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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读中国教师报，做中国好教师
《中国教师报》， 一直就在你的

身边。
11年风雨征程，《中国教师报》

一直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在1400万
中国教师心中， 被誉为“中国课改
报”“没有围墙的教师进修学校”。

2015， 全新改版升级的我们
依然发扬这个传统， 进一步扎根大

地、 贴近基层， 办出“国字头” 水
准， 办出教师报特色， 用专业品质
引领教师， 服务教师。

教育承载未来，教师引领希望。
改版后的我们继续把“让中国教育
因你而改变”作为核心理念，坚持专
业性、服务性、新闻性，努力打造中
国教师专业媒体第一品牌， 为读者

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服务体验。
2015，我们除了开设新闻、评论、

环球版，还将推出教师工作、现代课堂、
教师成长、课改研究、教育家、区域教
育、教师生活七大周刊。在内容上，我们
进一步贴近教师，增大与教师有关的内
容；扩大作者队伍，既重视名家名师，也
重视普通教师；强化人物报道、凸显评

论力量，推出好老师“封面人物”。
2015， 是 《中国教师报》 的

“发现之旅” 和“行走之旅”， 我们用
眼睛发现， 用脚步行走， 继续为教
师、 学校和区域教育服务， 提供高水
平的教师培训、 举办有影响力的活
动、 开发有价值的在线资源， 为推动
中国教育内涵发展而努力。

我们一直相信， 教师是胸怀远大
的筑梦者、脚踏实地的追梦人，所以，
“教师特色、教师视角”是我们永远不
变的定位。 读中国教师报，做中国好
教师！ 期待越来越多的教师行动起
来，点燃国家和民族的梦想，让国家
更富强，民族更伟大。

2015，梦想让我们前行更有力。

致读者

中国教育报刊社“两报四刊”全新改版
东风浩荡千帆竞， 神州处处万

象新。
在2015年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

的美好时刻， 中国教育报刊社携旗
下媒体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中国
高等教育、 神州学人、 中国民族教
育、中国教师报，向关心、支持我们
的每一位读者致以新年最诚挚的问
候和最衷心的感谢！

迎接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伴
随着新年的新气象， 中国教育报刊
社所属媒体全新改版。 这是在党的
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
下， 在媒体格局深刻变革的新形势
下， 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的新趋势下， 在全面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新要求下， 中国教育
报刊社所属“两报四刊”顺应时代潮
流、推动融合发展的一次集体出征、
一次集团亮相、一次集中行动。

从以前的各领风骚、 百花齐放
到今天的融合发展、集团亮相，从以
前的一枝独秀、 曲高和寡到今天的
协奏合唱、集体奋进，中国教育报刊
社所有媒体将凝气聚力、协同作战、
立体发声， 向教育系统和全社会提
供更快捷、更精彩、更优质、更实用、
更深刻的教育资讯和服务信息，全
面打造传统媒体升级版、 新媒体生
长版和媒体融合发展版， 构建平面
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全方位、
立体化、 纵深型的教育新闻宣传阵
地、 教育资讯社会化传播和服务平
台， 全面提升报刊社所属媒体的教
育新闻宣传水平， 舆论引导和社会
化服务能力，权威性和影响力，奏响
时代的教育最强音。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助推器。 宣传
教育改革、推动教育改革，是我们多
年办报办刊形成的传统优势， 也是
我们服务教育系统广大师生最核心
的竞争力。我们将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传递最权威的教改政策，发掘最
鲜活的教改经验，通过政策解读、典
型报道引领教育改革。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进一步提升服务读者的能力。 不管
是政策解读还是事件报道， 不管是
典型推介还是理念引领， 读者的关
注就是我们的方向， 读者的需求就
是我们的动力。满足读者需求，服务
读者需要，是我们至上的理念。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进一步构建立体化传播格局。“两报
四刊”面对不同读者群，探索内容的
差异化定位，从不同角度，发挥各自
优势，推出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丰
富多彩的新闻信息和专业资讯，为
读者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进一步增强报刊的深度和专业内
涵。深刻，更深刻！专业，更专业！这
是新媒体时代纸媒赖以立身的根
本， 我们将力争用深度思维考量教
育新闻，用专业视角解读教育问题。
深度的事实，专业的解读，前沿的理
念，独到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追求。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探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的融
媒体报道机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
深度优势和新媒体的互动优势，推出
更多透析教育政策， 推动教育改革，
传播教改典型，树立教育教师形象的
融媒体报道，集体发声，形成声势，讲
好教育故事，传播好教育声音。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集体改版，
打造“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公共传播
和社交互动平台。 广大读者不再只
是教育资讯的被动接受者， 也可以
成为发现者、报道者、传播者和评论
员，参与到新闻生产、传播的各个环
节， 让我们的报刊真正成为每一位
读者的报刊。

