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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編輯情懷
———兼以學術期刊為觀察點

郭慶華

［提

要］

編輯情懷標示着編輯對職業的高度歸屬感和獻身精神。 編輯情懷以編輯對編輯勞動的

特殊情感為內容和起點，以編輯的職業知識、經驗、見識等的積累為支撐，在編輯意志的加持下逐漸
養成，並成為一種編輯本能。 編輯情懷是編輯情感的昇華，具有優異性、開放自新性、穩定持久性等
多種高級品質，它內化為一種高級心理境界，外顯為一種積極精神狀態。 編輯情懷具有實踐驅動作
用，包括情懷驅動的“ 核心” 效應、“ 反常” 效應和“ 蝴蝶效應” 。 不容忽視的是，編輯情懷也具有現
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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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懷，是一個常見詞。 依我們直覺的印象，當對人的評價提到情懷時，往往是較高的讚譽，然而
當我們靜下心來仔細揣摩情懷這個詞時，卻又不那麽好捉摸，這大概正是其感覺上難以與學術研究
發生聯繫的緣由。 多年從事學術期刊編輯工作，勞動之餘，我常常會想起一些同行：他們與編輯職
業結緣的跌宕起伏的故事，言談中流露出的把工作與生活、人生相融合的欣然態度，對所屬刊物或
欄目歷史的懷戀和未來的憧憬；往往與此相反的，是他們對工作之外很多世俗需求的雲淡風輕和對
編輯職業選擇的宿命接納；而當你真正了解他們之後，又會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展現出的編輯特有
的恬淡、低調與在專業勞動中展現出的職業化的精細、較真所構成的形象反差所震撼。 他們留給我
的共同印象中有一種細碎複雜卻又渾然一體的東西，一直揮之不去地感染着我、影響着我，成為我
在學術期刊編輯崗位上堅持下去的動力之一。 我以為，這種東西大概就是所謂的“ 情懷” 了。 稍加
理智地回顧概括，通常我們說編輯具有職業情懷，也大概是說編輯具有高度的職業歸屬感和獻身精
神。 兩種模糊意識似乎合理地重疊在了一起。 事實上，人們在意念上把編輯個體與職業情懷黏合
在一起，往往不僅是對其職業素質的認可，也是對其趨於職業成熟、走向優秀編輯的認可。 由此，我
體會到了情懷之於事業的意義，進而假設，情懷不是一種虛幻縹緲的文藝想像，而是可以具體認知
和確定的，尤其在職業範圍，更應有蹟可循、有據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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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身心統一體，但是為了認知的需要，我們會在不同情形下對身和心做出分別的強調，對編
輯情懷的論述，就是強調認知意義上編輯心靈的存在。 有哲學家曾將事實存在劃分為兩種邏輯類
型或範疇，即事件和素質：“ 事件是指在時空中發生的可以觀察到的狀態、活動和事情，素質則是指
行為方式，也就是在某種條件下以某種方式行動或反應的能力、傾向、可能性或趨向性，它當然不是
可以觀察到的發生在時空中的個別事件。” ① 情懷作為一種日常感覺上的人的心靈存在，明顯貼近
於心理素質的範疇，因為我們評價一個人有情懷，並非觀察到了這個人“ 有情懷” 的狀態、活動和事
情，一般都是默認這個人在某種條件下以“ 有情懷” 的方式行動或反應的能力、傾向、可能性或趨向
性。 不過，這種內含式的“ 能力、傾向、可能性或趨向性” 也透露出由“ 素質” 向“ 事件” 的轉向或延
伸，也即實踐意味。 所以，在對“ 編輯情懷” 的總體把握中，既應重視其“ 素質性含義” ，也不應忽視
其“ 舉動性含義” 。

查閱《 現代漢語詞典》 （ 第 6 版） ，發現其中對“ 情懷” 一詞的解釋非常簡單，即“ 含有某種感情

的心境” ，舉例為“ 抒發情懷” 。② 這個基於人們日常認知的簡單解釋，雖不夠“ 專業” ，但可以作為我
們思考探究的切入點。 分析其中的關鍵元素，一個是限定部分的“ 感情” （ 以下轉換為同義專業用
詞“ 情感” ） ，一個是核心部分的“ 心境” （ “ 心境” 在專業上常指長期擁有的一種心理背景狀態，有空
間含義） ，而且前者包含於後者。 由此，可將情懷理解為心理空間場域，情感則是心理空間場域裡
的內容。 沿此思路，從“ 情懷” 的詞典定義分化延伸，職業情懷的定義就應是“ 含有某種職業情感的
職業心境” ，具體到編輯情懷，則可以定義為“ 含有編輯職業情感的編輯職業心境” 。 再結合詞典定
義的元素分析，關於編輯情懷概念，就有了一個大致的輪廓。 那麽，作為本體的“ 編輯情懷” 又到底
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呢？ 看來，對編輯情懷做較為實在的把握，只能從情感開始了。

