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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导刊》办刊 4 周年总结暨 2012～2015 年
载文分析
文/李

强，
杨

锋

《服饰导刊》经过 4 年的发展，
完成从季刊到双月刊的华丽转身，并且在学术界初具影响力，这离不
开全体《服饰导刊》的办刊人员、
作者、
读者的同甘共苦和风雨同舟。通过对 4 年《服饰导刊》办刊经验的总
结和载文分析，旨在客观评价《服饰导刊》这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刊物的快速发展提供借
鉴。同时，
为广大读者、
作者、
编者提供参考资料，为行业发展和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办刊 4 周年总结；2012～2015 年载文分析
《服饰导刊》；

（CN 42-1826/TS；ISSN 2095《服 饰导 刊》

方面，这也是给办刊人员一个交待，以期今后

4131）作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服饰类综合性学

更好地做大、
做好《服饰导刊》。

术刊物，由武汉纺织大学主办、
主管。2012 年 9

1 办刊总结

月由《湖北省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改为《服

1.1 坚持办刊理念和办刊宗旨

饰导刊》， 2015 年入选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

《服饰导刊》自 2012 年改刊以来，
一直恪守

期刊，决定 2016 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用短

“传承文化、
美化生活、
连线市场、引领时尚”的

短 4 年的时间完成其他刊物十几年乃至数十

办刊理念和“为服饰研究领域知识创新与学术

年的发展历程。4 年的办刊过程中艰辛和喜悦

繁荣服务”
的办刊宗旨。将办刊宗旨中的
“传承

交织、痛苦与快乐并行，此中滋味恐怕只有办

文化”
具化为
“服饰与文化”板块，下设“服饰考

刊人员才能体会。4 年来，
《服饰导刊》 从无到

源”、
“非遗研究”
、
“服饰哲学”
、
“ 文物鉴赏”等

有、从弱变强，越来越受广大作者和读者关注

可变动栏目；将“美化生活”具化为“服饰与艺

和喜爱，
为行业科技文化平台的建设做了大量

、
“服饰与美”
、
“设计
术”板块，下设“设计理论”

工作，为促进服饰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美”等可变动栏目；将“连线市场”
具化为
“服

吐故纳新、鲲鹏展翅，似有不吐不快之感，笔者

“产业观察”
、
、
饰与产业”
板块，
下设
“产业历史”

[1]

对 《服饰导刊》4 年来的办刊经验做一个总结， “品牌研究”
将“引领时尚”具化
等可变动栏目；
并对 2012～2015 年共 14 期刊物的载文做一

为“服饰与传播”
板块，
下设“影视服饰”
、
“传承

个详细的分析。一方面，这是对《服饰导刊》历

创新”
“
、传播方式”
等可变动栏目。四大板块的

史的记录，给刊物、作者、读者一个交待；另一

固定设置突显了《服饰导刊》的办刊理念，各板

湖北省教育厅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Q104）
李强，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副主编、责任编辑，
湖北省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江西服装学院服饰文化研究所
兼职研究；杨锋，博士，武汉纺织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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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下设的变动栏目使办刊理念在选题上更具可

