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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社会科学论文审稿笔记


唐文方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科学定量研究入手，介绍了如何写出高质量社会科
学定量英文论文以及写作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重要性。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何确

立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论文标题设置的注意事项、论文摘要应该包括的主要内容、

如何评估数据的可靠性、文献回顾需要注意的方法、如何进行理论与数据的对话、

定量分析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新方法、如何增加定量研究论文的可读性以及英文

学术论文审稿流程和各种英文刊物的区别。

［关键词］　政治科学　定量研究　英文写作　审稿流程　统计方法

在高手如林的学术论文发表的竞争中，如何突破重围、脱颖而出呢？本文通

过自己这些年来的审稿体会，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希望能和读

者分享。首先声明，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厉害。英文学术期刊实

行的是匿名审稿制度，每个作者原则上说机会是均等的，本人虽然有成功发表的

记录，但也有很多被拒稿的经历。

一　背景

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近几年不断接到各种学术刊物的审稿要求。起







本文由作者根据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在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的座谈整理而成，作者对参加讲座
的林晶晶、王思琦、王振辉和严敏等老师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端程对文中的多个

英文术语加入了中文翻译，并对文章进行了文字梳理，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唐文方，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亚洲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

部主任、讲座教授。



初我因为时间不够而经常拒绝，但后来发觉这是一个学习别人研究的好机会，于

是就接受了。目前大概一两个星期就会接到一篇稿件，每年下来大概有四五十篇

吧。英文的学术审稿是没有报酬的，最多是免费送你两本期刊或书，一般的审稿

人会把审稿经历放在自己的年终总结报告中。随着看的稿子越来越多，学到的东

西越来越多，想法也多了，于是想到了和读者分享。

英文的学术刊物每篇论文至少有两个或三个匿名审稿人。现在越来越多的编

辑部，最后无论是决定发还是不发，都会把审稿人的意见寄给作者，并分别寄给

其他几个匿名审稿人。我这里所说的心得，只是一家之言，并不代表其他审稿人，

有的时候我觉得好，但其他人不喜欢，也有的时候我不喜欢，但还是发了。不过

一般比较好的杂志通常有一个审稿人有反对意见就会拒稿。

近几年我为多个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审过稿子，刊物从政治学 （偶尔也有社会

学）的顶尖杂志或中国研究的顶尖杂志到二三流的杂志都有，出版社则主要是大

学出版社，多数来自美国，还有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等地。我同意审的稿件通常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当然是英文的；第二绝大多数

是讲中国的；第三是政治学或社会学的 （包括公共政策）；第四是定量研究的。

二　中西结合的研究题目

目前研究中国政治的热点话题之一是政权稳定性和支持度，很多稿子都与此

有关，例如测量政权稳定性和支持度本身的各项指标，包括民意研究、精英政治、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等，以及影响稳定性和支持度的各种公共政策，包括医疗、扶

贫、教育、司法、环境保护、计划生育、农民工、反腐等。此外，还有经济发展、

收入水平、教育程度、职业、性别平等、城乡及地区差别、所有制类型、民族、

语言、宗教、人际信任、社交网络、传统与新兴媒体、政治面貌、政治兴趣和政

治取向等对政权支持度的影响，其中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写几篇文章甚至一本学术

专著。

这种研究中国政治的方式其实和西方的政治学研究有些异曲同工。西方政治

学研究的重点是选举，而选举的实质是政府的支持度和可持续性，以及影响支持

度和可持续性的各种因素，包括上述公共政策和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政治社

会环境的各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西方政治学中关于选举的大量文献很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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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借鉴到中国来，如果用英文发表文章，借鉴这方面的英文文献可能更容易

被西方读者和审稿人所接受、认可。

三　吸引眼球的标题

我看定量研究的稿子时一般会比较快速地浏览下列内容：标题、摘要、数据

来源、变量的测量、表格、结论以及参考文献。如果仍然有疑问，再去看相关的

细节。

我比较喜欢的标题当然是吸引眼球的，例如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无民主的资本主义），“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无民主的问责），

“Ｍａｎａｇｅｄ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受管制的参与），“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民粹威权

主义），“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Ｂｉｇ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平等与效率：重大权衡），

“ＰｕｂｌｉｓｈｏｒＰｅｒｉｓｈ”（不发表就出局），等等。这些题目的共同特点是把两个自相

矛盾的概念放在一起，或者两个本该在一起的却被分离，例如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问