從編輯情感出發的編輯情懷
情感，近似於感覺層面的態度。 態度有積極和消極之分，情感也有正向和負向之別。 基於本文
主旨是對積極、正向性心境“ 情懷” 的探究，一般與消極、負向心理不發生交集，所以以下“ 情感” 一
詞主要以積極、正向的含義出現。 就情感基本概念和個人情感體驗做簡單理解，情感即人對某事物
的關切和依戀。 編輯情感就是編輯對所從事編輯勞動的關切和依戀，也可以通俗地理解為編輯對
編輯這一行的喜愛之情。
一個人，對一件事物產生關切和依戀的情感，一定與那件事物本身具有吸引力有關，是主體與
客體的某種契合。 編輯勞動屬於文化事業，其本身的文化魅力就吸引着有志於從事文化工作實踐
的人。 編輯勞動的魅力具體在於勞動產品（ 出版物） 的語言、思想、形式之美，其中蘊含着人類對精
神高地的追求。 每一個主動踏入編輯職業門檻的人，都很容易對這項工作產生情感──即使被動
踏入編輯職業門檻的人，也很可能在勞動實踐中逐漸產生對這項工作的情感。 但是，編輯情感又是
一種非常特殊的職業情感。
第一，編輯情感是一種複雜的情感。
聯繫職業勞動的性質，人類勞動分為物質產品生產勞動和精神產品生產勞動兩大領域，而編輯
的勞動屬於精神產品生產勞動。 人是勞動的實施者，除了體力、智力等客觀因素外，在勞動過程中
還會投入情感等主觀因素，這在物質產品生產勞動中也具有本質性。 而在編輯的精神產品生產勞
動中，由於勞動對象和勞動結果本身即具有精神性質，從事勞動的編輯主體的情感就複雜了起來。
作為一般勞動的編輯勞動的情感，其基本情形與物質產品生產勞動情感相同，而作為特殊勞動的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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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勞動的情感，還有區別於物質產品生產勞動情感的特殊的精神產品生產勞動情感。 這部分特殊
的勞動情感，是從一般勞動情感擴展和提升的部分，也正是具有標記意義的編輯職業情感所在。 此
即編輯情感本身的複雜性。
編輯勞動作為運動中的結構化存在，包括靜態構成要素和動態構成要素及其過程性的相互之
間的聯繫，因而編輯情感的對象可以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編輯對勞動靜態要素（ 如“ 三本三者” ：稿
本、校本、讀本，編者、作者、讀者） 的關切和依戀。 在編輯勞動中，編輯天然或逐漸產生對勞動對象
或目標的親切和關愛感，希望自己經手的稿件、校樣、書刊變好，希望與同行、作者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希望滿足並提高讀者對精神文化的需求。 二是編輯對勞動動態要素即勞動環節和流程（ 如
選題、組稿、編校、出版、傳播、收集反饋信息） 的關切和牽念。 在編輯勞動中，編輯對勞動對象或目
標的向好的願望，會使編輯對與之相關的勞動過程產生擔憂，生怕某一個環節發生失誤以至於影響
稿件、校樣、書刊的質量或與同行、作者、讀者的關係。 可以感知，在編輯勞動中，編輯主體的情感是
“ 及物” 的，它有具體指向，可以落到實處，但又縱橫聯繫、錯綜交叉。 此即編輯情感對象的複雜性。
第二，編輯情感利於通往情懷境界。

在理解編輯情感複雜性的基礎上，我們不應忽略編輯情感較為便利或優勢的一面。 不難理解，
編輯的勞動對象和勞動成果的精神性質，決定其本身即包含有情感的成分，不用說文學、紀實等作
品，即便學術作品也如此。 因而，一方面編輯情感本體與之高度契合，較為純粹，另一方面由於編輯
在審稿、判斷、選擇、優化的勞動中，是全盤視野和“ 居高臨下” ，這種純粹、大局、高位的情感走向，
有利於通往職業情感的理想境界，也即擁有編輯情懷。 從這個意義上說，編輯情感不僅是編輯情懷
的內容，也是編輯情懷的起點──從情感出發，發酵、膨化而成富有張力的感性與理性交融的情懷
空間場域。
考量編輯情感的職業特徵，其是一種出版文化創新型精神生產勞動的社會職業情感，主要包括
道德感、理智感和美感。 一般來說，編輯情感容易受稿件內容和形式、作者立場和觀點等外部刺激
與編輯生理、社會滿足感等內在需要以及兩者關係的影響，產生不同的情感結果。 這樣的情感多線
索、零碎化，還處於可分、可變、淺淡的境地。 但是，崇高的道德感可使編輯心靜而專注，最高境界的
理智感促使編輯把控方向追求真理，高標準的審美會使編輯對出版物內容與形式的貼合精益求
精。③ 這幾種高層次的情感功能，正是編輯情感趨近於編輯情懷的多維反映，並有望凝練為編輯情
懷對倫理、真理、價值終極目標的綜合追求。 編輯情懷，可以說既是編輯情感內容的匯總，也是編輯
情感歷程的歸宿。
第三，從編輯情感到編輯情懷之路。
情感既可以是有先天基礎的、偶然的，也可以是養成的。 而情懷因其成熟、終極特質而一定是
在後天的實踐中逐漸養成。 那麽，從編輯情感到編輯情懷，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歷程呢？
不難想像，一個剛剛從業的編輯即有可能對編輯勞動的某個或某些構成產生情感，但只有長期
從事編輯勞動的編輯才可能達到有情懷的心理境界。 這樣說來，從編輯情感到編輯情懷的歷程，就
可以從具有編輯情感的新編輯成長為擁有編輯情懷的老編輯的經歷中得到映射，問題的解答也就
變得相對容易。 撇開價值主觀評價，從編輯情感到編輯情懷的歷程，還可以簡化為從新編輯到老編
輯的經歷，到這裡，問題的答案已呼之欲出──那就是知識、經驗、見識等的積累。 一位新編輯，從
踏入職業門檻的那天起，就開始接觸編輯勞動的“ 三本三者” 和“ 六個環節” ，每接觸其中之一，就會
獲得相應的知識、經驗、見識，並可能與之產生情感聯繫。 以後，通過經年累月和日漸深入的勞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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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隨着從業時間的延伸、從業經歷的豐富，編輯的知識、經驗、見識越來越厚重，情感觸角越來越深
廣，情感聯繫越來越緊密。 最終，編輯的知識、經驗、見識積累達到全面而貫通的層次，編輯對於編
輯勞動就形成一種類似於家、於國的高度情感聯繫。 其間，編輯情感的加強，離不開編輯意志的加
持。 編輯意志即編輯對勞動中產生的內力正面因素的支持力和外力負面因素的抵制力。 意志增強
了情感的聚力、定力及指向性，使情感的投入和依戀不至於紛亂搖擺，使情感的柔增添了力量的剛，
豐富的情感聯繫於是成為剛柔相濟的心靈存在。 可見，意志的實施性在從情感到情懷的轉化中發
揮了至關重要的中介作用。 這樣循環往復，編輯情感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直至昇華為
高級情感變種──編輯情懷。 從分裂瑣碎的編輯情感的產生到整體融通的編輯情懷的形成，是一
個從低到高、由窄變廣的逐漸提升過程。 這個過程，基於編輯知識、經驗、見識的長期積累，同時離
不開編輯主體在職業生涯中保持做一個“ 有心人” 的姿態，既是編輯實踐的收穫，又將反哺於編輯
實踐，使編輯不斷樹立具體目標，踏踏實實去編書或辦刊。
綜上，編輯情懷是編輯情感各項內容的積累變化達到高級層次後，在編輯意志加持下的匯合貫
通，它在收斂、圓融情感的過程中，一併去除了情感的情境性和暫時性，已不受具體情感的宰制，而
達到兼容並蓄、大氣穩健的心理境界。 如果說情感還是編輯與編輯勞動的感知聯繫的話，那麽情懷
就是編輯與編輯勞動的血氣交融。 而在概念層面，編輯情懷被舊有認識所設定的相較於編輯情感
的大而無當和抽象空洞，其實是其具有高度涵容力的表象。