专家的学生，假借其老师大名，甚至以其老师

操作性。《服饰导刊》四大板块实质上是栏目集

为第一作者给《服饰导刊》投稿。笔者认真审

团，
这一设置为了选题方向的稳定性，
以便形成

读，
发现稿件结构混乱、行文不畅，
让人质疑作

自己的办刊特色，走特色刊物→名栏刊物→名

者署名的真伪，
通过电话核对后，
断然拒稿，并

刊的循序渐进道路。而每个板块下设的变动栏

将相关投稿人列入黑名单，永不录用其人的稿

目，
乃是根据选题、组稿、
用稿情况进行调整，
体

件。《服饰导刊》 不仅对投来稿件进行客观评

现了用稿的综合性和多样性，
真正做到
“为服饰

价，也对投来稿件的学者进行客观评价，从而

研究领域知识创新与学术繁荣服务”
。

间接评估了其投来稿件的质量。其方法是：基

1.2 严格按审稿编辑程序操作，客观评价和完

于中国知网检索投稿人姓名、工作单位，通过

善每篇稿件

阅读其相关论文和比对是否存在一稿多投现

《服饰导刊》自改刊始，就制定了严格的审

象对其学术水平、学术道德进行考量，以防止

稿编辑程序（图 1），确保客观评估和完善（针对

抄袭论文事件出现。近几年来的学术抄袭
“牛

已录用的稿件）每
篇来稿。从图 1 可
审稿编辑
以看出，
程序每一个阶段
都实行责任制，任
何一 个 环 节 出 现
问题，只要作者申
请复核，都可以找
到被 拒 稿或 编 辑
出错的 原因 和 相
关审稿、编辑人员
的审稿 、编 辑记
录。正是因为这种
严格的审稿编 辑
程序和可复查性，
使处于每一个审
稿编辑环节的工
作人员都不敢 大
意，必须客观公
正，否则出现任
何问题都可以找
到相关责任人，
进行相应的处
理。笔者曾经发
现中国服饰领域
有些知名教授、

图 1：
《服饰导刊》审稿编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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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董鹏，利用其对网络的熟悉和相关刊物稿

文代发、
论文发表欺诈做斗争。《服饰导刊》坚

件在上传中国知网前先在其官网上论文免费

决不与任何个人和组织建立论文代发关系，对

获取存在的时间差，一年发表 200 余篇囊括经

于涉事相关人员严肃处理，决不姑息；对于涉

济、
管理、
哲学、
艺术、
政治等多学科内容的抄袭

事稿件坚决不予刊出；对于涉事投稿者，列入

论文，并且一稿 N 投，全国很多刊物上当受骗。

黑名单，
永不录用其后投的任何稿件。由于《服

董鹏多次向《服饰导刊》投来稿件，
但均被拒稿。

饰导刊》编辑部的细心和经常通过电话核实投

正是因为《服饰导刊》编辑部通过中国知网，在

稿者身份，使得论文代发事件从来没有发生。

其第一次来稿后便知道其人一年发表 200 余篇

在此笔者需要提及一起在《服饰导刊》上未遂

论文和一稿 N 投现象，已经可以完全断定其为

的论文代发事件。一北京论文代发机构，通过

伪学者身份，将其列入黑名单，从而避免了《服

XX 推广链接伪装成《服饰导刊》的官网，
并征集

饰导刊》名誉受损。

了一些论文，并以一篇论文一个假身份在《服

1.3 以人为本，真诚关心和对待每一位作者和

饰导刊》的投稿系统中注册、
投稿，
企图做中间

读者

传话人来骗取不正当利益。由于《服饰导刊》对
投来的稿件和审稿编辑程序都是“冰冷”