责制）本应是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民主）的一部分，但作者却说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可以脱离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存在。同样，文献上说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资本主义）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不可分

的，但作者却说两者可以独立存在。这些题目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一目了然，把

核心观点用很少的几个字表达了出来。具有这两个特点的题目更容易引起读者的

兴趣。

不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一类问题是标题过长，例如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ＴｈｅＤｏｕ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ａｓｔａｌＩｎｌ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解惑：区域增长对中国选举参与的双重和沿海—

内陆差异影响）。在这个近２０个词的标题中，既没有抓眼球的亮点，又没有文章

的观点，读者要有足够的耐心才会去读。有些标题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起到画龙

点睛的作用，例如除了上面的例子，还有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ｕｓｔ”（政

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经济发展与

政治支持）。这些标题虽然不长，但并没有道出文章的主要观点，不会引起读者的

兴趣。还有一种标题是故弄玄虚，例如在题目中用 “黑箱”这个词，读者反而不

会感兴趣。因为如果是黑箱，那我看完了也不知道黑箱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看

也白看。另一类问题是标题与内容不符。例如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讲中国不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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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政治支持度区别的题目，觉得挺有意思，决定接受审稿。但看完了才发现，

作者认为不同年龄层差别不大，然后用另一半的篇幅讲其他因素对政治支持度的

影响，看完让人有受骗的感觉。

最后想说说目前在研究中国政治的英文文章中大量出现的一个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

ａｎｉｓｍ（威权主义）。国内的学者对这个词有一定的误解，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

这个词翻译过来听着可能有点别扭，但是在英文的语境中，它代表的是非西方民

主制度。虽然它在某些政客和媒体人眼中可能仍然有负面的意思，但在学术界却

包含更加中性的意思，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不成功的经验，使

政治学研究更多地转向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民主模式的研究。目前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

ｉ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威权政治）在美国各个大学变成了一门受欢迎的课程。

目前在研究中国政治的英文文章中，这个词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称呼。中国

国内的学者虽然在写中文文章时会用民主这个词，但是翻译成英文会让审稿人产

生疑问，甚至产生负面情绪。如果用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读者就会很明确，不会有误

解。因此，从实用的角度讲，用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或许会更容易发表。

四　涵盖文章精髓的内容提要

一般我会比较认真地看内容提要，因为写得好的内容提要一般都会包括文章

的精华，例如研究问题、现有文献的主要观点以及待解决的问题、研究假设、数

据来源、主要发现、结论以及研究的意义。别看内容提要这短短的一两百字，却

包含了一篇论文的所有必要组成部分。

其中研究问题和发现尤为重要，例如有一篇文章，研究问题是中国的政治支

持度为什么高，最后得到证明的假设是百姓的期望值低。以我的经验，这篇文章

涉及的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支持度是真的高还是百姓期望值低，不同的结论

会涉及制度本身性质的问题，因此我会仔细阅读文章的证明过程。要想通过我的

标准，证明的过程必须无懈可击。

写内容提要应该尽量包括上述要素，有些写得不好的内容提要，会让读者不

知所云。例如我看到过一个内容提要，只写研究问题和文献中的辩论，却故意卖

关子不写发现和结论，这样会让审稿人不爽，因为还要去翻很多页，不知道在哪

里才能找到作者的发现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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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可靠的数据来源

接下来我会看的是数据来源。一般来说数据来源会有几种，第一种比较普遍

的是现有的调查数据，包括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世界价值观调查）、ＡｓｉａｎＢａｒｏｍ

ｅｔｅｒＳｕｒｖｅｙ（亚洲民主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ＣｈｉｎａＬａｂｏｒｆｏｒｃ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Ｓｕｒｖｅｙ（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及其他现有的大规模的全国乃至世界范围