編輯情懷的高級品質
經過從編輯情感到編輯情懷的探索，可以確定編輯情懷是編輯情感的質變昇華，是編輯心理的
一種高級境界。 所謂“ 高級” ，是因這種職業心理已非簡單、物質的情感牽絆，而是複雜、精神的情
感駐地，它內含編輯主體的勞動及其心理副產品如對知識、經驗、見識等的情感積澱，更遑論此積澱
之基礎，是雜糅了編輯主體他者和群體的知識、經驗、見識以及人類總體精神文化成果的構成。 編
輯情懷說到底就是一種高層次的文化情懷。 具體來說，編輯情懷具有涉及編輯情感、認知、行動的
優異性、開放自新性和穩定持久性等幾種高級品質。
第一，編輯情懷的優異性。
編輯勞動是一項古老的精神產品生產勞動，關於編輯勞動的知識、經驗、見識等既有素材，經過
數代編輯的積累、總結、提煉，已凝結為寶貴的文化財富，即便是剛入門的編輯，也可以通過自學或
培訓等形式，加以消化吸收。 但是，編輯情懷作為一種主體內化的心理境界，如果對這些素材不經
設身處地和感同身受，無以真正形成。 因此，編輯情懷並非編輯人人心理都可達至。 編輯在勞動實
踐中，內化已有的知識、經驗、見識，同時有可能產生新的知識、經驗、見識，這個過程一般以主動積
極的心理參與為主，並且是“ 過濾式” 即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式的，因而是一個“ 優化” 的過程。 在這
種主動積極中，內含着較為強烈的意志因素，而意志無疑是勞動主體的一種品質優異的心理實施因
素。 所謂“ 優異” ，即超於和異於普通一般。 編輯情懷的優異，源自編輯心理運行中長時期對各種
心理品質的“ 優勝劣汰” ，是編輯心理高品質過程和結構的凝練，其物質基礎則是編輯在勞動實踐
中得以接觸比之作者、讀者等更為超量、多類的精神文化素材，並從中優選、優化的獨特過程和目
標。 可以說，編輯最深入廣泛地經歷着精神文化財富生成、積累、傳承的艱辛與偉大，這無論如何都
屬於一種不平常的經歷。 從歷史中穿越而來的編輯情懷，保留了編輯心靈最本質、最優異的內核。
此外，對於主體，其情懷作為被觀察的客體線索，是主體不自覺、不自知的，它的流露類似於生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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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導致的本能，是下意識反應。 編輯情懷作為一種職業人的內在心境，會體現於編輯勞動中的職
業言行，但無需任何強制的內在或外在力量，也具有下意識性。 “ 天然去雕飾” ，乃極品之質。 編輯
情懷，氤氳着濃郁的文化氣息，透露着編輯中的“ 貴族” 氣度和 “ 老字號” 魅力──無形勝有形，是
一種極致的職業心理美。