于每篇论文的作者都进行电话核对和交流，在

的客观实在，但《服饰导刊》编辑部的每一位工

其交流过程中发现那些所谓的作者，
使用北京

作人员却以一颗温暖的心，将这种冰冷融解在

的手机号，而其所谓所在单位地区不在北京，

与作者和读者的交往过程中。

这引起笔者高度怀疑。通过对其论文内容进行

（1）
《服饰导刊》对待作者严格要求，不论

电话交流，
发现对方对所谓自己的论文一点也

作者的职称高低、所在平台的大小、来稿所挂

不熟悉，故果断拆穿其代发身份，拒绝其一切

项目等级高低等，一切以论文质量为取向。通

刊物上发布
来稿。同时，
在《服饰导刊》的官网、

过三审拟录用的论文，都要经过认真修改，三

郑重申明，强调《服饰导刊》不收取任何费用，

次修改几乎成为常态，甚至个别论文经过修改

唯一电子
并公布《服饰导刊》的唯一投稿系统、

六七次才被刊出。当作者们抱怨修改过多时，

唯一联系方式和人员。[2－3]在与某搜索引
邮箱、

办刊人员经常这样说：
“修改后论文质量提高，

擎公司交涉要求取消北京这一论文代发的机

请问谁获益啊？”
，无形之中化解了作者的放弃

构 XX 推广链接未果情况下，紧急印制 1 万份

心理。另外，从图 1 的《服饰导刊》编辑部审稿

宣传册，
陆续邮寄给全国各大涉及服饰研究的

编辑程序中，我们可以发现《服饰导刊》编辑部

高校院所、
科研机构的相关人员，重申《服饰导

也要
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位作者。即使拒稿，

刊》的唯一投稿系统、唯一电子邮箱、唯一联系

说明原因，让其知道原因和如何改进，进而提

方式和人员，
以防作者利益受损。虽然论文代

高论文写作水平，并鼓励其再次投稿，让他们

发现象现在愈演愈烈，其治理也是个系统工

知道给《服饰导刊》投稿不仅是论文的发表，更

程，
牵扯面很多、
很大，不是一朝一夕和某个单

是写作能力的提高和友谊的增长，从而将其发

位能解决了的。[4]但是《服饰导刊》尽一切努力，

展为刊物忠实的作者。经过这 4 年的努力，
《服

防止作者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极力维护《服

饰导刊》在每个板块下都有长期投稿者，这些

饰导刊》的公平、
公正、一切为了学术而学术的

作者甚至和《服饰导刊》的责任编辑成为从来

健康形象。

都没有见面却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声音的朋友
和师长。
（2）保护作者正常合法的利益，坚决同论

（3）
《服饰导刊》不仅关心和鼓励给其投过
稿件的作者，
还关心他们在其刊物上被刊出的
文章。利用便捷、
高效的互联网，
在其官网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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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文库上上传《服饰导刊》上刊出的所有论文，

可以在短时间内引进高素质的学者型编辑团

采取开源的方式（即免费获取），希望更多的读

队，通过学者型编辑团队掌握的专业化知识

者无障碍地获取和利用其刊出的论文，让其刊

认真负责地指导投稿作者进行论文写作，既

出的论文尽可能更快地被学术界看到和关注

能保证刊物的学术质量，还能与作者建立深

乃至被引用。

厚的友谊。这在《服饰导刊》上表现非常明显。

（4）作为武汉纺织大学主办、主管的服饰

时间是公平的，努力却是主观的，这需要学者

类学术刊物，
《服饰导刊》对本校师生来稿也一

型编辑与作者一起努力，将提高论文水平作

视同仁、
不偏不倚，宁缺勿滥。刊物每期以外单

为一项事业去做。随着刊物与作者一起成长，

—每期刊
位稿件为主、本校稿件为辅的策略——

作者因为学者型编辑的指导，学术成果逐渐

出论 文总数中 本 校师 生 稿 件坚 决 不 能超 过

增多，学术职称和学术地位也不断提高，这又

40%，一般控制在 30%以内，这样杜绝形式上拥

反过来有助于刊物在期刊评价中获得更多的

有双刊号而实质上却为内部刊物（多以本校稿

分数，
有利于刊物的不断进步。笔者认为刊物

件为主） 的高校举办刊物普遍存在的囧境，
也

和作者之间的强力双嬴纽带是细心、耐心、学

避免了一些人情稿、垃圾稿驱逐优质稿的“劣

术素质高的学者型编辑。

币驱逐良币法则”。
（5）以读者（不仅限于购买《服饰导刊》纸

学术刊物的成功以论文质量为基础，但
宣传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在这个信息化时代。

