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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层新闻排行榜

2023相约2023
2023年，注定是充满希望的一

年。基层新闻版将以“更加贴近基
层、更接地气服务”为方向，重心下
移，倾听基层教育好声音，寻找“小而
美”选题，讲好中国基层教育好故事！

我们将更加聚焦“落实”关键环
节，深度观察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的实际落地情况，重点推出：月度策
划“新赛道的教育‘加速’”，呈现区域
与高校如何深度合作推动科技教育、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典型做法……

我们将更加突出“基层”核心定
位，呈现基层关注的关键事，重点推
出：反映基层鲜活趣事、生动场景的
图片窗“看见基层”，聚焦一所高校
帮扶一个乡村的“一校一村”……

我们将更多围绕“通讯员”核心
群体，强化与读者的沟通互动，重点
推出：聚焦特点鲜明的普通老师“我
身边的好老师”，刊发基层通讯员、
读者读报用报的“寻找最美读者”，
基层短平快的鲜活评论栏目“基层
有话”……

2023年，我们将把笔触更多对
准一线、指向平凡，不需宏大叙事，而
是娓娓道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

回首心潮澎湃 展望信心满怀
本报记者 王阳

盼望着，盼望着，新的一年要到了，春天的脚步也近了。
2022这一年，一切都仿佛近在眼前。闭眼遐想，全是基层教育
的点滴变化；欣然张眼，尽是基层教育的鲜活故事。

目光下沉到中国教育教育的基层，我们看到的是基层教师的不懈
努力、基层学校的奋发有发有为和基层教育部门的真抓实干。基层是
中国教育生态中最有营养的土壤，也是各类鲜活教育故事的诞生
之地。2022这一年，基层新闻版的记者和通讯员扎根广阔乡

村，埋首田间地头，记录下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教育故事，写下一
篇篇沁人心脾的新闻报道。

“沉舟侧畔千帆过。”回顾2022，我们重点打磨了“每月关注·谋教
师关键小事”“一校一村”等年度策划，关注基层教育最鲜活、最有生命
力的新闻，为基层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周到而细致的服务。展望2023，
我们将一如既往构筑好基层新闻版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

“精神粮仓”，不断推出“混着青草味”的精神食粮。

“双减”工作的主阵地是学校，教师是推动
“双减”落地生效的主要力量。为此，基层新闻
版聚焦到教师这个“关键主体”，刊发重点地区
在推进“双减”工作过程中，为教师谋划“关
键小事”的“硬核”举措。

这一年，基层新闻版共策划了12期“每月
关注·谋教师关键小事”报道，以通讯稿为主
打，配发“局长说”和2—3张图片，分别聚焦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江西省宜春市、河南省
登封市等多地办好暖心惠师实事的有力举措。

充分调研、扎实采访、全面呈现是该系列
报道的一大亮点。我们和记者强化沟通联系，
充分调研论证，确定值得报道的区县。之后，
记者深入当地，扎实采访，同当地教育部门领
导，学校校长、教师深入交流，找到并总结出
当地优师惠师强师的先进经验。足迹遍布东西
南北中，尽可能多地呈现不同地区关心关爱教
师的“硬核”做法，则是该策划的另一亮点。
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经验不一。基层新闻版广
泛联系各地记者站，尽可能提炼典型做法、总

结教育经验。
服务教师需求、保障教师权益、创新教师

评价……该系列报道总结了多个地区“一揽
子”关心关爱教师的典型做法，在各地教育系
统干部、教师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这充分说明
了教师的生活工作状态，备受各方关注。

《“80后”夫妻教师的家业》《当山里娃
的梦想与音乐“邂逅”》……我们也一直在抓
实好教师的典型报道，深入发掘基层教师身上
的闪光点，给基层的教师群体以关怀、以温暖。

更有温 度的关怀

基层，是观察中国教育生态的关键场域。不了
解基层教育，就难以形成对中国教育的深刻认识。
而基层新闻版的定位，就是将教育新闻的触角，下
沉到基层，作为观察中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