第二，編輯情懷的開放自新性。
編輯情懷是填充了編輯情感，以編輯知識、經驗、見識等為延伸和聯繫基礎，並有編輯意志加持
的感性與理性交融的心理空間。 情感中，對編輯勞動靜態要素（ 如“ 三本三者” ） 和編輯勞動動態要
素（ 如“ 六個環節” 及流程） 的關切和依戀，兩者可以作為情懷心理空間的節點和主線；再以情感的
“ 及物行為” ，將縈繞或流淌、湧動於這一空間中的其他碎片（ “ 三本三者” 的附件） 化或程序（ 圍繞
“六個環節” 的次程序） 化的“ 事件” 性存在（ 知識、經驗、見識等） 及其本有聯繫勾連融通；以上過程
同時以意志加以控制，最終形成以情感為空氣，以知識、經驗、見識為漂浮物，以意志為牽制力的編
輯情懷場域。 除此，在外顯的編輯勞動中，編輯主體將以上情懷場域的內容物化到勞動對象、勞動
材料、勞動工具、勞動過程等勞動客體中，由此發生的勞動客體的組合與變化，又會刺激編輯主體情
懷場域內容的融通與變化，從而形成了編輯情懷內與外的雙向互動。 隨着編輯情懷場域的不斷輸
入輸出，編輯情懷的“ 體積” 增加、“ 質量” 提升，而情懷的優異特質足以保證自身吸納任何新生物並
將其同質化的能力，從而獲得更新。 編輯情懷沒有小枝小節的區隔界別，是內容的大融通大匯合。
編輯情懷也不是一個保守的空間，它以開放的姿態不斷吐故納新，凝聚提煉着編輯的勞動“ 記憶” 。
編輯從業時間越久，情感經歷的昇華次數越多，情懷就越加博大深邃。
第三，編輯情懷的穩定持久性。
編輯情懷是一個複合、立體、圓融的心理空間，所以，編輯情懷一旦形成，就具有高度的穩定性
與持久性。 這並非說情懷的內部沒有變化、外在不受影響，而是指其區別於外界的情懷總體的恆
定。 情懷確實不是其主體正在做或正在經歷的事情所具有的或可據以判斷的、某種唯一可以區分
出來的成分、情景或特徵，而是一種將這些東西化合在一起的全部。 借用一個比喻：情懷就像一個
人的氣候，而不是他的某一陣風、一道陽光、一場雨或當時的氣溫抑或短暫的天氣。 一個擁有編輯
情懷的編輯，他每天會從事不同的編輯勞動，過着不同的編輯生活，但作為一個職業生命體，他又永
遠是不變的“ 編輯人” 、不變的“ 這一個” ──“ 他自己” 。 這正是情懷的“ 優異” 和“ 開放自新” 品質
鎖定了他的與眾不同。 他看起來就不僅是一個職業編輯，而且很可能是一個優秀編輯。 其中，意志
的不斷強化，使編輯情懷內容更加豐富而堅固，外顯更加具有輻射效應，由此延續編輯主體對自身
成長和編輯實踐的可持續積極作用。 編輯情懷的穩定持久，還建立在人類浩瀚精神文化養料或財
富的基礎之上，與人類精神文化的永恆性血脈相通。
透過編輯情懷優異性、開放自新性和穩定持久性等品質，我們捕捉撈取到的是編輯對編輯勞動
在心理上的一種高度聯繫感。 所謂心理上的高度聯繫感，一是共同體認同，一是憂患意識，即心理
“ 素質” 的一種高級狀態。 如果從某種意義上說，編輯情感源於被編輯勞動外在的吸引，那麽編輯
情懷就源於對編輯勞動根本的歸屬。 編輯勞動是收集人類的精神生產物並將其優化、符號化、信息
化從而盡可能傳播久遠的文化事業，與這樣一項事業水乳交融的編輯情懷，蘊含了對編輯職業的高
度歸屬感和獻身慾望，而編輯一旦達到情懷的心理境界，就會在編輯實踐中不忘初心、堅守信念。
而編輯情懷從心理到實踐的“ 轉場” ，須以其“ 素質” 的必然外顯即“ 舉動” 作為解讀“ 秘鑰” ，這也是
對“ 編輯情懷” 做系統論證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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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情懷的實踐“ 轉場”
說情懷具有素質性含義和舉動性含義，只是一種概念上的認知分析結果，而非指情懷含義可以
兩分。 情懷的素質性含義和舉動性含義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具有不可切割的同一性，如區別理解，
兩者則如一個“ 虛心” 發光物體向內、外兩個相反方向的亮射。 這是二者語詞概念上的關係。 而在
現實中，情懷的為他人所感知，一般是通過與舉動性含義相關聯的行為或反應方式。 對一個人有情
懷的判斷，首先就是以一個人外顯的積極、正向的精神狀態為依據。 《 現代漢語詞典》 （ 第 6 版） 中
在詞性為名詞兼形容詞，發音為“ jīngshen” （ 後一個音節讀輕聲） ，表達積極、正向含義的“ 精神” 詞