质版和电子版的读者，还包括《服饰导刊》潜在

《服饰导刊》作为连线市场的学术期刊。网络

的读者）为中心进行约稿、组稿、发稿，主要体

化和电子商务化是其外宣期刊学术和市场知

现在两个方面：①提高刊物内容的时效性和学

名度的必要手段。网络化强调的是服饰专业

体
术性相统一。时效性就是要抓住研究热点，

学术期刊要有自己的网络信息发布平台，如

现学术前沿。
《服饰导刊》通过在各种学术数据

网站、微信、微博等，能让读者和作者自由获

主
库中检索服饰领域中最频繁使用的关键词、

取相关信息。同时还要包括服饰学科比较重

题来确定服饰学术界热点选题，组织、鼓励相

要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热点研究领域

关作者、专家进行写作，进而提高读者使用《服

的丰富资料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相关研

饰导刊》刊出论文的次数，为相关论文被引用

究者关注这一网络信息发布平台，继而关注期

打下坚实的基础。②提高刊物形式的表现力。

刊，
从而提升期刊的学术知名度。在网络化发

《服饰导刊》 作为一本与时尚紧密结合的学术

展的同时，
《服饰导刊》可在其网络信息平台上

刊物，
要求其具有较好的视觉效果。从 2014 年

进行一些特殊服饰商品的电子商务活动，如

第 3 期开始，在刊物定价不变的情况下，实现

传统服饰、高校服饰专业师生设计作品的买

全彩版化，增强了刊物的视觉冲击力。

卖，进行差异化经营，突出特色，努力提高市

外宣刊物知名度
1.4 内修编辑队伍建设，

场知名度。此外，
基于《服饰导刊》掌握大量研

任何一个成功的学术刊物背后都有一支

究者资源的优势下，利用电子商务积极开展

强大的编辑队伍和作者群。编辑是为作者服

服饰行业市场、服饰企业文化建构、服饰企业

务，要树立服务意识。对于改刊时间不长的

管理方面的咨询服务，完成从知识到生产力

《服饰导刊》而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自己
的强大作者群，这是由于刊物的马太效应和
后发劣势所致，这导致《服饰导刊》在短时间
内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学术和行业影响力。但

的间接性转变。[5]

2 2012～2015 年《服饰导刊》载文分析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
每期载文的数量和质
量对其影响力和竞争力评价至关重要。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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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栏目（或分板块）载文情况有助于了解学术

载文的质量除了篇均页码数可以反映外，

期刊的优、劣势。同时学术期刊论文第一作者

主要还可通过是否被基金项目特别是国家级、

的群体特征也是判断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之

省部级的基金项目资助来反映。因为基金资助

一。[6]为了提高《服饰导刊》的办刊质量，
并动态

项目的论文往往代表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新动

地了解其编辑出版情况，笔者对 《服饰导刊》

向、
新趋势，
具有科学性、
创新性。笔者对《服饰

2012～2015 年载文情况进行统计，并深入分

导刊》载文中获得省部级、国家级基金项目资

析。

助的 载文进行 统计。2012 年刊 出 24 篇 ，占

2.1 载文数量和质量信息分析

2012 年载文总数（46 篇）的 52.17%；
2013 年刊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共载文 256篇，

出 32 篇 ， 占 2013 年 载 文 总 数 （79 篇）的

标准总页码为 1302 页 （14 期×93 页 =1302

40.50%；
2014 年刊出 35 篇，占 2014 年载文总

页），篇均页码为 5.09。2012 年载文量为 46

数 （68 篇） 的 51.47%；
2015 年刊出 35 篇，占

篇，论文页码 179 页，篇均页码为 3.89 页，占

2015 年载文总数（63 篇）的 55.56%。从图 3 中

2012 年标准总页码 （2 期×93 页＝186 页）的

我们发现，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刊出省部

96.24%，索引共 6 页，占 2012 年标准总页码的

级、国家级基金项目资助的载文数量变化呈 V

3.76%；2013 年载文量为 79 篇，论文页码 357

型，
2013 年有所下降，其余各年呈稳定增长趋

页，篇均页码为 4.52 页，占 2013 年标准总页

势。这是因为 2013 年下半年《服饰导刊》编辑

码（4 期×93 页＝372 页）的 95.97，索引共 15

部的责任编辑发生人员变动，新上任的责任编

页，占 2013 年标准总页码的 4.03%；
2014 年载

辑集中精力强调论文质量而忽视对载文基金

文量为 68 篇，论文页码 362 页，篇均页码为

项目的要求所致。随后，
2014 年、
2015 年由于

占 2014 年标准总页码（4 期×93 页＝
5.32 页，

新任责任编辑参加了相关出版专业从业人员

372 页）的 97.31%，索引共 10 页，占 2014 年标

的学习培训、考证（已通过），逐渐认识这一指

论
准总页码的 2.69%；2015 年载文量为 63 篇，

标的重要性，
所以这两年这一指标有明显增长

文页码 372 页，篇均页码为 5.90 页，占 2015

趋势。

年标准总页码（4 期×93 页＝372 页）的 100%，
索引被取消。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质量
的，一般认为学术期刊的篇均页码数的多少可
以反映期刊的质量。从《服饰导刊》2012～2015
年篇均页码数来看，分别为 3.89 页、4.52 页、
5.32 页、
5.90 页（图 2），其论文质量呈明显上
升的趋势。
图 3:2012～2015 年《服饰导刊》每年刊出省部级、国家级基金项
目资助的载文占全年载文的比例