的公开数据。由于对这些数据比较熟悉，我一般不会太追究这些数据收集过程的

问题。

有时候也有作者用自己的调查数据的，这种情况我会看得比较仔细。记得有

一篇文章声称要研究城市 “低端人口”，但是自己做的调查中有一半以上是高收入

的白领，说明这个调查的样本有很大问题。还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声称做了一个全

国问卷调查，但样本只有６０个人，不懂专业的人也不会相信这６０个人能有代表

性。我个人建议尽量用已有的数据，这些都是花了大钱由非常专业的团队收集的，

一个人无论从资源还是专业知识方面都是无法企及的。

第二种数据来源是大数据，例如网络大数据、媒体大数据、法律案例大数据

等。这些数据虽然规模宏大，但不太容易做出有意思的发现来。例如有一篇文章

用中国领导人历年讲话的大数据，发现中国老百姓对法治的理解与领导人对法治

的解读有直接关系。另一篇文章用微博的大数据发现，中国的网民只要不鼓吹暴

力，就会有很大的批评政府政策的空间。这些结论可能不做大数据分析的一般人

都能知道，我看到的比较成功利用大数据的稿子，通常是和调查数据结合起来使

用的。

第三种数据来源是越来越多的网络民调。由于网络民调无法保证样本的代表

性，我对这样的研究比较持怀疑态度，例如有人用网络民调证明中国的百姓不支

持中国政府与日本的对抗，但网络民调的样本大多数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年轻

人，无法代表中国人口的平均水平。但是有一种情况我会接受网络民调的结果，

那就是实验数据。做实验不需要样本的代表性，只需要实验组和控制组随机分开

就可以了。

第四种数据来源是实验数据。实验数据正在成为一股热潮，正在被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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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使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低成本，实验可以在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个人中，

并在一个固定的地点甚至网上进行，比全国性的抽样问卷调查省钱得多。实验的

另一个好处是能够比问卷调查更准确地确立因果关系，例如在问卷调查中可以问

受访人是否经常使用媒体，然后再问受访人对时事的兴趣。虽然研究者认为媒体

使用会增加对时事的兴趣，但是问卷调查中的两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而在实验中，受访者可以观看一段媒体报道，如果之后对时事的兴趣提高，就说

明媒体和时事兴趣有因果关系。虽然实验有上述优势，但它的样本往往有限，不

具代表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做法是将抽样调查和实验结合起来，既避免了两者的

不足，又包括了两者的优点。当然，这种做法要有足够研究经费的保证。

从目前数据利用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作者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会

同时使用多种类型的数据，包括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数据，还

有面访的问卷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深入访谈的数据，如果你的研究包含了所有

这些数据类型，并且运用了比较新的统计方法，编辑和审稿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哪怕研究的创意并不是那么明显。

六　文献引用：最好别说 “别人没做过”

老实说，我在看稿子时对文献部分花的时间并不多，并不是说这一部分不重

要，而是由于我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间比较长了，对现有文献中讨论的问题比较

熟悉，况且经常参加学术会议，也知道什么人在用什么数据做什么题目并有什么

新发现。有时候我看看参考文献，就大概知道作者是否找到并讨论了应该讨论的

问题，或者作者根本就不熟悉本领域的研究现状。

在文献讨论中，除非你非常有把握，建议最好不要说 “我做的研究还没人做

过”，这样比较容易得罪审稿人。在审稿人眼中，你做的东西他或别人都想过或者

做过，你说没人做过是在打审稿人的脸。比较有效的文献讨论是在很好地阅读和

领会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比如说现有文献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者是

现有文献中存在对立的观点，或者说现有理论中还没有用数据证明的观点。

另外，在文献引用时一定要避免不加引号地引用原文，最好的方法是 ｐａｒａ

ｐｈｒａｓｅ（意译），也就是用自己的话把文献中的观点说出来，否则会被人指责你是

在剽窃。当然，要做到意译，首先要求作者对英文文献有准确的理解，这对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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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学者来说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有的时候我从参考文献中能看出来这个稿子是否是国内学者写的，因为国内

学者一般对国内文献的引用会比较多，英文会比较少，中文的文献相对比较新，

英文的比较旧。这种情况会让审稿人觉得作者对当前英文语境下的研究现状不

熟悉。

有时候我和国内学者聊天时，常常有人问我在某一个题目上有什么经典文献。

在现在的网络时代，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在网上回答，如果你能上 ＧｏｏｇｌｅＳｃｈｏｌａｒ