條下，有三個不同義項：（1） 表現出來的活力；（2） 活躍，有生氣；（3） 英俊，相貌、身材好。④ 就是說，
精神狀態的積極、正向與活力、生氣具有同義性。 一個帶着活力和生氣的人投入所從事的勞動，會
增進勞動過程的有效性和勞動結果的滿意度，這完全符合因果關係的一般規律。 情懷的實踐驅動
意義也在於此。 因此，編輯積極、正向的精神狀態也即編輯情懷舉動性含義的“ 超域” 延伸，便成為
編輯情懷通往編輯實踐的橋樑
沒有人的情感，任何偉大的東西都不能產生。 情懷對實踐的作用機制基本上與情感對實踐的
作用機制一致，而其不同處則應發端於上述情懷之於情感的區別也即情懷具有的高級品質。 這又
回到了情懷的素質範疇。 的確，驅動起積極、正向的行為或反應方式，或者說激發出生氣和活力的，
正是與素質性含義關聯的能力、傾向、可能性等等，這進一步印證了情懷“ 舉動” 與“ 素質” 的同一。
說到此，我們已經很容易將情懷的高級品質與實踐領域的一些“ 高級” 的、閃耀着倫理、真理、價值
美的行為性詞語相對應，比如我能想到的就有：責任、擔當、開拓、創造、執著、犧牲，等等。
編輯情懷的素質性含義與舉動性含義的吻合，就是編輯在從事職業勞動中形成的高級心理境
界與所反映的良好精神狀態的相統一。 編輯在締結、構成出版物的過程中，情感作為認知條件參與
其中並以潛在的形式發揮作用，而編輯情懷作為編輯情感達到高級階段的匯聚和昇華，因其優異
性、開放自新性、穩定持久性等高級品質，對編輯實踐所發揮的作用更是總體、基礎的，也是強烈、深
遠的。 編輯情懷在編輯實踐中凝練為編輯對出版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具體編輯勞動的開拓、創
新意識，對自身處於創造性勞動輔助地位的甘願和執著等等，也就是一種導向認知超越和行為投入
的心理定勢，它們共同創造編輯勞動的理想成果。
情懷對實踐的驅動當然是實在而具體的。 編輯的職業特點也給編輯情懷的文化本質染上了實
務性、技術性、服務性的行業色彩，而其作用機制不僅有個體與群體之別，而且具有出版物載體性特
徵，展示出廣義的“ 個性” 化特點。 編輯情懷並非虛無縹緲，而是真真切切浸潤在出版物的內容營
造和形式表達上，由此產生精神和文化的影響力。 積極、正向的編輯情懷對編輯實踐的驅動總體來
說也是積極、正向的，可概括為情懷驅動的“ 核心” 效應、“ 反常” 效應和“ 蝴蝶效應” 。 在此，以學術
期刊作為觀察點加以闡釋，或許可以獲得較為透徹的揭示。
第一，情懷驅動的“ 核心” 效應。
情懷的“ 積極、正向” 與日常所指的心態樂觀不同，而是與主體所屬領域中圍繞核心的一切發
展進步相適應的心理趨勢。 編輯情懷的積極、正向，適應的自然是出版物“ 內容” 核心的發展進步，
而情懷與“ 內容” 兩者間精神性特質的高度切合，使編輯情懷最基本的實踐驅動必然集中於“ 內容”
核心，因而編輯情懷的“ 內容驅動” 也就具有了核心價值。 在勞動實踐中，編輯情懷凝結為對出版
物內容進步的孜孜追求與執著守護，具化為針對具體出版物內容的選題策劃、審稿判斷、加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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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介紹等的高標堅持。
學術期刊是學者發布和交流創新性學術成果的平台，也是學術編輯在協助學者實現這一目的
的過程中實現自己“ 再創造” 價值的舞台。 以精神產品人文和科學相結合的價值論，學術出版物較
之大眾出版物具有高深氣質和實效功能，其內容品質可以說反映着國家民族的科學文化綜合實力，
其中學術期刊又因其實時、高效的載體特點成為出版物內容的聚焦，從某種角度可以說，學術期刊
編輯最為貼近編輯精神生產勞動成果即出版物的內容理想目標。 因而，學術期刊編輯的情懷驅動
即對學術期刊內容的追求與守護也就較為特別，即便普通如認真、嚴謹這些編輯情懷的具象顯現，
在學術期刊編輯這裡也有着獨具的複雜內涵。
學術期刊編輯情懷形成的“ 難” 成就了驅動的“ 堅” 。 以學術期刊界兩本“ 現象” 級刊物《 清華

大學學報》 和《 澳門理工學報》 為例，一位著名辦刊人先後分析兩個“ 學報現象” 時，都提到了“ 情
懷” 的決定性作用。 在總結清華學報的成功時，他針對清華學報在簡陋辦刊條件下的逆襲，說道：
“ 在這種條件下，能辦成全國一流的社科學術期刊，我們只能歸結為辦刊人孜孜不倦的職業追求和
無私的奉獻精神。” ⑤ 在總結《 澳門理工學報》 的成功時，他又強調道：“ 一本好的期刊，絕不僅僅是
漂亮的裝幀、華麗的文字和著名學者的署名，最重要的是期刊的編者肩負使命、銘記職責，透過內容
的價值營造和學術語言的表達，體現出的一種特色、一種傳統、一種境界、一種情懷，以及由此而產
生的學術創新力、學術公信力和社會影響力。” ⑥ 對清華學報重視文史哲基礎學科和跨學科研究、關
注前沿問題和重大現實問題等的內容堅守，他認為首要原因是“ 反對功利主義和浮躁學風，不是為
轉載率而辦刊” 。⑦ 這位辦刊人對“ 情懷” 力量的重視，也反映了他作為編輯的職業情懷及情懷驅動
下對學術期刊內容地位的深刻洞見。

