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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教育产业蓬勃发展的新
时代。在这条道路上，外研社沐
浴过阳光，经历过风雪，翻越过
崇山峻岭，跋涉过大江大河。外
研社砥砺前行，一路奔跑，方向
永远在前方。未来，外研社必将
在这波产业洪流中继续扩大自己
的外延，放大既有的优势，实现
全新的战略跨越。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外语专业的出版
社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主动服务中国外语
教育改革与发展，而外研社是推动国家外语
教育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排头兵和产
业领导者，对中国外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
响。”这是外研社专家代表、南京大学教授
王守仁对外研社40年来为中国外语教育作出
重大贡献的肯定与赞许。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外语教育始终与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也肩负着建设教
育强国的使命。外研社成立至今，参与并见
证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始终践
行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办社宗旨，在学前教
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大众
教育等领域深耕细作，每年出版大量精品教

材与学术力作，服务数千万名大中小学生，
培训10万余人次外语教师，为推动我国外语
教育改革创新、支持我国外语教师专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学前教育打造权威阅读成长方案。自
2002年开拓少儿出版领域，外研社一直紧跟
市场趋势，围绕英语阅读、卡通动漫、绘本、
少儿文学4条主要产品线，构建了具有外研特
色的学前教育板块，打造了“丽声英语阅读”

“聪明豆”“温妮女巫魔法绘本”“托马斯英语
启蒙”“小书房”“阅读起步走”“布奇童书”
等众多品牌。2018年年底，在整合资源、调
整业务的基础上，外研社成立了“学前教育事
业群”，确立了学前教育业务板块的重要地位。

外研社致力于为中国儿童打造权威、专
业的中英文阅读体系和适合少年儿童的阅
读成长方案。其中，“丽声英语阅读”为孩
子们搭建起从英语启蒙到自然拼读，再到
分级阅读的科学而完备的英语阅读体系；

“聪明豆中文绘本课程”在全国多所幼儿园
及学校陆续开展；“布奇乐乐园”系列产品
依托外研社拥有的自主动漫形象对读物、课
程进行了立体化开发运营。外研社为幼儿园
和中小学教师提供了完备、专业的中英文阅
读课程指导及教学服务，同时助力家长深入
了解阅读理念，推动家庭阅读的顺利开展。

基础教育注重立体融合。新世纪以来，
外研社始终与我国基础外语教育发展同频共
振。2001年，外研社抓住基础英语教育改革

的契机，与麦克米伦教育出版集团合作推出
《英语》（新标准） 教材。问世近 20 年来，
这套惠及几千万青少年的经典教材共计出
版8亿册。配合教材，外研社还打造了《悦
读联播》《多维阅读》等多套符合课标精神
的英语分级读物，并通过“外研社基础外语
教学与研究丛书”等50余种外语教育学术、
研究、实践指导类图书，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从课标教材到配套读物，再到辅助教师
的教学资源包和教师发展学术丛书，外研社
在基础教育领域搭建了完整的产品谱系。与
此同时，外研社还为师生们搭建了全面的学
术支持和高端交流平台，在教师培训、学术
研讨、课题研究等方面助力专业发展。

除了传统业务，近年来外研社大力加强数

字产品研发和数字资源建设，领航出版行业的
信息化转型，在基础教育阶段实现了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2016年，面向基础教育阶段搭
建的教、学、研三位一体平台——外研社基
础教育集群官网Unischool正式上线发布。它
集图书及数字产品、增值服务、资源建设、
教师培训、科研课题、考试评测、赛事活动
等业务于一身，专注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广大
学校及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数字化外语教育解
决方案。2018年，外研社又推出外研AI智
能学习平台，以人工智能赋能英语教育，为
K12学段提供英语学科全方位、智能化、一
站式解决方案。如今，外研社已经形成了基
础教育教材+数字业务+类数字产品+师资培
训+学生活动的产业链。