2.2 分板块的载文情况分析
《服饰导刊》载文的四大板块设置体现了
办刊宗旨，对引导读者阅读和作者投稿起到导
自 2013
向分类作用。为了吸引高质量的稿件，
起开设“专稿”
和“特稿”
，
并给予作者一定的稿
图 2：
2012～2015 年《服饰导刊》篇均页码数

费。由于
“索引”
板块在中国知网中的下载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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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2015 年将其取消，节省版面最大限度地支

板块
17 篇，
每期均载文 4.25 篇；
“服饰与传播”

持学术论文的刊出。

载文 18 篇，每期均载文 4.50 篇；
“ 服饰与艺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各板块总体载
文情况：
“服饰与文化”板块共载文 72 篇，
每期
均载文 5.14 篇；
“服饰与产业”板块共载文 55

术”板块载文 22 篇，每期均载文 5.50 篇；
“专、
特稿”
板块载文 2 篇，
每期均载文 0.50 篇。
（3）2014 年“服饰与文化”
板块载文 17 篇，

篇，每期均载文 3.93 篇；
“服饰与传播”
板块共

每期均载文 4.25 篇；
“服饰与产业”板块载文

载文 56 篇，每期均载文 4.00 篇；
“ 服饰与艺

17 篇，
每期均载文 4.25 篇；
“服饰与传播”
板块

术”板块共载文 63 篇，每期均载文 4.50 篇；

载文 10 篇，每期均载文 2.5 篇；
“服饰与艺术”

“专、
特稿”板块共载文 10 篇，每期均载文 0.71
篇。从存量上来看，
“服饰与文化”板块的优势
明显，
“服饰与传播”
、
“服饰与艺术”板块稳定
发展，
“服饰与产业”板块则相对较弱。
我们再从动态来看《服饰导刊》各年各块
板的载文情况：
（1）2012 年“服饰与文化”板块载文 13 篇，
每期均载文 6.50 篇；
“服饰与产业”板块载文 8
篇，每期均载文 4.00 篇；
“服饰与传播”板块载

板块载文 18 篇，每期均载文 4.50 篇；
“专、特
稿”
板块载文 6 篇，
每期均载文 5.50 篇。
（4）2015 年
“服饰与文化”
板块载文 23 篇，
每期均载文 5.75 篇；
“服饰与产业”板块载文
13 篇，
每期均载文 3.25 篇；
“服饰与传播”
板块
载文 14 篇，每期均载文 3.50 篇；
“服饰与艺
术”板块载文 12 篇，每期均载文 3.00 篇；
“专、
特稿”
板块载文 2 篇，
每期均载文 0.5 篇。
从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各板块每期

文 14 篇，每期均载文 7.00 篇；
“服饰与艺术”

均载文量（图 4～图 7）来看，
四大板块的每期均

板块载文 11 篇，每期均载文 5.50 篇。

载文量总体呈下降趋势，
这并不是坏事，
这是由

（2）2013 年“服饰与文化”板块载文 19 篇，

于控制质量导致每期载文量下降所致。四大板

每期均载文 4.75 篇；
“服饰与产业”板块载文

块每期均载文有两组不同的特点：①“服饰文

图 4：
《服饰导刊》
“服饰与文化”板块各年每期均载文量

图 5：
《服饰导刊》
“服饰与产业”板块各年每期均载文

板块各年每期均载文量
图 6：
《服饰导刊》
“服饰与传播”

板块各年每期均载文量
图 7：
《服饰导刊》
“服饰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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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服饰传播”
两大板块在下降中有稳步增长