第二，情懷驅動的“ 反常” 效應 。

編輯情懷的體現往往以編輯對編輯勞動的熱愛和獻身印象為意識所默認，然而編輯情懷卻也
可能以編輯焦慮等負面心理反應形式出現。 比如在面臨編輯勞動的重大改變時，編輯越“ 在意” 越
可能出現恐慌、畏難的焦慮情緒，對編輯實踐產生阻滯作用。 但是，科學研究證明，如果焦慮適度並
經焦慮主體克服，就會發生積極轉化。 如同每一次技術革命的深刻影響，正在鋪展的數字化、互聯
網、人工智能和全球媒體轉型，給編輯職業帶來巨大震動，一些編輯由於對職業前途和命運的擔憂
而產生了深刻的技術焦慮。 編輯的技術焦慮，往往發生於對出版業歸屬感強烈、對出版業未來充滿
想像和憂患意識的編輯。⑧ 而編輯情懷的開放自新可以容納編輯焦慮並將其轉化、釋放為事業進步
的動力。
學術期刊遭受新技術強勢衝擊是在新世紀之初。 當時處於事業發展的關鍵節點，機遇與挑戰
並存，但正如一位知名學報負責人所說“ 中國學術期刊界從來不乏思想者，也不乏勇於探險者” ，⑨

少數期刊編輯較早覺察出“ 技術” 可能對學術期刊及學術期刊編輯造成威脅，陷入一時的焦慮後轉
而投入積極的自救行動。 特別是近十年來，一批學術期刊編輯精心謀劃、具體實踐，為學術期刊探
索了一條從“ 網刊” 到“ 域出版” 的媒體融合之路。⑩ 這樣的探索，其出發點是學術期刊編輯的現實
焦慮，其目的是“ 開出中國學術期刊的新境界，為學術期刊人在未來數字化和全球化的學術傳播秩


序中爭取更主動的位置” 。
編輯對技術的焦慮式的警覺，為學術期刊和學術期刊編輯預留了發展

空間。 更為可貴的是，他們在充分考慮新的傳播模式中如何體現編輯思想、編輯理念和編輯不可替


代作用的基礎上，為學術期刊編輯具體設計出了一種與技術協同進化的新的生存方式。
這個學術

期刊編輯將技術焦慮轉化為職業責任感和使命感導致行為上探索和突破的案例，就是編輯情懷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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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編輯實踐“ 反常” 效應的典型樣本。
第三，情懷驅動的“ 蝴蝶效應” 。

以編輯情懷為驅動的編輯實踐，不僅通過情懷主體編輯人作用於編輯勞動材料、過程、成果等
客體實在或對象，因編輯情懷所具有的包容、開放性質，還會影響和拓展到其他相關作用域。 這個
作用域，包括了勞動者自身。 情懷作用於勞動者自身，是情感發展和成熟的必然。 編輯情懷的作用
域，由勞動客體而勞動主體，又由勞動主體個體而勞動主體群體，產生了神奇的“ 蝴蝶效應” 實踐現
象。 編輯情懷的“ 蝴蝶效應” 還會反作用於編輯情懷，利於從編輯個體情懷到編輯群體情懷的形成。
編輯情懷“ 蝴蝶效應” 的具象反映以文字傳播為代表，編輯在此方面可謂“ 近水樓台” 。 編輯類

刊物或欄目的創辦一直承擔着編輯情懷表達及其實踐驅動的現實任務。 如除了《 編輯之友》 、《 編

輯學刊》 等等專門性行業刊物，在綜合性學術刊物專闢編輯欄目更為凸顯編輯情懷的驅動價值。
編輯在服務於其他學科作者的勞動狀態下，騰出一份精力關注和打理自己的領地，既為更好地“ 為
他人做嫁衣” ，也不忘認真“ 做自己的嫁衣” ，這是情懷力量的直接與間接輻射。 以《 清華大學學報》

和《 澳門理工學報》 為例，前者開設“ 期刊與評價” 欄目，後者開設“ 總編視角” 欄目，主要供學術期
刊主編和編輯們探討與交流辦刊思想，策劃學術期刊評價，為學術創新與傳播建言，為學術期刊編
輯生存與發展發聲，並都辦成了在業界頗有影響力的品牌欄目。 兩本大型綜合性學術期刊，竟然同
樣都給作為學術“ 助理” 的期刊和期刊編輯闢出了專門、獨立、有影響的精神園地，不能不說是一個
“ 奇蹟” ，無法想像沒有編輯情懷的辦刊人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 河南大學學報》 “ 編輯學” 名欄也
是這方面代表。 再如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近年曾以編輯工作委員會的名義發起舉辦過兩次徵
文活動，為全國文科學報編輯提供了抒發和交流編輯感想的機會。 這些以編輯情懷驅動的辦刊、設
欄、徵文等活動又將情懷滲透於最具心理凝聚力和影響力的文字，去感染、驅動更多的編輯和編輯
實踐。
編輯情懷對編輯實踐的驅動，作用深遠但並非刻意，也並不能立竿見影，這是編輯情懷的本能
或下意識的性質表徵。 從以上編輯情懷對編輯實踐的驅動中，我們似乎也捕捉到了情懷的某種
“ 功利” 傾向，因為情懷作為情感的寄託和歸宿，它的“ 不予計較” ，並不是承認不求回報的“ 境界”