（谷歌学术），就可以搜索关键词，看看最先显示的是哪些著作，然后再查看各个

搜索结果的引用量，这比任何人告诉你的 “经典”文献都更准，因为经典难免有

主观性，当然，引用量只能作为参考。另一个快速掌握英文文献的办法，就是找几

本或几篇关于某个你感兴趣的题目最新出版的专著或文章，最好是好一点的出版

社或杂志出的，从参考文献入手，但一定要比较新的作品。

七　理论与经验的对话

量化研究通常是先有数据 （经验）然后再考虑做什么题目，而在分析数据的

过程中，很容易陷进去拔不出来，忘了这些数据后面代表的理论问题，从而犯了

见树不见林的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也是比较致命的。

记得看过一篇稿子，所用的调查数据中有受访人对医保政策过去的满意度和

对该政策将来满意度的预期，作者用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差别做了一个新变量，叫

作满意度差，差别越大该变量的值就越大，但没有区分到底是过去满意度大于未

来满意度，还是未来满意度大于过去满意度，然后用此变量来估计民众对政府的

信任度。这个做法表面上看挺聪明，但作者却没有说明这个新变量到底代表了什

么意思，让读者无法理解这个研究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经验与

理论的脱节。

还看过一篇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看电视会加强年轻人对中央政府

的信任并促进选举参与，使用微博会加强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并导致非选举

参与，仅此而已，让人看完了很不过瘾。虽然作者把当下时髦的概念都牵扯进来

了，诸如政治传播、政治参与、政治信任等，但更重要的问题没谈：这对媒体的

发展有什么意义？选举参与与非选举参与的区别有什么意义？不同媒体和不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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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形式对政治支持度和政权稳定性又有什么意义？至于这个研究如何与理论研究

对话，只好留给读者自己去琢磨了，这是经验与理论脱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我还看过一篇讲政治信任与经济状况

关系的文章，通过一套高深复杂的统计分析，得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当国

家经济状况的改善不如个人经济状况的改善时，民众的政治信任会从信任中央政

府下降到信任地方政府。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看似很有内涵的结论，但是它却缺乏

与理论和制度层面的连接，让人看完了不禁会问：然后呢？这对不同政治制度的

比较有什么意义？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又意

味着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才能让读者感觉有所收获，以及体

现量化研究对理论的贡献。

还有一类文章，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很简单的结论，例如没有工作安

全感的人更容易参加集体抗争行为，国内经济不好了政府就会在外交上更加强硬

以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加强对政府的支持，民众对法治的认知和政府对

法治的解读高度相关等。这些显然是一般人都懂的常识，如果作者不帮助读者在

理论上升华，读者就会觉得这种研究好没有意思，秀了一大堆技术肌肉，得出一

个常识性结论，不免让人觉得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一个定量研究中比较典型

的问题，也是那些对定量研究不屑的人经常用来敲打定量研究的借口。这是经验

与理论脱节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如何区分什么是常识性结论、什么不是呢？有些人会说：我还没看那么

多的书，所以我不知道文献中哪些是大家都认可的 “常识”。我个人倒是觉得，所

谓常识，就是你没看那么多书就可以想到的事情，否则就不叫常识了，例如生活

水平提高了人们会更支持政府，香港人看到周围的人去游行所以自己也想去凑热

闹，法治加强了犯罪率就下降了等，这些结论真的不需要多少学问就能理解。但

是如果你说生活好了支持率反而下降，知道别人去游行反而我不想去了，法治加

强了犯罪率反而上升了，这就有些反常识了，读者会更好奇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些

反常识的结论。但如果要能 “反常识”，首先应该具备常识感。

八　数据分析：四肢发达头脑不能简单

数据分析是定量研究的核心部分，也是我看稿子最关注的部分。数据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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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目前用得比较多的是 ＳＴＡＴＡ，还有人仍然在用 ＳＰＳＳ、ＳＡＳ，这些都是付费

的。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免费软件是Ｒ，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用 Ｒ，除了不要钱，

他们觉得很酷，因为是新的，而且用户可以自己写程序 （其实 ＳＴＡＴＡ也可以）。

记得当初我在匹茨堡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工作时，别人都在用当时更流

行的ＳＰＳＳ，我们全系只有我一个人会用 ＳＴＡＴＡ，学生问我为什么不教他们 ＳＰＳＳ，

我说是因为ＳＴＡＴＡ更酷。这么多年过去了，Ｒ开始流行，我已经落伍了，不知道

２０年之后现在这些觉得Ｒ很酷的人会怎么想。其实每个软件包的功能都是大同小

异，并且也都在不断地自我完善，软件包就像工具一样，用熟了都会越用越好用。

不仅仅是数据分析的软件包在不断更新完善，数据分析的方法在过去的几十

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记得以前在爱荷华大学 （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ｏｗａ）工

