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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孙枢院士诞辰 85 周年  
 

 

编者按: 2018年2月11日, 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孙枢院士因病去世. 孙枢院士为推动我国地质学研究

和科技期刊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贡献, 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学术遗产. 今年7月

23日是孙枢院士诞辰85周年纪念日. 为深切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 追忆他充满人格魅力的科学人生, 

继承和发扬他的学术思想, 本刊特约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原主任陈颙院士、《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主

编郑永飞院士、《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会秘书长彭斌编审联合撰文, 以资纪念.  

使命、责任与担当 

——孙枢先生与《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孙枢(1933年7月23日至2018年2月11日), 江苏金

坛人, 著名地质学家. 孙枢先生从事沉积学和沉积大

地构造学研究近60多年, 不仅是中国沉积学领域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 也是中国地球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 无论是在科学研究和治学方面, 还是在科研组

织管理上, 孙先生都是中国地球科学界的楷模. 孙先

生还特别关注与科学研究息息相关的科技期刊, 他为

推动中国科技期刊发展殚精竭虑, 做出了杰出贡献.  

1996~2012年, 孙枢先生担任《中国科学》《科学

通报》(以下简称“两刊”)第五届、第六届联合编委会

副主编,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执行主编、主编. 在

此期间, 笔者作为“两刊”改革的参与者, 与孙先生一

起推动“两刊”发展, 耳濡目染, 深切感受到孙先生深

谋远虑的强国情怀. 值此孙枢先生诞辰85周年之际, 

回顾孙先生与期刊发展的几件事情, 以表达我们对

他的缅怀之情.  

深谋远虑——孙先生的强国情怀 

作为地质学家, 孙枢先生深知科学研究与科技

期刊是彼此相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此他十分重

视发挥科技期刊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孙先生热爱

祖国, 他深知中国的科技期刊是体现中国综合国力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此, 他始终把“办好中国的学

术期刊”视为自己的使命, 也是他作为办刊人一直追

求的愿景.  

1998年, 作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地球科学

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 孙先生组织出版了《中国地

球科学发展战略的若干问题——从地学大国走向地

学强国》一书. 在深入调查中国地球科学及其相关领

域的基础上, 提出从地学大国走向地学强国的6项改

革措施, 其中之一就是“提高研究水平, 保证研究质

量”. 研究组提出, 研究水平的提高涉及许多方面的

因素, 而研究水平的最终把关还是依赖于论文的最

终评价与发表, 是通过学术期刊体现的. 作为中国这

样大的国家, 不能把这个控制完全依赖于国际上的

刊物, 必须有中国自己相应的、能与国际接轨的学术

刊物.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研究组认为, 在综合性

学术期刊中重点抓好《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锐意创新——“两刊”改革的推动者 

2005年, 周光召主编、孙枢副主编等出席“两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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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主编会(图1). 会议决定由“两刊”正副主编联合

署名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致函, 提出将“两

刊”“放到中国科学院学部平台上运作和管理”的建议. 

当时“两刊”的发展举步维艰, “两刊”长期以来作为了

解中国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唯一国际窗口”的局面已

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随着中国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 

中国科学家愿意将自己的优秀科研成果展现在国际

知名学术期刊上; 此外, 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强调刊物

影响因子、高额奖励发表在国际高影响期刊上的论

文, 不仅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具有负面作用, 而且

加剧了国内高水平论文的外流. 在这种办刊背景下, 

“两刊”改革势在必行, 但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却

众说纷纭. 此时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国科学院

领导的高度重视, 此后“两刊”开始放在学部平台办

刊, 采取组建理事会和各辑编委会、实行主编学术负

责制等举措, 改革了“两刊”的管理体制、办刊模式等, 

为“两刊”后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0年, 孙先生意识到中国地球科学基础研究

水平、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 而中国地球

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升不够, 期刊

水平提升速度滞后于科研水平提升速度, 他对此深

感忧虑. 2010年12月, 孙先生向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全

体院士、《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全体编委、地球科

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地球科学部等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者发函, 希望

能够想办法促使科研人员的部分成果能够在国内主

办的刊物上发表, 以便提升中国刊物的地位和影响

力, 并进一步吸引更多国外科学家的优秀稿源, 在中

国培育有较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国际性期刊. 这

个倡议得到了国内地学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一批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陆续提交给“两刊”予以发表.  

竭心尽智——科学家办刊的典范 

作为《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主编, 孙枢先生清

楚地认识到刊物办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提高期

刊质量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图2). 他和编委会成员一

起, 从约稿、改革评审制度、丰富栏目等多个方面对

期刊进行改革.  

2008年, 孙先生以“科学家办刊”为指导思想, 对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的评审流程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革. 他组建的新一届编委会中, 设立了常务副主

编, 创建“学科责任编委制”, 即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各

个一级学科邀请科学家担任“学科责任编委”, 学科

责任编委负责确定审稿人选和终审工作, 任期一年, 

并在编委会成员中轮换. 评审制度的变化, 使每篇文

章的学术质量把关责任落实到人. 对一本综合性的

期刊而言, 采取不同学科专家把关学术质量的责任

制度, 大大提高了期刊的学术水平.  

2011年, 孙先生意识到中国刊物普遍存在的一

个弱点—鲜见学术讨论和争鸣. 在国外学术期刊

中, 几乎所有刊物均有“Comment”栏目, 针对重要科 

 

 

图 1  2005 年 4 月 12 日“两刊”正副主编会在北京京民大厦召开 

左侧第二位为孙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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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 年周光召院士为孙枢先生颁发《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主编聘书 

从左至右依次为周光召、朱作言和孙枢院士 

学问题进行严肃讨论, 以供大家对学术观点进行讨

论和争鸣. 但是, 中国学术界尚没有形成很好的讨论

氛围. 为此, 孙先生非常重视争鸣类栏目的创办. 在

调研Nature、Science、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和Geology等国际知名期刊对争鸣类栏目的要求外, 

孙先生还致电翟明国院士, 征求他对国外刊物发表

“Comment”文章的撰写要求、评审流程、发表方式等

具体问题; 翟明国院士很快给孙先生和编辑部反馈国

外知名期刊争鸣类栏目的实例. 最终, 《中国科学: 地

球科学》开设了“讨论”栏目, 可以对本刊前溯一年内

发表的文章提出学术意见, 原文作者从学术角度做出

答复, “意见”和“答复”在评审通过后予以发表. 

孙先生对中国科技期刊的无限热爱和重视, 永

远是我们的学习楷模. 他是提出中国地学大国走向

地学强国的倡导者之一, 他充分认识到期刊在成为

地学强国中的重要性; 他也是“两刊”改革的参与者,  

积极推动了“两刊”的改革进程; 他还是科学家办刊

理念的践行者, 为推动中外地球科学学术交流作出

重要贡献. 孙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 但他永远活

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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