也具有同等價值。 本文對編輯情懷的探索，目的即尋求編輯實現主體價值的心理路徑，尋求編輯獲
得社會尊嚴的心理依據。 以編輯情懷為驅動的編輯實踐的成功，就是對編輯情懷的“ 有償” 回報。
編輯情懷令編輯人的眼光、胸懷、行動、語言，具有了有效的執行力、作用力，編輯情懷也令編輯人甘
於隱身、潤物無聲，兩者均構成出版業發展的中堅力量。 對編輯個體來說，職業情懷是其從事編輯
實踐的動力源和光源；對編輯群體來說，擁有職業情懷的編輯個體就像一個小太陽，他們照耀着身
邊以至遠方的編輯同行，並一起照亮了一定範圍乃至整個的編輯文化。 不容忽視的是，編輯情懷作
為一種編輯實踐驅動心理，又具有現實性，其作用的大小、反映的寬窄，會受環境、時機、角色、位置
以及群體體認的局限。 將編輯情懷進行 “ 實踐轉場” ， 必然要考慮編輯情懷的歷時共性與時代
異性。

編輯情懷的現實性
情懷作為心理概念，具有學理探索的可能性，其探索結果可以揭示情懷較為通約、簡化的本相，
其認識價值毋庸置疑。 而情懷作為社會性存在，其特定、複雜、變化的現實“ 真相” ，也不應被無視，
或者更具有實踐價值。 對編輯情懷做本相與真相的綜合把握，也即在學理觀照的基礎上再做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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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遵循的是人文思考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自然路徑。 情懷內蘊着人對所屬事物的本
質的執著與守護，編輯勞動不管如何變遷，其選擇、積累、優化人類精神生產成果的本質不變，編輯
情懷就是對這個本質的執著與守護，因此才可以跨越時空，源遠流長。 然而，編輯勞動的日新月異
也賦予編輯人不同時空的職業命運與個性，編輯情懷在歷史進程中既保留了一以貫通的心理本性，
還會顯現現實變化的浮動幻影，這是情懷人文性質的固有特徵，也可以通俗地理解為情懷的現實
“ 局限” 。 實際上，編輯情懷在由心理向實踐轉場的過程中，就做好了由理想到現實的退隱準備。 因
而在感覺上，編輯情懷的“ 真相” 就有了“ 大” 與“ 小” 的分別。
第一，傳統編輯的“ 大” 情懷。
自近現代社會編輯勞動職業化以來，在不同時代、不同出版領域，都能湧現出一群擁有編輯情
懷的編輯，他們是編輯勞動和出版事業的代言者，標誌着編輯學識、經驗、見識、成就所能達到的時
代或領域高峰。 可以說，是這些擁有編輯情懷的編輯“ 操縱” 了編輯勞動的專業化、文明化、現代
化，從而牽引和推動着傳統出版業的持續發展。
探究傳統型優秀編輯家的共同之處，不難發現他們對編輯職業擁有的情懷源於並形成於幾個
方面：其一是對編輯這一行的熱愛。 無論是主動選擇還是偶然踏入，他們無一不深深喜愛上了編輯
工作，從此不離不棄。 其二是深厚的學識修養和豐富曲折的編輯經歷。 他們在從事編輯工作前都
是已接受過優質教育，從事編輯工作後又都轉戰於數家出版機構同時繼續自己的學科研究。 其三，
他們的編輯實踐均在高級別出版物或改革前沿地域，這給他們提供了珍貴的編輯專業養分和辦刊
經驗，尤其是廣闊高遠的出版視野。 這些編輯家對編輯職業的關愛情感，在不尋常的學養、經驗、見
識、成就的不斷輸入和激發下，加之可能出於天性但更可能出於因愛而生的執著意志的支持，昇華
為對編輯職業的情懷心理。 這樣的典範，在國際出版界更是數不勝數，在世界出版史上同樣留下了


難以磨滅的印蹟。
有評價認為：“ 那些曾經彪炳於時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於這個行業，以其敏銳

犀利的時代洞察，在市場、經營與創意中躬行實踐，標領乃至規劃了這個行業的發展，並使之成為國
民經濟的一個重要門類；另一方面又在‘ 安身’ 之外，顯現出面向社會的公共性關懷與‘ 立命’ 的超
越性關懷，從職業而志業的追求中，服務於民族解放、思想啓蒙與文化進步的社會性經營，書寫了出


版人生的風采、風骨與風流。” 