亲爱的读者， 改版后的中国教
育报刊社“两报四刊”，需要您更大
力度、更深层次的关注和参与。 2015
年，我们期盼能够伴您度过充实、快
乐而有意义的每一天。

《中国教育报》：做立体的新闻
总有一种变革的力量催促我们

前行。
当移动新兴媒体蜂拥而起， 我

们有责任回答： 传统媒体的价值何
在？ 《中国教育报》 已年逾三十而
立， 如何继续“立” 于新媒体潮
头， 新年的阳光打在我们脸上， 变
革的呼声叩在我们心里。

改版后的 《中国教育报》， 不
仅仅是一张报纸， 更代表一种追

求： 为每一位关心教育的读者、 粉
丝、 用户生产权威、 专业和有公信
力的教育新闻产品。 它既郑重呈现
于新闻纸上， 也24小时流淌在互
联网上。 《中国教育报》 是服务教
育界和全社会的主流教育新闻媒
体， 也是融合报纸、 移动互联和客
户端的立体化平台。

我们崇尚深度思维和问题意
识， 发现公众最关心的教育新闻

点， 力求新闻解析的透彻度， 去伪存
真， 拉直问号； 我们追求平台融合和
专业化服务， 在融媒体流程中生产具
有教育“基因” 的专业新闻产品； 我
们主张文体解放和评论锐度， 重构传
统媒体话语体系， 提高“悦读” 指
数， 在观点平衡前提下增强评论锐
度、 批评性与思想性； 我们致力办大
教育报， 立足教育界、 增强社会性，
突破就教育论教育的视野局限。 我们

愿尽全力服务每一位深度参与教育的
人。

2015年3月1日起， 《中国教育
报》 将以崭新姿态与您见面， 新闻板
块将突出“方向性引领”， 做足“焦
点” “观点” “亮点”， 为中心工作
服务， 为教育改革服务， 特别在深度
报道、 评论、 典型报道上下功夫。 专
周刊板块突出“专业化服务”， 做出
“卖点”， 面向市场、 面向学校， 为师

生服务、 为读者服务， 在专业性、 思
想性、 指导性、 服务性上下功夫。

我们继续秉承“开门开放开明办
报” 的理念， 面向全球资源， 凝结专
家智慧， 吸收读者声音， 互动联动，
形成合力； 我们将优化新闻生产流
程、 建立全媒体采编机制， 为读者奉
献立体的、 深度的新闻精品。

2015年， 我们仍然期待， 在每
一个清晨与您相见！

《人民教育》：思想高地，行动智库
2015年， 《人民教育》 将走

过65个春秋。
在新媒体汹涌而来之时， 我

们选择顶尖内容生产， 为您提供
有深度、 有温度、 有质感的纸媒
阅读， 因为我们相信思想和经典
的恒久力量。 我们选择庄重、 高
雅、 大气的审美品位， 因为我们
相信“美是看不见的竞争力”， 现

代教育气质是每一个人的内心召
唤。

我们尊重事实、 敬畏规律 、
坚守良知、 把握方向， 以现代精神
引领中国教育。 我们从“小教育”
走向“大教育”， 走向广阔的社会
文化视野。 我们把舆论引导和重大
问题引领、 典型报道、 专业服务作
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我们以系统

思维进行精准的栏目分类， 方便您找
到最需要的内容。 我们从国家意志与
人民声音结合处确定选题策划角度，
顶天而立地。

中小学校长和中层管理人员 、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骨干教师是我
们服务的主要对象， 基础教育是我们
的主要服务领域。 我们将围绕您的
真实教育需求进行内涵突破。 权威

性、 思想性、 专业性、 前沿性是我
们一贯的定位， 而“新、 深、 透、
广、 专” 则是我们2015年对读者的
郑重承诺。

我们倡导“思想改变教育， 专
业成就未来”，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
国基础教育第一刊， 努力成为基础
教育领域思想高地、 行动智库。

《人民教育》 是厚重的， 也是年

轻的。 2015年， 人民教育官方微信
将全新面世， 替您过滤海量信息，
提供心灵的慰藉、 有价值的思想、
专业的解决方案。 我们更期待线下
的亲切会面， 共同探讨深层次教育
问题。

我们期待每月两次的深度晤谈，
也期待每一天晨起时的对话。 为了
共同的教育理想， 牵手！

《中国高等教育》：正视听、明学理
这是时代的热土， 2000多所

青春校园， 人文日新。
这是祖国的朝阳， 2000多万

智慧大脑， 薪火相传。
这是我们为之奉献的高教事

业， 为之服务的高教人。
2015年， 在 《中国高等教育》

创刊 50周年之际 ， 我们明确了
“正视听、 明学理” 的刊训。

针对当前复杂而多元的舆论环
境， 我们要紧扣时代脉搏， 回应社
会关切和百姓期待， 以生动的事实
引导高教舆论， 以深度的理论树立
学术导向。

如何真正成为传播高教声音的
不可替代的主流阵地？ 如何成为高
教管理者信任并依赖的学术期刊？
如何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弯道超