高等教育生发闭环合力。40年来，外研
社高等教育业务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
等外语教育的变革，也以先进的理念、丰富
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引领和推动变革。1998
年，外研社进军大学英语教材市场，推出
《新编大学英语》，提出“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打破了一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以
教师为中心的观念，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发展影响重大。3年后，外研社又以《新视
野大学英语》 吹响了“立体化”教学的号
角，它是国内首套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立
体化大学英语教程。外研社还以《现代大学
英语》《当代大学英语》《新标准大学英语》
《新一代大学英语》等精品教材，构建了多层

次、多品种的大学英语、英语类专业以及多
语种教材体系。

教材之外，外研社积极探索教学模式改
革，支持教师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为全国
高校外语教育改革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
服务。在教学支持方面，构建了集教、学、
测、评、研于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外
研在线 （Unipus），为高等院校及师生提供
集数字内容、课程、平台、工具、智慧教室
和云方案六位一体的智慧教学解决方案；在
教师发展方面，形成了学术出版、教师培
训、教学大赛、虚拟教研室等多元化方案；
在测评体系方面，推动了课堂学习与职场应
用对接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于2016年发布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在教学研究方面，开
展了教材、教师与教法研究，传播了新的教
学理念与方法。各业务板块相互促进，整合
线上与线下，融通教学与测评，连接校园与
职场，形成高等外语教育服务新生态。

职业教育聚焦学以致用。中国职业技术
教育学会会长鲁昕在10月25日的研讨会上
表示，希望外研社能够服务好国家教育战
略，特别希望外研社为职业教育多出版图
书。自 21 世纪初，高职教育开始蓬勃发
展。2000 年，外研社联合国内多家五年制
高职院校英语教师合作编写的《英语教程》
正式出版，填补了职业教育英语教材的市场
空缺，成为国家教育部门“职业教育教材建
设基地”。2007年，外研社职业教育出版分社
成立，继续以服务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建
设为己任，以出版高质量外语教材为核心，
同时在中高职公共基础课、专业课领域精耕
细作，不断丰富中等职业教育教材体系。

随着新时代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
入，外研社职业教育业务向教育服务转型，
已形成以出版为中心，以数字服务、教育培
训、师生赛事、学术科研、国际合作等为特
色的专业化、立体化、国际化教育服务体
系，致力于推动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
升我国职业教育水平与国际竞争力。2019年
6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外研社职业教育发展
进入服务国家战略、引领行业标准、搭建沟
通平台的新阶段。

大众教育坚守多元发展。外研社大众教
育出版既涵盖自建社之初就开疆辟土的外语
辞书、读物和大众外语学习用书，也包括近
年来不断拓展的学术出版、科学出版、文艺
社科和通识教育出版。外研社以其专业、专
注、与众不同，为国民外语水平和综合素养
的提高，提供了全面解决方案。

辞书出版领域，外研社从各国著名出版
公司原版引进一大批外语词典，邀请知名
学者主持词典编译，数十年间出版了《朗文
当代高级英语辞典》《新世纪英汉大词典》
《汉法大词典》等多部辞书。2019年推出的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6版双解本，高
效助力语言学习，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交
流、阅读、写作、翻译的全面解决方案。16
年磨一剑的《汉法大词典》荣获第四届“中
国出版政府奖”。

学术出版领域，外研社一直秉持承担
社会责任、突出社会效益优先的经营原
则，出版了“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文库”“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
库”“外国文学研究文库”等学术力作2800
余种，《季羡林全集》《王佐良全集》等近
200种图书获国家优秀学术出版物奖。

2019年 10月 16日，外研社联合施普林
格·自然集团共同策划编辑的《〈自然〉百
年科学经典》十卷本全系列在德国法兰克福
国际书展发布。这是外研社涉足科学出版以
来，迈出的里程碑式的一步。

外研社汉语教育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积
累，建成汉语辞书、中小学及成人汉语教
育、教师发展、中国文化等多个产品线，完
成30个语种的《汉语900句》、80个语种的
《汉语800字》等重大出版项目，打造的重量
级中型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获全
国优秀畅销书奖等奖项。