我們發現，傳統型的編輯情懷似乎顯現的是情懷本體的真純性質，具有情懷本應有的“ 宏大敘
事” 氣象。 究其原因，一方面，歷史塵埃的落定更易於顯現流變着的事物的本相；另一方面，的確在
國家、民族命運跌宕起伏的大時代，更容易凝練出編輯的“ 大” 情懷。 此外，編輯勞動結構、方式和
位置的變化和遷移，對編輯情懷的實際更具有決定意義，傳統編輯勞動較為集中、統一的作業方式
和社會位置的相對“ 要害” 性，似乎更有益於較為“ 大一統” 的編輯情懷的形成。
第二，新型編輯的“ 小” 情懷。
編輯情懷歷時顯現的真純和宏大，使編輯情懷似乎距離當下較遠，以至於可能引發對編輯情懷
真實存在的迷惑、不解甚至誤解。 不能否認，隨着社會的文明化、人的現代化和技術的飛速進步，職
業分工愈加細化、技術特徵愈加明顯，加之勞動管理強化了對效益和利潤的追求，尤其是互聯網和
自媒體等新信息傳播方式的誕生，不僅使職業勞動總體經受着巨大衝擊，而且促使職業編輯勞動內
部發生分化、分層、擴張和競爭，同時在職業編輯勞動之外催生了一些新模態、新樣式的“ 類編輯勞
動” ，致使原有編輯勞動有從顯性職業降為隱性、危重職業之勢。 編輯勞動的“ 普泛” 和編輯從業的
“ 實用” 需求，造成編輯職業總體“ 破碎” 、“ 骨感” 的印象，而編輯為出版大業獻身與奉獻的恢宏、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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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色調也隨之退隱、流失或者被稀釋。 但是，情懷作為人類心理的高級境界並不因感知的淡漠而消
失，只是其形成的確加劇了難度，其存在具有了潛隱、局域、個性的新特點。
如果比照傳統編輯的“ 大” 情懷的話，新型編輯的情懷的確不夠真純、宏大。 這與前文所論情
懷本性之大氣其實並不矛盾。 即使作為抽象的心理概念，編輯情懷也存在特定的職業邊界，而現實
的編輯情懷必然與編輯勞動內部細化、多元的流變趨勢相對應，所以編輯情懷往往在“ 大” 的背景
和潛影內以分隔式的“ 小” 形態而“ 顯象” ，具有界線分明的專業條塊特徵。 如圖書編輯、期刊編輯、
新媒體編輯以及其下可以再行分隔的編輯類型等等，他們對職業的歸屬和獻身心理既不同於傳統
編輯，也與同代同行各不相同。 比如學術期刊編輯中有一群學報人，他們相對於一般圖書、期刊等
編輯，只是大出版中並不顯眼的一小支；他們相對於所屬的大學園地，常常被視或自視為“ 邊緣” ；
即使在理應最貼近的學術期刊領域，據說也處於“ 底層” 。 因而，學報編輯情懷就具有了“ 細微” 的

甚至“ 生活化” 的特徵。 在《 惜緣》 和《 編緣》 文集中，很多學報編輯把自己與職業的聯繫用“ 情緣” 、


“ 愛戀” 、“ 以身相許” 、“ 自己的孩子” 等語詞作比 
，體現出的就是一些“ 小格調” 。 但這些“ 小格

調” 裡透露的恰恰是對編輯職業無私的犧牲和奉獻心理。 這樣的編輯情懷在新時代具有代表性和
普遍性。 放眼整個編輯行業，新型編輯的情懷外顯確似與出版大業之間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疏離，也
與傳統編輯情懷的雍容、大度之間產生了較大落差，並在“ 小格調” 之上添加了緊迫、冷峻的色彩，
這大概也是為什麽如今職業人更願意以較為具體、實在並理性、專業、自律的職業精神而非職業情
懷來評價和接受評價的原因之一。
當然，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編輯情懷並非虛幻，它以編輯知識、經驗、見識、意志等為支撐，那
麽，我們就應同時認識到，沒有物質、制度、社會等作為外圍保障，編輯情懷的確容易成為空中樓閣
式的宣傳口號和頭腦想象。 尤其是在今天這樣一個信息化、數量化、網絡化、智能化等技術理念盛
行的傳媒競爭時代，對於編輯這樣一項實務性、服務性鮮明的精神產品生產勞動，各方面的不到位，
都很容易阻滯“ 真純” 情懷也即“ 大” 情懷的形成。 也因此，被各種職業表象所包裹的“ 小” 情懷才
越顯珍貴。 新時代的出版業，正是為新型編輯的這些“ 小” 情懷匯集而成的“ 大” 情懷所引領和催
促，才迎來全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歷史性進步。 把“ 情懷” 放進現實加以考量，是對編輯情懷這個話
題應有的認識姿態。 不過，編輯情懷對現實局限的超越和穿透力是具有永恆意義的。

結

語

本文以學術的視角和方法探討編輯情懷，有望達到三個目的：第一，對“ 編輯情懷” 這樣一個貌
似虛幻的概念做學理澄清、實例印證和價值肯定；第二，從職業心理切入，力圖在心理與職業勞動的
關係中挖掘編輯主體的成長規律；第三，從一個側面對編輯勞動和編輯主體的價值進行理念重拾、
意識廓清。 如果拙文可以使讀者今後在職業或專業的領域，能夠區別於日常用語，慎用“ 情懷” 二
字，對“ 情懷” 肅然起敬，筆者的初衷也就實現了。
然而，在本文行將結束之時，仍有許多話想說：實際上，最初把“ 編輯情懷” 作為一個學術論題
來做，是沒有足夠自信的，正如讀者一眼看上去就可能産生的疑問，筆者也曾懷疑能否就此完成一
篇具有學術價值的論文。 唯一做下去的動力就是堅信編輯情懷之於編輯職業的至關重要。 而在真
正進入思考和寫作階段後，又在如何論證和表達方面遇到重重難題，以至於不止一次地想過放棄。
幸運的是，在將近一年半的論文思考和寫作過程中，不斷得到專家學者和學術期刊同行的鼓勵、支
持，一步步使論題落到實處，並將論證引向全面和深入。 回頭歷數，他們無一不與編輯職業深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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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可以說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本文的最終完成。 由此，並非刻意地，筆者自然又聯想到了本文
的論題———編輯情懷。 的確，在關於“ 編輯情懷” 的思考和寫作過程中，不正滲透、貫穿了許多同行
共同的編輯情懷嗎？ 從這個角度看開去，編輯情懷如能在編輯學研究方面發揮作用，也是其具有實
踐驅動意義的另一層含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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