在深入基层一线、细致观察总结的基础
上，记者的笔力愈来愈深，眼光愈来愈“毒”，
这也让基层新闻版的稿件更有深度、更显水

平。这一年，我们关注的话题有，华南师范大
学破解教师培训“学归学，用难用”痛点，甘
肃省天水市提升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探出新路，
浙江师范大学特教学院开创孤独症学生教育新
模式……一系列的深入报道，让基层新闻版的
内容更“活”了，也更深入地反映各地如何出
实招、出巧招破解教育“疑难杂症”问题。

这一年，我们还推出了“学校周边交通治
理进行时”栏目，聚焦各地如何将学校周边交
通拥堵问题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推出综合治理
方案，推出了《堵点变坦途 畅通上学路》《深
圳：“科技+精细”智取校园堵点》《小小“车
共体” 宁静大校园》多篇报道，切实呈现基
层疏通校门口堵点的实践经验。

更有深 度的观察

站在全局看问题，跳出教育看教育。
作为教育新闻的从业者，对教育问题的关
注，往往始于具体的学校、具体的问题。
但知之愈深，便愈强调观察教育的系统思
维。基层新闻版以基层为镜，深切关注教
育承担的促进社会进步、区域发展的使命
与责任。

面对中国已经全面迈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阶段，这一年，基层新闻版持续落实年度策

划“一校一村”，重点关注一个大学有针对性地
帮扶一个乡村的典型经验，全年不间断推出10
期报道，以通讯为主打内容，其中有《梯田里
长出“南开苗”》《文化“寻根”为乡村振兴提
劲》《牛肥羊壮产业兴 村美民富日子甜》……
总结了多个高校针对乡村，从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等多方面的帮扶做法。

教育如何“助攻”当地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这也是基层新闻版的关注重点。《企业

“出题”，学校“揭榜”》凸显学校建强校企创
新链，推动校地产教融合的有力担当；《太行山
有了常驻专家》深入记录了河北农业大学建设
农业创新站，培养新农人的扎实举措；《人人技
艺傍身 个个学历见长》发掘了贵州威宁深入
推进职业技能学历双提升工程，提高社会劳动
力受教育年限……基层新闻版的一系列报道，
以小显大，刻画了基层教育部门的有力担当，
显现了教育专业媒体特有的责任感。

更有态 度的担当

20多年前，我是一名中学语
文教师，与《中国教育报》结缘。
此后，《中国教育报》成为我成长
发展的重要阶梯。我从一名中学
教师逐步成长为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任，再到区教育局局长。岗位
数经变化，但我一直是《中国教育
报》忠实读者，也当了十多年的

《中国教育报》特约通讯员。
喜爱《中国教育报》，主要是

因为她的实用性。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需要将政策法规作为“指
南针”，将教育理念作为“望远
镜”，将典型经验作为“攀山梯”。
上至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新动向
新趋势，下至一生一师一校的成
长发展好理念好经验，《中国教育
报》都有生动而深刻的展现。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尤其
喜欢看《中国教育报》基层新闻版。
该版面很接地气，报道了很多基层
好做法，为区域教育发展改革提供
了很多鲜活实用的可借鉴经验或能
移植案例。例如《中国教育报》基层
新闻版刊登的《把正民办教育发展

“方向盘”》报道，推介了广西玉林夯
实民办学校党建工作的经验。我们
学习借鉴，实现了全区民办学校、幼
儿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确保办学方向不偏航。

《中国教育报》基层新闻版推
介了很多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我们
把这些文章汇编起来，系统学
习。我们结合电白实际，打出了
一套组合拳，重点在优化布局、完
善设备、配强师资、特色办学等方
面做文章。2021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教育报》在基层新闻版刊登
了《电白：教育成为区域发展强引
擎》，推介了电白城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做法。

（作者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

他
山
之
石
，可
供
借
鉴

梁
镇
源

基层新闻版就像一个温馨的港
湾，通过手把手的教、心对心的交
流，所有的表达和倾诉都变成了掷
地有声的正能量，刷出了基层教育
的一道亮光，提振了基层通讯员努
力前行的信心。

