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有两部最重要的代表作, 一部是人们奉 为 圣 经 的 国富论!, 还有一部就是几 乎被人们遗忘 的
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 1759 年) 先于 国富论! ( 1776 年) 发表, 说明 国富论!具有伦理学知识背景
和道德价值基础。阅读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 我们会发现 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 的认识是对市场经济的
根本误读。 道德情操论!以 同情 、道德 贯穿始终, 强调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个体美德和社会制度
的伦理基础。两部不同著作的不同待遇, 反映出现代人的取用标准, 折射出时代价值取向。即使当今经济
危机情势下, 经济学家的 出场费 不跌反涨, 一场讲座可以要价十几万到二十万元。可以想见, 作为 经济
学家 的斯密要比作为 伦理学家 的斯密更有市场价值。然而, 2005 年两会期间, 温家宝总理向企业家推
荐斯密的 道德情操论!, 其后又几度在公开场合推荐此书, 其蕴涵深意耐人寻味。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生产盲目性必然带来经济危机, 西方历史上 1929- 1933 年的
经济大萧条、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仅仅是其中最典型的例证而已, 而经济的计
划、监管对于防范、
化解经济危机作用在中国也得到了有力证实。我们不是否定 看不见的手 在经济运行
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 看得见的手 的作用同样重要, 良好社会制度、道德建设对于真正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的基础作用必须重视。当今西方社会经济危机情势下, 西方社会重读马克思、回归马克思的呼声, 对于我
们也是一种启发、启示。如果说市场经济讲求效率、
社会主义体现公平的话, 那么, 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就是兼顾效率、公平, 逐渐走向 更加注重公平 的道路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
科研、
出版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但也爆发出许多市场经济下新问题。追求
最大效益的资本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支配 人们的思维, 剥夺了人们反 省、批判能 力。 看不见的手 并非 万
能, 在教育、科研、
出版等领域我们常常看到 市场失灵 ( market failure) 。首先, 对于学术期刊等出版 行业
国家有严格的准入制度,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 垄断 或 不完全竞争 。学术期刊对于大量作者来说是稀缺
资源, 而这一稀缺资源一旦被少数人用于谋利获取垄断利润, 无疑是对于知识创新的戕害。其次, 教育、科
研、
出版是公共物品, 有 外溢 社会效益即具有 正外部性 , 国家、政府应予以适当监管、
扶 持。最后, 国
家、政府对于科学真理和社会正义应当有所作为, 对于教育、科研、
出版等公共事业的社会后果必须有所监
管、调控, 维护社会公正、和谐。

付费发表论文的文化传播忧思
谢清果 ∀ 张汉丽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厦门 ∀ 361005)

付费出版、
发表论文的当事人双方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 本无可非议, 但随着 掏腰包 的普遍化和付
费学术的流行, 它影响的不只是教师的职称、
学生的学业, 还会滋生学术腐败, 这里, 我们从文化传播的视
角对 掏腰包 出书、
发表论文的深层危害进行学理思索, 深入剖析付费学术必将导致学术期刊的道德沦丧
和功能异化等种种不良的后果。
1. 学术期刊 授予地位 功能的异化
大众传媒具有创造深入传播对象心目中公众人物的 特殊功能, 这在传播学上称 为大众传媒 授予 地
位 的功能。学术期刊作为传播、
交流和记载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读者的信任
度, 其所刊载论文的作者也被赋予在学术上有所作为 的 学者 的身份, 学者发表论文的学术期刊的 权威
性, 自然也成了衡量学者的学术地位、
其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志。
但随着付费学术的流行, 学术期刊 赋予地位的这些 学者 , 将不再是对某一问题有自己独到见解 的
人, 也不是在某一领域做了深入细致研究的人, 更不是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人, 而是能够支付 版面费 的
人。这样, 学术期刊 授予地位 的标准成了 钞票 而非学术能力, 学术的灵魂也沾染了世俗的铜臭味: 当
我们在阅读各个学术期刊时, 不再满怀敬仰的咀嚼文中精华, 而是不屑地揣测其版面费花了多少。呜呼哀
哉!
