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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应该如何定义？关于这点，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ICMJE）提供了一些很有帮助的指

导建议。

■理查德·杰尔

随着文献计量学方面的统计数据，如引文数量、H指数等日益受到关注，关于文章作者数量及署名顺

序的争论亦趋攀升。人们高度期望文章的署名能合理和公平地反 映作者的贡献，但这却并非易事，特别

是学科不同时，情形会大相径庭。事实上，对于作者的评判标准，似乎值得进一步讨论。常有人对研究

本身只作了一些外围的 贡献，但是对于文章架构的搭建和语句的描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他们

能作为“作者”吗？在极端情况下, 所有对文章有贡献的参与者如果都能算成作者的话，那么作者名单

就会变得非常冗长，可能里面会有诸如牛顿、爱因斯坦、高斯、欧拉等科学巨匠的名字。这样的做 法显

然是荒唐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界定“作者”呢？

 “作者”不仅仅是一个用来识别工作与否的标签。整个科学事业的诚信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因

为公众对科学及其从业者的崇拜之情是 建立在科学刊物的出版过程是可靠的并且值得信任的基础上的。

任何有助于增强公众对科学刊物更有信心的行为都值得鼓励。科学的繁荣并不仅限于在实验室里作研

 究，还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这绝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作者”应该如何定义？关于这点，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ICMJE）提供了一些很有帮助的指

导建议。这些建议的基本主旨 是：“作者”必须至少负责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工作，并且能够确认其他

每个组成部分的负责人，同时能够确保合作者的能力和诚信。 ICMJE提出，如果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

件，可以确定为“作者”地位：

一、对研究工作的概念和设计有实质性贡献，或者在采集、分析、解释数据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二、起草或修改其中重要的知识内容；三、最终版本的确定；四、对研究工作提出的任何准确性和诚信

方面的问题，确保通过这些人能够恰如其分地进行调查并给予解决。

那些有所贡献，但是没有满足上述四个标准的参与者们，其成果或贡献应列于引用文献注释，或文

章的致谢词中。对于作者们而言，最好的方法是在将参与者们的姓 名列入致谢词前，先取得那些在世参

与者的许可。或是发布一份免责声明，指出虽然参与者们的姓名出现在致谢词中，但并不代表他们支持

该项研究的结果或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论文由于错误而被撤回，但是很多作者却声称对其他某位合作者的错误概不

负责。如果遵循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所推荐的方法，类似这种除了一个作者，其他均可以免责的辩

护举措将会大大减少。

也许有人会问，正确解决著作权方面的问题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一些值得肯定的贡献被忽略了，那

么做出这些贡献的人显然会受到伤害。在学术领域，一个人的声誉 就像硬通货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他发表的文章的记录。但它伤害到很多作者了吗？作者资格是基于什么？是基金的申请？是研究小组的

管理？还是能够提供政策 方面的支持？抑或是写作方面的帮助？这些活动本身并不符合前文ICMJE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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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的4种评判标准，进而会产生令人不安的道德方面的问题。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太 多，会减少那些原本

应该得到更多认可的关键研究人员的声誉。此外，不恰当地给无关人员署名会使这些人背负无法承担的

义务，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对研究中的成果 作出解释或者辩护。署名权能够带来荣誉，但是随之而来的还

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关于作者的署名顺序。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顺

序并不重要，只要按照字母顺序把作者列出就可以了。还有人说， 真正重要的是第一作者，以及在较小

的程度上而言，还有通讯作者。这种说法严重阻碍了合作。一些人尝试通过在注脚中标注某几位作者做

出了平等的贡献来解决这 种两难的困境，但是关于如何定义“平等”，往往会引起更多的争议。在此情

形下，我们如何对其他作者所作的努力进行评判？他们都做 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在那儿？我们应该期

望谁为原稿的哪一方面内容特别负责？

我建议，所有的期刊都可以考虑采用美国国家科学院PNAS杂志所采取的方法。PNAS会刊发一个简短

的说明用以描述每位作者所承担的角色。我认为这种方法 有很多优点，既能够给予那些作出真正贡献的

人以应得的认可和荣誉，又能够纠正只有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才值得被肯定的错误观点。随着需要多位

不同学科作者通 力合作才能发表的文章日益增多，为了让读者清楚地明白每位作者都做了什么，这种方

法是大有裨益的。同时，这将有益于促进跨学科之间的合作，减少那些关于第 一作者归属权的令人头疼

的争吵，并给那些对某方面研究感兴趣的读者以清晰的提示，清晰哪方面问题应该联系谁。这样一种鼓

励合作者们能够分辨自己各自贡献的 政策能够提高文章的可靠性，帮助其他人更好地评价各部分工作。

对于很多终身职位的授予，升职或是聘用决定，了解某个研究人员对学术文章发表所作出的真正贡 献是

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翻译：韦佳 审校：郑永和）

《中国科学报》 (2014-05-26 第8版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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