作时有一个同事，他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Ｉｌｌｉ

ｎｏｉｓａｔＵｒｂａｎａＣｈａｍｐａｉｇｎ）博士毕业的，很快被爱荷华大学雇用，是因为他掌握了

当时最前沿的统计分析方法：用计算器手算相关系数！时过境迁，别说用手算，

哪怕使用计算机，现在的论文如果只有相关系数而没有回归分析，基本上就没有

发表的可能了。

近几年看的稿子中，数据分析方法较之前也有了不少改进，以下是几个例子：

（１）以前的回归模型中的自变量是不太容易区分对待个人变量和单位变量的

（如社区、学校、地区等），只是把它们一起放在模型中，现在可以用多层次回归

模型对不同变量分别处理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以前做完回归模型就可以了，现在比较时髦的做法是还要加上一个检验

的步骤———稳健性检验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ｃｈｅｃｋ），例如利用工具变量对模型中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进行检测，以证明回归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３）回归分析的结果以前用一个表格就可以了，但现在时髦的做法是用９５％

置信区间图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来表示。

（４）以前的回归分析只要把自变量放入模型中就可以了，现在比较时髦的做

法是要进一步检查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５）以前为了不损失样本量，对缺失值的处理是将其编为均值，现在的新方

法是利用数据中其他变量的已知信息去估计另一个变量中的缺失值———多重插补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６）以前的回归模型中的变量只能是自变量或因变量，但是新的方法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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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模型中将一个变量同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结构方程模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新的方法在不断涌现，这里只是举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

不可能全面。

现在越来越多的作者正在用新的统计软件和新的统计分析方法，但有些人在

写论文时经常会忽略最基本的注意事项，其中最常出现的问题是不提供回归模型

中所使用的变量的统计特征———描述性统计 （ｓｕｍｍａｒ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即每个变量的

样本量、均值、标准误差、最小值与最大值。我所看到的稿子中大概有８０％都忽

略了这一步，殊不知这些信息对解释文章的回归分析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如果回归模型的样本量有缺失，变量的统计特征就会显示是哪个变量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只有知道每个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才能解释其回归系数及其在

回归模型中的相对重要性。

数据分析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是图表的标识不清楚，例如在一个回归分析表格

中，只标有 “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等，但看不出因变量是什么，还有的图

表没有标出数据来源。有的时候其实作者应该在图表下面加一些注释，以便读者

理解和解释图表中的结果。当然，作者会说，你要的这些信息我在文章中都提供

了，但问题是有些读者 （包括我）常常是首先就奔着表格去了，如果你的图表不

能一目了然，还要翻页去找答案，会增加读者的负面心理。

九　写作风格：尊重你的读者

一般的刊物和出版社都会要求审稿人对稿子的写作风格提出意见，这说明了

写作水平的重要性。而写作水平说白了，就是两点，一个是能不能吸引人，除了

要有新意，吸引力还要求文章的语言要流畅、诙谐，每一句话和每个段落之间有

逻辑的衔接，文章结构要有完整性。

另一个更重要的写作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是能不能让人家看懂，这一点对

于定量分析的文章尤为重要。有些作者，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或者是研究生刚刚

毕业的 （包括我自己），学了一大堆统计方法，都倾注到文章中了，却不会用一般

人能听懂的语言来解释其中的机理。记得有一次看过一篇稿子，作者用了一个高

深的 “施耐德—马力诺托夫”模型，得出了一个统计意义显著的系数，于是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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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自己的假设被证明了。我在审稿意见中问作者什么是 “施耐德—马力诺托夫”

模型，作者回了两页纸的数学推理，我只好再次问作者是否能把这两页纸的数学

推理放到附录中去，在文章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这个模型的基本原理是

什么，为什么要用这个模型而不是其他的方法。如果秀了一大堆技术肌肉再得出

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就更显得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读者更加反感，觉得