2. 学术期刊 把关人 角色的转变
库尔特#卢因 1947 年在 群体生活的渠道!中提出, 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 把关人 的传播行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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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和疏导两方面。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流向社会的重要环节, 其 把关人 在审核文稿的过程中有两
个作用: 一是对于学术水平达到发表水平的作品准予流通和传播, 即疏导; 二是对不符合学术规范或未能
达到发表水平的文稿, 应反馈给作者进行改正或直接淘汰、
不予流通或暂时搁置, 即抑制流通。
以学术水平作为标杆所做的疏导和抑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 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同时也能够给广
大读者提供优质的读物, 完成其社会使命。反之, 以金钱来衡量作品, 则容易导致学术界清浊不分, 学术作
品良莠不齐。更为重要的是, 编辑部 把关人 角色也会随之改变: 其审稿的原则不再是 学术为先 , 而是
金钱至上 。 把关人 的学识、能力亦不再重要, 因为他的工作将只是动动手指而已。
3. 学术期刊 议程设置 功能的退化
麦肯姆斯和肖于 1972 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
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 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媒介通过赋予各种议题不同
程度 显著性 的方式, 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学术期刊是社会精神产品及理论产
品进入公众视野的一个平台, 在社会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因此, 学术期刊根据本刊的宗旨、定位以及
论文的学术水准等指标来设置学术 议题 , 不但可以引导某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方向, 起到学术研究的导向
作用, 而且在传播社会文化, 提高读者的文化、学术素养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在 付费学术 面前, 学术期刊设置的议题将不再以论文的质量来衡量, 不再从刊物的宗旨和定位出
发, 不再追求文章的学术分量, 不再以传播前沿学术、创新思想为己任, 长此以往, 以传播学术为根本的学
术期刊议程设置的功能必将退化, 成为金钱驱动的工具。
4. 学术期刊文化传承功能的丧失
议程设置 功能的退化, 将直接影响学术期刊文化传承功能的发挥, 久而久之, 对人类文明进步也是
一个巨大的冲击。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在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之一
即文化传递功能: 大众传播能够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 具有延续社会传统、传播社会经验与知识的教育功
能。
学术期刊达成 武装人、引导人、
塑造人、
鼓舞人 的社会效益, 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产品都是其应
有之义。从某种程度上讲, 期刊的文化传承功能体现的是杂志社的社会责任感。然而, 付费学术 的出场
使得学术期刊更看重的是来稿字数的多少、
所占版面的大小以及应收费用的高低, 杂志社盈利的数据远远
比杂志本身传递的内容更为重要。如此一来, 我们在学术期刊上将难觅资深学者、
专家的踪影。当然学术
期刊有时也会邀几篇专家学者的大作以充门面, 但是这样的大作也难免被淹没于众多的平庸之作中! 久
而久之, 学术期刊的文化传承功能将逐步丧失, 其传播和延续的将是 付费 的良莠不齐的文化产品, 他们
更关注的可能是本期我们版面费收了多少, 至于这些 学术产品 流向社会后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对中国学
术的发展有何影响已不在其思考范围之内。
5. 学术期刊使用与满足的嬗变
在讨论完付费学术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外, 我们不妨也来看看受众的选择。卡茨于 1974 年提出了 使
用与满足 理论, 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 需求 的个人, 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
求动机来 使用 媒介, 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 满足 的过程。
学术期刊无疑也具有能够满足受众的某种特殊需求, 尤其是对学术研究人员而言, 学术期刊是其掌握
资料或了解前沿学术的重要途径, 更是其做研究的重要参考信息来源地: 鞠守安等在 科技期刊在现代工
业信息社会中的地位与功能!一文中曾指出, 就世界文献总量而言, 约有 75% 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就科技
情报含量而言, 期刊也容纳了情报总量的 65% - 70% ; 席庆义在 论科技期刊的信息功能!一文中也指出:
科研人员从学术期刊中获得的情报信息约占全部信息来源的 50% , 某些领域甚至高达 80% 。可见受众选
择学术期刊是从便于使用与满足需求的角度出发的。当学术期刊不再以刊载高水平的学术作品为豪, 当
学术期刊提供的 文献 是二流、三流甚至是三教九流的作品的时候, 当学术期刊的议题变成付费者的议题
的时候, 受众对学术期刊的选择可能有两种:
其一是认识到了学术期刊的蜕变, 对于学术 期刊上的信息进行多方求证, 确保研究资料的准确与 可
信, 然后再进行使用。这应该是一种良性的选择: 尽管部分学术期刊可能失去了忠诚的读者, 但是学术研
究至少不会 以讹传讹 , 一些层次较低的学术作品不会被多次传播, 导致学术研究的停滞与退化, 甚至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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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其二是对于学术期刊这种 润物细无声 的悄然改变没有察觉, 对于其提供的信息不加质疑的直 接使
用, 或是继续传播, 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受众选择。当学术期刊的旗子变换了颜色, 当 文献 提供的
信息鱼龙混杂, 当 注释 资料被重新赋予权威, 我们的学术研究将陷入无边的恶性循环之中!