车？ 这是 《中国高等教育》 改版面临
的三个重大使命。

我们吃透两头，把党和国家关于高
教的指示和部党组决策传达到基层，设
置了“本期关注”“高端访谈”栏目。

我们推动高校教学科研再上台
阶， 领军国际前沿， “理论视野”
“前沿观察” 记叙您的思考， 写下您
的足迹。

我们关注每一个师生， 每一所学
校都是我们联系的对象， 尊重基层抓
“活鱼”， 设置了“高教纵横” “基层
气象” 栏目。

互联网时代， 每个师生都有机会
轻触键盘， 拿起手机， 与我们共建融
媒体， “微研讨” 倡导平等交流、 分
享共赢。

地球村的每个角落都牵动着彼此

的神经。 向世界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在学习中赶超， 在赶超中学习。 “域
外视角” 与您同行。

高等教育凝聚着高端智慧。 高教
事业坚守着理想高地。

期待您和我们携手共创中国高等
教育第一刊， 打造高等教育决策智
库。

在这个平台上， 您有发言权。

《神州学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留学， 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从精

英时代迈入大众时代。
随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留学工

作会议的召开， 留学工作被提升到
国家战略的层面， 留学， 真正进入
了一个大时代。

你们： 海外留学生、 准备出国
留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 我们：
《神州学人》 杂志， 都将要站上更

大的舞台。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价

值被重新定义。 如何让自己变得更
有价值， 其实是摆在你我面前的共
同课题。

这也是一个逆袭的时代， 龟兔
赛跑不再是一个童话， 没有创新思
维和持续发力， 兔子永远会被乌龟
逆袭。

这又是一个略显残酷的新媒体时
代， 不论是网络还是移动客户端， 读
者的选择有太多太多， 我们的压力越
来越大。

但是， 我们仍在努力赶超这个时
代。 我们拥有你们这样特殊的、 热心
的读者， 我们希望能拿出更生动、 更
有深度、 更有内涵的报道内容， 讲好
留学生的故事， 发出留学生的声音，

展现留学生的精神， 因为你们的故事
就是中国故事， 你们的声音代表中
国， 你们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
神。 也希望你们能从 《神州学人》 找
到动力和启迪， 规划自己的人生， 找
到符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义无反顾地
迎接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你们每天都在进步， 我们也一
样。 我们不仅有杂志， 还有中国大陆

第一家中文网络新闻媒体。 如今， 我
们已被包括杂志、 网站、 多种移动媒
体的全媒体平台包装一新， 接下来，
就是要在这个平台上为你们提供更加
精准的服务。 你们的需求就是我们的
工作目标， 我们希望和你们一起创造
需求， 一起提升自身价值。

你们是幸运的， 我们也是， 因为
我们将共同迈进一个大时代。

《中国民族教育》：民族特色、教育情怀
从地图上看， 我们有的在祖国

的大西北、有的在大西南，有的远在
漫长的边境线上， 有的分散于广袤
的祖国内地。 但我们因为从事一项
共同的事业而有了天然的联结，那
就是民族教育事业。《中国民族教
育》这个平台，让我们理解与相通。

2015年， 一个元年开始， 我

们也将作一次新的尝试———让 《中
国民族教育》 离你们更近些。 为
此， 我们全新改版， 赋予杂志内容
与形式新的变化， 我们希望把一本
“好看、 有用、 接地气” 的纸质杂
志呈现给你们。

改版后，内容上，我们力争做到
宽视野、有特色、重思想含量和问题

意识，您将从时政性、新闻性、民族性、
专业性、 文化性的内容中找到您的所
需，也希望奉献出您的思想与情感。

形式上， 我们力求现代感强的版
式风格。 为此， 杂志在结构呈现上将
更加清晰和有逻辑性， 具体由七大板
块和板块下的子栏目组成： 时政板
块、 思想板块、 聚焦板块、 典型板

块、 治教板块、 专业板块和文化板
块。 无论您是从事民族教育的行政管
理者、 研究人员， 还是各级各类学校
的管理者、 一线教师， 都将从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主餐。 或者， 您不是从事
民族教育工作的， 只是关注或对民族
及民族教育事业感兴趣， 我们的杂志
是您的必然之选。

改版后，我们将秉持“民族特色，
教育情怀”的办刊理念，力争将杂志办
成民族教育的第一品牌媒体， 真正成
为从事民族教育事业的所有人的共同
平台。 欢迎您与我们的微信、 微博和
QQ群即时连接。 让我们在一起，怀着
一份真挚的民族情感， 共同为民族教
育的明天添上一抹最绚丽的色彩！

中国教育报刊社新媒体集群

中国高等教育微博 神州学人微博 中国教师报微博 中国教育新闻网微博

中国教育报微信 人民教育微信 中国高等教育微信 神州学人微信

中国民族教育微信 中国教育之声微信 教育自媒体指数微信

好老师微信

中国教师报微信

家庭教育之声微信 中国教育报新浪微博 中国教育报腾讯微博

中国教育新闻网 神州学人网 蒲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