你是在忽悠别人。

还有一个小的建议，可以增加文章的易读性。对于定量分析的文章，有的时

候不要怕重复，例如你在开头说了爱国主义的四个定义，隔了五六页之后，在数

据分析这一节中用到爱国主义时，可以再提醒读者一次开头的那四个定义。再比

如，在数据分析中虽然你已经说到了结果，但在文章的结论中不妨再提醒读者你

数据分析中的主要发现是什么，因为有时候读者会直接去看你的结论，如果从中

找不到你的主要发现，那还要翻到前面去，容易让读者不耐烦。

总之，写学术文章时应该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应该让读者看起来容易理解并

且有意思，而不是晦涩难懂，应该怀着尊重和感激写，应该对读者说：我懂的并

不一定比你多，感谢你在百忙中抽时间看我的文章。有时候会听到作者抱怨说审

稿人根本就没有看懂他的文章，我的直觉反应是作者应该从自身找问题，人家看

不懂可能不是人家的错，是你自己没写清楚。

十　学术审稿的主客观性：三七开

英文学术文章和专著的匿名审稿制度历来存在很大的争议，支持的人认为匿

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审稿人的主观偏见，反对的人则认为匿名制度存在较大的

随机性，无法使自己的稿件得到更加专业的评价。以本人有限的观察，这个制度

有客观的一面，但仍然有主观的因素，但客观性为主，可以占到６０％—７０％，剩

下的主观性大概占到３０％—４０％，而在主观性中，又包含一定程度的随机性 （例

如送给谁审稿）。

客观性是指文章的质量，包括观点是否新颖、证明是否严谨、是否吸收了前

人的成果、研究的问题是否有理论贡献和文章的写作是否流畅易懂等。

主观性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文章的时间性，如果当下美国媒体的时髦话

题是中美贸易战或者是新冠肺炎疫情，那么这方面的文章说不定会更加引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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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审稿人的兴趣。另一个是政治正确性，如果美国媒体都在 “反华”，那么说中国

好的文章就会被审查得更加严格。还有，如果你的文章正好是审稿人喜欢的类型

或结论，或你引用了审稿人的文章，那么你过关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主观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主编不把你的稿子送出去审 （ｄｅｓｋ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这

是因为你的稿子不适合他的刊物或出版社，作者对这种拒稿完全没有必要灰心，

因为这种做法与稿子的质量完全没有关系，转身把稿子寄给其他编辑部就可以了。

主客观性有时还表现在刊物的组织和管理上。现在越来越多的英文期刊采用

轮换主编制度，有些期刊甚至还采取团队制度，例如目前的 《美国政治学评论》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ＰＳＲ）就有若干个团队，包括美国政治团队、

国际关系团队、比较政治学团队、政治学理论团队等，每个团队成员的任期是有

限制的。这样的好处是没有人会积累过多的权力，有利于客观性和机会平等，但

问题是过多的人参与和过分频繁的轮替会导致刊物质量的不稳定。另一些刊物是

由一个主编长期把持，这种形式可以避免轮换制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使刊物的特

点更加突出、质量更稳定，但问题是主编在做决定时难免会受到任人唯亲的主观

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了刊物的客观性。例如，主编可以决定找什么样的人审稿

更容易通过，主编还可以决定一篇稿子是 “枪毙”还是让作者继续修改，这里面

的主观因素会起很大的作用。

十一　学术专著依然是立足之本

接下来想说一说学术专著的发表和审稿。现在美国的政治学界有一种说法，

文章比书重要，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只要写三篇文章就能毕业 （不用发表），不用像

以前那样要写书一样长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个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有原因的，和

钱有关系。美国大学近年来一直面临经费紧缩的压力，都希望用有限的资源培养

更多的博士毕业生，如果必须有博士学位论文才能毕业，就会卡住很多人。我见

到的用三到五年才能写完论文的人不在少数，因为博士学位论文是一本书，而写

一本书要求作者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而写三篇独立的文章会容易得多，可以

在一两年内完成。尽管如此，很多学校在比较政治学这个领域还是更看重书而不

是文章，特别是在好的学校评终身制时，书还是不能少的。

出书的程序是这样的，作者先和出版社联系，寄去一个简短的说明，如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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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感兴趣，就会要求作者把书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出版社有时候会要求作者

提供几位审稿人的姓名，出版社会在此名单中选一两个，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名单

选一两个。审稿人在审阅稿件时，会知道作者是谁，但作者并不知道审稿人是谁。

与文章不同，书稿可以一稿多投，只要你在投的时候告诉出版社就可以。审书稿

时，出版社一般都会给你两三百美元的代金券，让你在他们出版社买书用。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评职称一般需要两本书，第一本是用来评终身制并提副