外语教育四十载 不忘初心再出发
——庆祝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成立40周年

四十年波澜壮阔，新时代成就斐然。
从白手起家到年收入33亿元，从收到第一封读者来信到荣

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从无名小社到获得中宣部门“全国文化
企业30强”提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
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参与
并见证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为推动我国外语教育改
革创新、支持我国外语教师专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

2019年 10月 25日，这个伴随改革开放
诞生、成长起来的大学出版社，迎来了她的
40华诞。在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一场简约
而不失隆重、典雅而充满激情的庆祝外研社
成立40周年研讨会隆重举行。会议以“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回顾辉煌成
就，感恩风雨同行，展望美好未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充分肯
定了外研社在服务外语教育改革创新方面作
出的重要贡献。正如他所说：“坚持党的教育
方针和文化方针，服务立德树人、文化传承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外研社的使命所
在；坚持特色发展，把握外语教育新动向，
洞悉外语学习新需求，是外研社的立身之
本；坚持创新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代同步伐，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
音是外研社的发展之基。”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0 年
来，外研社紧跟时代、把脉大势，一路披
荆斩棘，结下累累硕果。

1979 年，外研社沐浴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春风应运而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较早
成立的几家大学出版社之一，被称为大学
出版园地的首批“报春花”。在“三屉桌、
木板椅、一部书稿、一支笔”的艰苦创业
期，老一辈外研人怀着“生存图强”的理
想，在艰难条件下打拼，推出了《汉英词
典》《学生英汉汉英词典》《现代英汉词
典》等一批扎实的外语学习用书。

1992 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
舞下，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外研社
牢牢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
略，出版了“90年代英语系列丛书”《许国
璋英语》《新概念英语》《书虫》等一系列
精品图书，影响至今。世纪之交的外研
社，已经占有全国英语图书零售市场 22%
的份额，被国内外媒体称为“中国图书市
场上真正意义的产业领导者”和“中国出
版改革与发展的缩影”。

进入21世纪，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背
景下，外研社制定了“以教育出版为中心”
的发展战略，率先开辟大学英语教材市场，
出版了《新编大学英语》《新视野大学英语》
等精品教材，首先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引入高校大学英语教学课堂，产生了

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外研社投巨
资开发大学英语网络教学平台，成为首家将
网络教学方式引入外语教学的出版社。21世
纪之初，外研社抓住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时
机，研发出版的覆盖小学、初中、高中的
《英语》（新标准）教材，以其理念新、内容
新、方法新等特色，推动了全国基础阶段的
英语教学，也真正实现了周恩来总理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提出的英语教材“一条龙”的
设想。在坚守教育出版的同时，外研社先
后涉足汉语出版、少儿出版、职教出版、
科学出版，开启教育培训和数字出版的新
业务。21世纪第一个10年，外研社发行码
洋超过20亿元、总资产达17亿元，发展之
迅猛震动行业内外。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外研社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相统一”，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贯彻党的文
化教育出版方针，坚守出版质量，大力开拓
创新，已形成大、中、小、幼学段全线出
版，教、学、测、评、研综合发展，教材出
版、学术出版、文化出版、大众出版、辞书
出版齐头并进，对内引进、对外输出双向拓
展的新格局。外研社积极迎接教育信息化的
挑战，全力打造北外在线、外研在线、外研
K12、外研壹佳等在线平台，人工智能、线
上与线下日趋交融，构建形成了“外研社+互
联网”的媒体融合大平台。外研社还通过全
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中国英语阅
读教育研究院、中国外语测评中心、中国职
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推动理论与
实践创新，构建产研融合、协同发展的新生
态。今日之外研社，已发展成为拥有80多种
语言出版能力、拥有13家海外分支的综合性
文化教育出版机构，成为中国外语教学与研
究的重要基地、外语类图书出版的重镇、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先进单位。

外研社的初心是什么？
正如研讨会上外研社总编辑徐建中在汇

报中所说：“我们的出版业也有我们的初心和
使命，这就是用知识为人民谋幸福，用知识
为民族谋复兴。牢记使命，我们的事业就会
更加辉煌。”回望外研社40年的发展之路，
可谓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40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0年深耕细作，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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