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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五十载 奋发有为谱新篇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教学参考”期刊集群服务基础教育50年

“哪里有中学，哪里就有‘中教参’！”这是基础教育界对陕西师范
大学出版总社“中学教学参考”期刊集群 （以下简称“中教参”） 的鼓
励和肯定。

50 年前，创办“中教参”，是陕西师范大学服务基础教育的创新之
举。创刊之初，8 种期刊分散在各院系，不定期以“白皮书”形式出
版，免费赠予西部中学师生。初创岁月，筚路蓝缕，披荆斩棘。50 年
砥砺奋进，“中教参”走出了一条集群化、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发
展之路，现已成为我国基础教育界广受瞩目的学术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
集群，并以卓荦非凡的作为，持续服务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回望创业路：
不忘初心，奋力深耕

20 世纪 70 年代初，陕西师范大学
响应中央号召，统筹谋划，于 1972 年
10 月组织骨干力量编写以中学教学所
需知识为主、辅以分析指导的“教学
参考”，创办了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数学教学
参考》《中学物理教学参考》《中学化
学教学参考》。随后，又适时创办了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中学地理教学
参考》《中学生物教学》。

那时的“中教参”，虽名不响亮、
貌不惊人，却对充实中学教材教辅有
相 当 重 要 的 意 义 。 1983 年 ，“ 中 教
参”申请到统一刊号并交邮局面向全
国发行，闪亮登上中国期刊舞台。

坚守初心，深度耕耘结硕果。50
年来，“中教参”始终坚持社会效益首
位和正确出版方向，充分发挥传承文
化、服务教育、立德树人的功能，全
力服务基础教育教学改革，聚焦数十
版中学教科书和历次高考等教育教学
改革需要，理论上聚力国家基础教育
改革政策的论证、解读和宣传，实践
上着力推进创新性研究、指导和服
务，累计发表论文近 30 万篇，淬炼出
一批一流水平的新成果、新方案、新
经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专家名师和
领军型专业团队，持续助力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做好期刊主题策划、主
题宣传，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宣传部
署，策划推出相关重点专题和专栏专
刊；围绕教学教研活动、教师专业发
展，持续开展公益赠刊、公益培训、
公益支教，彰显公益精神和社会责
任。连续获评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
考核优秀单位，8 种刊物均晋级学术
期刊，7 种刊物 26 次入选全国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8 种刊物的 《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 转载率连年名列同类期刊
前茅，入选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重
要转载来源期刊。

“双效”统一，铸就品牌影响。50
年来，“中教参”始终围绕内容中心，
坚持质量第一，倾力打造优质精品期

刊，以良好社会效益带动经济效益提
升，实现“双效”统一。各刊发行量
均居同类期刊前列，8 种刊物年发行
总量高达 500 万册。“中教参”注重挖
掘潜在资源，形成强劲出版产业链：
通过精品化带动，打开品牌化发展新
天地；通过多系列 300 余种常年畅销
的增刊、图书和电子产品，探索出集
约化发展新路径；通过举办近千场大
型全国性学术会议和教研活动，形成
了系列教研服务品牌，实现了经营转
型新收获。

勇担使命，强化教育服务。50 年
来，“中教参”始终坚持服务基础教育
改革发展使命，通过整合资源，强化专
业特色，构建了“书刊盘网多媒融合，
研发产品服务一体”经营新模式；以期
刊集群为龙头，整体谋划，精准布局，
统筹推进，实现对基础教育全学段、全
学科、全领域服务的“三全覆盖”。多
样化、品牌化的教育服务合作，已延
伸到全国多地各级教育部门、中小
学、名师工作室等机构；每年举办全
国教育学术会议 30 多场次、各类教育
培训 120 多班次，出版基础教育图书、
电子产品 近 200 种 。 搭 建 “ 首 阳 教
育”云平台，推进教育服务融合转
型，形成教研会议与培训线上线下良
性互动，在线教育、有声读物、直
播、短视频等相得益彰的新媒体迭代
升级，融合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坚定发展路：
牢记使命，昂扬向前

“中教参”历经 50 年平凡而卓越
的求索，实现了由地方小刊到全国名
刊、由教辅期刊到学术期刊、由一般
教学期刊到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一次
又一次成功升级，办刊规模不断扩
展，“双效”大幅攀升，得到社会和业
界广泛认同。

抢抓机遇，走向专业高地。“中教
参”自创刊之日起，就针对中学教材
教辅缺乏的局面，肩负起指导教研、
服务教学的责任，满足了基础教育急
需。20 世纪 80 年代，高考制度改革与
基础教育改革同步推进，“中教参”即

以服务教研教学为己任，出版命题研
究与备考教学等系列专刊、增刊，全国
各地中学师生争相订购。20 世纪 90 年
代后，“中教参”聚焦学科教育研究、
强化教学实践指导，重构栏目，创新选
题，做优内容，被广大中学教师视为全
面提高教学胜任力的必读刊物。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教参”站在服务教育强
国的战略高度，坚持融合转型，推进
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主题、专题、
活动等教研策划效力，突出内容的时
代性、鲜活性和学术性，在服务基础
教育现代化上取得了不菲业绩。