教授的，第二本是用来评正教授的。出版社一般要求是大学出版社，商业出版社

对评职称的用处不如学术出版社大，特别是比较注重研究的大学。当然，如前所

述，现在很多人没有书也能评上职称。无论是书还是文章，除了在顶级期刊或出

版社发表和评职称这种比较功利的考虑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知识

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

十二　学术刊物的排名很重要，但是权宜之计

现在学术论文的发表越来越讲究排名了，首先是要看期刊是否在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之列 （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其次还要看每个期刊的引用量，因为

现在各个大学在考核和评职称时越来越用此作为指标，国内好像尤为看重。

在什么期刊发表固然重要，但我觉得文章的质量更重要，好种子插在牛粪里

也能开花，有些影响很大的文章并不是在排名很高的杂志和出版社出的，例如亨

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文章和书、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Ｆｕｋｕｙａｍａ）的文章和书，

都是在排名不高甚至连匿名审稿都不是的刊物和出版社出的，但是后来都有广泛

的读者和很大的影响力。

学术刊物的排名与刊物文章的引用量有很大关系，而引用量又是一个不太靠

谱的指标。一篇文章的作者越多，引用量就会越大，因为每个作者都会宣传自己

的作品，形成弥散效应，同样是一篇文章，三个作者的引用量说不定是另一篇单

一作者的三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影响到引用量，在美国，研究美国政治的

学者远比研究中国的人数多，所以一篇讲美国政治的文章的引用量就会高于讲中

国政治的文章。总之，起码在这两种情况下，引用量都和文章的质量关系不大。

一个办法是对引用量加权，用作者人数来除引用量，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作者人数而

产生的通胀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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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期刊排名和文章引用量并不是评

职称的硬性指标，只能用来参考，同领域的同行匿名外审仍然是最重要的因素。

十三　总结

总之，我喜欢的文章的特点是简单明了、技术过硬 （包括数据和分析方法）、

结果新颖、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涉及重大理论问题。换一种说法，如果我觉得一

篇文章有发表的可能，它的结论应当有理论贡献，数据或者方法比别人更好更新，

并且证明过程无懈可击。

记得以前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我的导师亚当·舍沃斯基 （Ａｄａｍ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

曾经说过，一篇好文章或一本好书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性感 ＋暴力。性感的意

思就是我前文所说的吸引眼球和激起读者好奇心的能力，这个相对比较容易做到，

但要达到暴力的境界就不太容易，因为暴力意味着破旧立新，而 “旧”的意思是

现有的普遍接受的观点及其所连带的既得利益。如果太暴力，会遭到包括大咖在

内的学者们群起而攻之，因此风险比较大，对文献、理论、数据、方法、写作水

平等要求会更高，而一旦成功，影响力也就不言而喻。

最后，我想鼓励国内的学者多在英文刊物和出版社发表自己的作品。近年来

有不少国内的学者已经开始在一些英文刊物上发文章了，我也经常能看出来有些

匿名稿件是国内学者写的 （从写作风格和参考文献上有时候能猜出来），这说明中

国的学术界正在走向世界，也同时在改变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当然，用英文写

作在语言上和参考文献上会是挑战，但近年来越来越多在国外读过书的学者回到

了国内，带动了国内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学者英文水平

和英文文献掌握程度的提高。国内学者的好处是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说话更有

发言权，而且常常有更好的数据。更重要的是，英文的匿名审稿制度不管你来自

哪个国家、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不管你是研究生还是有终身制的教授，人人都

有平等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相对公平的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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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ｎｒｕｏ（６５）
!!!!!!!!!!!!!!!!!!


ＨｏｗｔｏＷｒｉｔｅ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ｐｅｒｓ：


　ＡＲｅｖｉｅｗｅｒｓ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ａｎｇＷｅｎｆａｎｇ（８６）
!!!!!!!!!!!!!!!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ａｎｓ：Ｔｈ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Ｕｎｉｆｉｅ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ＹａｏＺｈｏｎｇｑｉｕ（１０３）
!!!!!!!


Ｈｅａｌｔ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


　ＣＶＯＩＤ－１９Ｅｒａ ＯｕＳｈｕｊｕｎ（１１４）
!!!!!!!!!!!!!!!!!!!


Ｂｏｏｋ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ｈｅＥｙ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ＱｉａｎＺｈｅｎ（１２７）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１４４）
!!!!!!!!!!!!!!!!!!!!!!!!!!!!


·２·


　　Ｃａｔａ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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