学报特色
的具体体现，是衡量和评价学报质量和学术水平的

一项重要指标，因此，创建特色栏目是学报突显特

色、提高学术品位、塑造品牌的必由之路，可以为最

终创造品牌学报打下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学术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科学开发。特色栏目可以使学报独树

一帜，并以点带面，成为提高学报质量的有效突破

口。可见，特色栏目的创建是高校学报发展重要而

艰巨的任务，是学报提高质量、扩大影响力的关键。

地方高校学报要生存、发展。首先就要从创建特色

栏目入手。充分发挥自己的地缘文化、资源和学科

建设等优势，办好自己的特色栏目，这是地方高校

学报发展的理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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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胡秋萍 论地域文化学科建设对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的影响——以《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陇右

文化研究"特色栏目为例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27(6)
    发掘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是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依托地域文化学科建设进行学报特色栏目建设,是地方高校社科学报发展的必由之路

.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充分发挥陇右文化学科平台作用,开设"陇右文化研究"特色栏目,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大力加强学科建设,注重服务区域社会

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2.期刊论文 任辉.REN Hui 略论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 -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8(2)
    地方高校学报创建特色栏目是决定学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建设特色栏目要结合本校学校定位、学科设置和学术带头人的特点,结合时代需要,强

化针对性,要注意特色栏目建设的可行性.

3.期刊论文 石娟.SHI Juan 全息理论在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中的应用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11(6)
    全息性即自相似性,被广泛应用于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全息元是全息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整体的缩影.它具有胚胎性、发育性和重演性特征.全

息元的这三方面特征在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中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利用地域文化研究资源的胚胎性特征,可以以"一斑"窥"全豹";可以依托本

校,本地区特色专业,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点"带"面",培育特色栏目的新生力量,促进栏目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扩大编辑信息域,提升学术敏感度和编辑

专业素质,使学术期刊朝良性方向重演式发展.

4.期刊论文 詹歆睿.党大恩 论地方高校学报的特色栏目策划与建设——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建设谈起 
-榆林学院学报2008,18(3)
    地方高校学报的特色栏目策划应结合地域优势和学科优势,长期致力于栏目建设.在此基础上,应有所突破和提高.设栏时应虑栏目的可行性、稳定性

,发挥栏目的学术前沿性和编辑的导向功能,尝试栏目主持人制度,尝试策划多个栏目,关注现实问题.

5.期刊论文 王小风.刘雁翔 地方高校学报立足地域文化建设特色栏目的运行机制研究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07,27(6)
    地方高校学报由于影响力低、稿源状况差,现状堪忧.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开放办刊,走专题化之路.立足地域文化建设特色栏目为地方高校学报专题

化的一种过渡形态.要办好特色栏目,必须改变传统的运行机制,多方组织优秀稿源;设立开放式的学术编委会,坚持稿件三审制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制

;为编辑重新定位,将传统的编辑审稿、文字加工改为编辑主动联系作者队伍、策划选题,再精编细审.

6.期刊论文 李平 地方高校学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建构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3(3)
    地方高校学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是一种文化知识的积淀与提纯,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生成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通过编辑的组织和

策划才能产生.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产生是编辑对自身知识资源、地方文化资源、学报学术资源的认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建构要充分体现编辑的主体意

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7.期刊论文 何静 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的几点思考 -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6(4)
    特色栏目是编辑主体精心策划、重点培育、编辑与作者互动、长期存在的经典栏目.特色拦目是地方高校学报提高学术品位、打造品牌的唯一出路

,特色栏目能够促进区域的文化积累,同时,有助于学报编辑部整体工作的良性化.栏目的策划、作者队伍建设、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特色栏目建设的关键.

8.期刊论文 李平.施建平.石娟.LI Ping.SHI Jian-ping.SHI Juan 以地域文化为支撑建构学报特色栏目——兼及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特色栏目建设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6,17(2)
    地方高校学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是一种文化知识的积淀与提纯,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生成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中,通过编辑的积极组

织,有意识地策划才能产生.地域文化特色栏目的产生是编辑对自身知识资源,对地方文化资源,对学报学术资源的认知.地域文化特色栏目建构要充分体现

编辑的主体意识,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9.期刊论文 赵佳丽.ZHAO Jia-li 地域文化资源对于塑造学报学术个性的价值——对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建设的

探讨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10,30(4)
    地方高校学报利用地域文化特色可以促进学报特色栏目的形成和发展.地方高校学报可以从做好栏目的策划、保持栏目的连贯性与开放性、依托优势

学科、选好栏目主持人、培养编辑的特色思想和意识等5个方面入手,建设特色栏目.特色栏目的建设,对于地方高校学报提升品位,扩大影响有一定的现实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yxb201004039.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5%be%b7%e6%98%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ab%98%e7%84%95%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Hu+Deming%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Gaohua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9%bb%84%e5%b1%b1%e5%ad%a6%e9%99%a2%2c%e5%ad%a6%e6%8a%a5%e7%bc%96%e8%be%91%e9%83%a8%2c%e5%ae%89%e5%be%bd%2c%e9%bb%84%e5%b1%b1%2c245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f%b3%e5%8b%87%e5%a6%a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4039%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c%83%e7%90%b3%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4039%5e2.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4%b8%9c%e6%9e%9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4039%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5%be%b7%e6%98%8e%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4039%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7%a7%af%e7%8e%8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hsxyxb201004039%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7%a7%8b%e8%90%8d%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sfxyxb200706008.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sfxyxb200706008.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ssf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b%bb%e8%be%89%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REN+Hui%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yzyjsxyxb20050202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yzyj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f%b3%e5%a8%9f%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SHI+Juan%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nbzyjsxyxb20070602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nbzyjs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a9%b9%e6%ad%86%e7%9d%bf%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5%9a%e5%a4%a7%e6%81%a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ylgdzkxxxb200803034.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ylgdzkx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5%b0%8f%e9%a3%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9%9b%81%e7%bf%94%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tssfxyxb20070600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tssfxy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9%b3%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hdxxb-shkx200603019.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h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9%9d%99%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ahkjsgdzkxxxb200804028.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xahkjsgdzkx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6%bd%e5%bb%ba%e5%b9%b3%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9f%b3%e5%a8%9f%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Ping%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SHI+Jian-ping%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SHI+Juan%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zzydxxb200602002.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zzydxxb200602002.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zzyd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b5%b5%e4%bd%b3%e4%b8%bd%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ZHAO+Jia-li%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djyxyxb201004021.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gdjyxyxb20100402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gdjyxyxb.aspx


意义.

10.期刊论文 李文玉.严雅莉.黄基秉.张锦波.LI Wen-yu.YAN Ya-li.HUANG Ji-bing.ZHANG Jin-bo 地方高校学报

生存困境与发展路径初探 -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2(2)
    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地方高校学报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契机.当前,地方高校学报存在着优质稿源匮乏、整体水平

不高、经费不足等诸多生存困境.为此,应结合学校定位,立足本校办学实际,开发本校优势资源,以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为依托,开辟特色栏目,走本土化的路

子;同时,跟随信息化的浪潮,走市场化的路子,开门办刊;立足地方,为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充分发挥编辑主体功能,勤练内功,提升学报的

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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