内在提升，凸显质量特色。“中教
参”创刊之初，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亲
自组稿、审稿、改稿；各系主任担任主
编，负责稿件终审，坚持内容质量第一
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教
参”以服务基础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为基
点，经历了三次转型，创新发展、深度
改革，进一步夯实了刊群作为全国优秀
期刊的根基。注重在“实、精、新、
活”上下苦功，选题求创新，内容求特
色，从栏目结构到刊文质量，从教学指
导到课程建设，都有全新突破。面对
新旧媒介交织的挑战，“中教参”狠抓
特色定位，聚焦引领、研究、服务基
础教育教学和教师胜任力发展，内容
创新升级，影响力不断提升，“双效”
持续提高，多种刊物成为全国优秀期
刊和中文核心期刊，阔步走上了转型
创新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提质增效，壮大刊群主业。“中教
参”主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上级管
理部门和学校的高瞻远瞩、悉心指
导、全力支持。从 1985 年中学教学参

考杂志社成立到 2005 年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出版集团组建，“中教参”刊群不
断探索经营集团化、管理专业化的经
营创新之路。2007 年，“中教参”由
月刊变更为半月刊，实现了分类管
理、特色运营、规模发展。2010 年，
教育出版集团改制为出版总社有限公
司后，“中教参”融入现代企业经营新
理念，强化管理创新、内容创新，从
内容出版型向智库引领型跨越升级，
强力驱动刊群高速发展。至今，“中教
参”已拥有 2 种周刊、6 种旬刊，年出
刊 312 期，成为全国学科种类齐全、
专业特色突出、社会影响广泛的融合
性创新型学术期刊集群。

谋远图强，成就经营新格局。“中
教参”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年都
要策划举办各类教研活动。总社成立
后，着力推进“一刊引领，专业开
发，综合发展”新战略，创建了以多
媒体融合为特色的“中教参”运营平
台，盘活了更多优质资源，推动刊群
经营步入发展新阶段。以 2011 至 2021
年经营业绩为例，10 年间经营利润增
长了 4 倍多。2016 年起，总社谋远图
强，组建了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
究院，创建了新媒体矩阵“首阳教
育”云平台，把研究、服务基础教育
改革发展的专业化水平提升到新高
度。现已在全国建立“战略合作研究
基地”“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基地”“教
育科研基地”175 个，举办全国性学
术会议 228 场次，参会人数累计 53 万
多人次，举办各类教育研修活动 600
余场次，参训人数达 50 万人次，整体
经营水平再次迈上新台阶。

阔步新征程：
砥砺奋进，不负时代

总社“中教参”刊群始终把自身
改革发展融入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大局，坚持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精准把握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要求，自觉担当“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
任务，奋进新时代，体现新作为。

擘画“十四五”，锚定新目标。
“十四五”以来，总社“中教参”以创

刊 50 周年为契机，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重大决策部署与教育改革任务，以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深化基础教育教学改
革要求为主旨，围绕学校教师教育主
责主业，全面落实学校“改革中学教
学参考系列期刊的办刊思路和运行机
制，建立相应学院在办刊中的学术主
体地位，打造基础教育精品学术期
刊，引领西部教育改革发展”的要
求，加快实施总社“十四五”发展规
划提出的“期刊出版优质计划”和

“教育文化服务优势计划”，聚焦新时
代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问题、关键问
题、核心问题，做实、做优、做强教
育研究、教育服务和教研引领，不断
提升“中教参”的引领力、影响力、
美誉度，打造国内一流教育期刊集群
新时代升级版。

深化改革，增强创新内驱力。“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让出版业面
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总社
主动谋变、守正创新，坚持原创、独
创、首创原则，优化高质量期刊布
局，拓展“中教参”的视野广度、精
神力度、思想深度，强化品牌和质量
管理，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加大内容
创新力度，注重引领、突出特色，强
化融合、保持张力，提前谋划、编制
规划，聚焦重点、打造亮点，融合多
种出版服务方式，切实践行“一刊引
领、专业开发、综合发展”新理念，
着力构建一种内容、多种创意、多次
开发、多项增值的运营模式，全力推
动期刊品牌与产品区块链建设，全面
提升刊群服务教育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融合转型，做强教育文化服务。
近年来，“中教参”以教师教育为重
点，加大与学校各院系及各地教育系
统深度合作，以教育文化、全媒服
务、自主创新、内容生产、核心资源
等高端智库建设为抓手，进一步优化
刊群优质资源和专家团队力量，持续
推进教师发展研究等“三个基地”建
设，孵化教育文化服务品牌项目，提
升自主创新、协作运营能力；以优质
资源数字化为特色，健全教育文化全
媒服务体系；以专题化、主题化、体
系化为特色，健全基础教育全学段、
全学科、全领域教育文化服务课程体
系；以线上为主、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突出开发转化、开放共享特色，
推进教育文化服务转型升级，构建培
训、会议、课程、出版、咨询等多业
态的教育文化服务立体生态链，形成
教育文化出版与服务协同创新、融合
发展的新格局。

一直以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
社以“刊书载道，立社弘文”为宗
旨，以“高质量出版，大市场经营，
全媒介服务”为理念，在人文学术、
大众文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出
版领域形成了鲜明特色，成为集图
书、期刊、电子音像、数字出版、教
育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出版传媒机
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大学出版
之路。总社“中教参”50 年的发展历
程和成绩，就是典型代表和重大收
获。“十四五”及未来发展，出版总社
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出版方
针，坚持正确出版方向和价值导向，
坚持社会效益首位，按照总社制定的

“坚守事业，挺拔主业，延伸产业，壮
大基业”的发展目标，加快实现总社

“建成中国一流出版社，出版中国一流
好书刊”的“双一流”愿景，以高质
量发展，为社会奉献更多更好的文化
精品，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
出版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董事长兼
社长刘东风，出版总社监事会主席、
期刊编委会主任魏立安，出版总社副
总编辑、期刊编委会副主任康维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