在它们之中宣传刊物，
让它们的相关人员了解

趋势，
特别是“服饰与文化”
板块增长明显。这是

刊物并积极投稿。

因为这两大板块的投稿量和质量都相对其他两

（4）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载文第一作

大板块要好，这说明“服饰与文化”有建设特色

者按地区分类：湖北 108 篇，北京、江苏均 34

栏目的条件和基础，
“服饰与传播”板块有建设

篇，上海 25 篇，天津 7 篇，河北 6 篇，广东、山

特色栏目的潜力，多加培养作者则也可建成特

东均为 5 篇，
福建、浙江、辽宁均为 4 篇，
江西、

色栏目。②
“服饰与产业”
“
、服饰与艺术”
两大板

广西、湖南均为 3 篇，云南、陕西均为 2 篇，重

块则呈直接下降趋势。这是因为这两大板块的

庆、
河南、
山西、
黑龙江、
新疆、
贵州、
海南均为 1

投稿量和质量相对较弱，这说明它们需要加强

篇。以上数据说明《服饰导刊》虽然力创全国性

建设。此外，
“专、
特稿”
板块的每期均载文量由

的学术期刊，但其湖北地域性很明显。中国现

上升走向下降，
则是由于《服饰导刊》对专、
特稿

代时尚服饰和研究中心的北京、上海、广东收

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服饰界的名人、设计师、
专

稿情况不太理想，
特别是广东的稿件太少。而

家、
学者，
更重要的是论文的质量。

作为少数民族服饰比较集中的地区的云南、贵

2.3 载文第一作者群体特征分析

州其投稿量也偏低，这需要《服饰导刊》加大这

（1）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载文作者总
数 406 人 （次），其中独著 172 篇，占总载文
（256 篇）的 67.19%。

些地区的宣传、
征稿、
约稿活动。

3 结语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刊物在争

（2）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载文第一作

夺稿源方面异常激烈。而稿源的质量直接影响

者的职称构成：正高级（包括教授、高级工程

到刊物的生存与发展。
《服饰导刊》虽然是中国

师、工艺大师、研究员等）载文量 49 篇，占总载

唯一一本以服饰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性学术

文量的 19.14%；副高级（包括副教授、拥有博士

刊物，但由于办刊时间短（不到 5 年），加之很

学位的讲师、在读博士生、副研究员等）载文量

行业学会和行
多纺织服装类院校举办的学报、

101 篇，占总载文量的 39.45%；初、中级（助教、

业协会举办的学术刊物以及美学类学术期刊

未获得博士学位的讲师、硕士研究生等）载文

的激烈竞争，
使其面临着高水平稿件投稿量不

量 106 篇，占总载文量的 41.41%。从以上数据

充分的困境，
直接影响着《服饰导刊》的评价指

我们发现，第一作者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和

标，
进而影响刊物的生存与发展。虽然《服饰导

副高级）的载文占总载文量的 58.59%，但副高

刊》有后发劣势，但首先只要坚持办刊理念和

级的作者为主要写稿队伍，这说明《服饰导刊》

宗旨，严格按审稿编辑程序操作，客观评价和

的学术高品质性和正高级载文的上升空间很

其次，
以人为
完善每一篇稿件，保证载文质量；

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者的成长，正高级和

本，真诚关心和对待每一位作者和读者，强化

副高级的载文会不断上升。

学者型编辑队伍，给作者和读者以学术性指

（3）
《服饰导刊》2012～2015 年载文第一作

导，与作者和读者做真心朋友，努力培养自己

者按学校、博物馆、科研部位、企业分类：第一

的作者群、
读者群。随着作者群和读者群职称

作者是高校的有 243 篇，占载文总量（256 篇）

水平的提高，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高水平稿件不

的 94.92%；第一作者是博物馆的有 8 篇，占总

足的缺陷；再次，
《服饰导刊》也要不断地开拓

载文量的 3.13%；第一作者是研究所、企业的均

创新，找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针对性地提

为 2 篇，
占总载文量的 0.975%。以上数据说明，

高刊物的评价指标，使刊物在评价中不断进

《服饰导刊》与企业、研究所的交流很少，需要

步，
从而吸聚到更多的和更好的稿源。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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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坚持走特色栏目刊物到名栏刊物，最后到

cn/ch/reader/view_news.aspx?id=201409071157300

名刊的循序渐进之路。在空间上，坚持走出湖

01.

北地方性学术刊物的窠臼，走向全国。只有这

[3]武汉纺织大学《服饰导刊》编辑部.郑重申明[J].服

样才能将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才能在未

饰导刊，2015（2）：27.

来更加激烈的刊物竞争中走出自己的特色和
明天。

[4]李 强 .论 文 代 发 现 象 出 现 和 恶 化 的 原 因 及 其 对 策
[J].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173-175.
[5]李强，杨锋，康存辉.报刊市场化形势下服饰类高校
学报转型的困境与对策刍议 [J]. 服饰导刊，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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