6. 学术期刊 沉默的螺旋 的逆转
目前对版面费的讨论只是 小荷才露尖尖角 , 对其进行口诛笔伐的抑或大言版面费可繁荣学术的, 都
没有形成规模。当事人现身说法的更是少之又少。诺埃勒- 诺依曼于 1974 年提出了著名的 沉默的螺旋
理论 , 其主要思想是 和媒介中主流观点持相反意见的人由于害怕被排斥而保持沉默 。( 董璐编著: 传
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45 页) 在版面费的讨论中人们也会出现这样的现
象: 在表达自己对于付费学术的想法和观点时, 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 并且受到广泛欢迎, 就会积极参
与进去, 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 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 甚至有被群起而攻之的
可能时, 即使自己赞同它, 也会保持沉默。因此, 对版面费的批判只是掀开了一个小口, 更多的当事人或因
为利益的关联, 或因为其发言可能会遭致众人( 既得利益者和企图以此获得利益者) 的攻击而保持了沉默。
久而久之, 就会出现学术界 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 低层次 学术成果 泛滥成灾, 而学术精品则出版无门,
或虽出版而无人问津。
靠版面费发表论文, 靠付费出版著作以谋取虚假的 学术地位 , 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期刊和出版事业
的 虚假繁荣 , 这是学术界黄钟毁弃、
瓦釜雷鸣式的悲哀! 但是我们期待着这个 沉默的螺旋 能够迅速地
被逆转: 让付费发表( 出版) 学术成果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让正义的声音成为主流, 让学术回归其本质,
让学术的正气得以弘扬!

付费发表论文是理性的选择
李喜景 ∀ 姚维彬 ∀ 万 ∀ 鸣
(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 云南昆明 ∀ 650051)

目前, 付版面费发表论文不是一个是否 应该 的问题, 而是一个当下存在的现实。对此, 恶评如潮, 形
成了几乎一边倒的舆论。指责办刊者唯利是图者有之, 批评付费发表的论文质量差者有之。对此, 笔者不
以为然。正如哲人所言: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一、
付费发表论文是作者、
刊物的合理选择
众所周知, 目前中国读者群中经典著作、
理论文章的读者不断减少。理论刊物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小
众读物, 出版者市场回报率极低。一方面读者减少、
市场缩小; 另一方面, 刚性需求却在增加: 第一、评职称
需要论文; 第二、
研究生毕业需要论文; 第三、
研究者所属的大学, 科研机构, 企业为排名、品牌也需要论文
扩大影响。( 刘大椿: 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 新华文摘 2003, 5) 第四, 研究者的国家更需要论文增
加国家软实力。上述个人、
集体、
国家的需求目前没有可替代性, 是一种刚性需求。随着高校扩招, 科研投
入增加, 中国的崛起, 上述需求会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 满足需求的媒体不断向少数期刊集中, 目前已经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垄断。垄断加剧了需求的钢性。突破垄断, 满足需求, 成为必然。它催生了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合理行为 ∃ ∃ ∃ 以货币为需求买单, 以价格调节需求。论文作者付费发表论文, 刊物收费出让版面是
这一行为的具体化。我们说这一行为是合理的, 其理由在于这一行为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规律 ∃ ∃ ∃ 价值规
律, 是市场经济主体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的理性选择。
二、
付费发表论文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性, 繁荣科学研究
从世界范围看, 科学技术进步, 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进步, 不仅是少数专门研究人员努力的结果, 更是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结果。这一点美国最具有典型性。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美国的科研已形成政府, 大学,
企业, 基金会互动体系, 其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稳定科研投资, 公民、
科学家、
教育家掌管资金, 鼓励政府以
外的科研机构支持基础研究。至今, 美国 70% 以上的科研经费来自政府外的 企业、非政府组织及各 种基
金。这一体系支持了美国的科技进步。其标志是不同研究主 体加入到科研的行列, 不 同专业刊物面世。
为科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阎光才: 要么发表, 要么出局 ∃ ∃ ∃ 研究型大学内部的潜规则, 新 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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