其一，有温度。基层新闻版关注
的是教育底部，大到老百姓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小到乡村一人校的“香火”
延续，总是投之以真情，报之以温
暖。这里的每一个教育故事有温度，
每一个栏目设计接地气，每一位人物
鲜活生动，稿件读来生动鲜活、情真
意切，饱含自然天成的韵味。

其二，特精致。近年来，基层新
闻版不断拓展和培育版面新的生长
点，每期的组版追求内容主题的统
一，突出相同主题下每一篇报道的
不同视角，以及特色化的本土经
验。更为可观的是编辑反复打磨的
标题，总让人耳目一新，可见编辑精
打细磨的专业功底、“镂云裁月”的
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品意识。

其三，有深度。“每月关注·谋教师
关键小事”栏目连续推出的重磅报道，
紧盯教师关键小事，力争把问题说透、
把经验写足、把故事讲精彩、把建议说
周全。这类深度报道不仅引起了基层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共鸣，同时
也为国家和各地决策教育工作提供了
科学参考。

其四，宽视角。今年以来，基层新
闻版的聚焦点，从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
服务、从学校教育向社会大教育观拓
展，从关注学校的发展向乡村振兴转
移。通过视角的拓展，给基层教育找到
了更多的支撑点，也为基层通讯员写好
新闻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与《中国教育报》结缘已有 13
个年头，一直坚持读、学、写。读多
了，方知其中韵味；学通了，乃可领
悟写稿秘诀；写多了，便收获满满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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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天天在看报，啥时候能上
两篇，豆腐块儿也行啊！”今年 3 月
的一天，局长冷不丁地对正在翻阅

《中国教育报》的我来了句。《中国教
育报》在我心中一直是“珠峰”一样
的存在，尽管从事了17年的新闻工
作，但终因底气不足、能力恐慌，只
读报看报，未敢投稿。

“不妨试试！”4月15日，在参加
完部分学校鼓号队日常训练后，我
立即以《湖北樊城：鼓号“社团”促成
长 践行“双减”增实效》为题，向心
中神圣的“禁地”投出了第一篇图片
稿件。未曾想，这次“盲投”竟成就
了我与《中国教育报》的美好“情
缘”。第二天校长们纷纷发来贺电，
有的还把截图发给了我……恍惚间
突然有种被幸福撞了腰的感觉。

自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时常
见缝插针奔赴学校拍摄图片、赶稿
投稿，乐此不疲。一条图片、整版图
文、头版图片新闻……随着投稿、上
稿次数的逐渐增多，我的胆子和胃
口也渐渐大了起来。

多年的持续关注，我发现《中国
教育报》基层新闻版，视角宽阔、内容
丰富、深接地气。于是，我锚定基层新
闻版，深研栏目设置及用稿特点，结合
我区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大体育·阳光
运动”，用时近一个月打磨出了《湖北
樊城探索“体教融合”之路——让每个
学生都能享受运动的快乐》这篇千字
文，没想到又是一投即中。

通过不断对比原稿和刊用稿的
差异，以及编辑们耐心、细致的提点，
我在深研中喜获“大丰收”。短短9个
月的时间，在《中国教育报》上稿7篇，

《中国教育报》客户端上稿18篇。
大伙儿纷纷羡慕地说：“你在

《中国教育报》有‘亲戚’吧。”“对！
我在《中国教育报》有‘亲戚’，有众
多素未谋面，但在云中神交已久的

‘亲戚’！”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教育局信息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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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策划
1.“每月关注·谋教师关键小事”共12期
2.“一校一村”共10期
3.“学校周边交通治理进行时”共3期

最佳报道
1.《“双减”后，办好教师的暖心事》
（1月10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2.《企业“出题” 学校“揭榜”》（2月

28日三版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黄国
辉 黎鉴远）

3.《设计融思政 吹动“中国风”》 （3月
21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唐榕）

4.《当山里娃的梦想与音乐“邂逅”》
（12月2日六版 通讯员 王诗蕾 童丹
平 本报记者 阳锡叶）

5.《办好“乡土味”的劳动教育》（1月
29日三版 记者 周洪松）

最“靓”标题
1.《一张“红黄榜”贴出文明新风尚》（5

月 16 日三版 通讯员 谢韶光 马天
天 记者 阳锡叶）

2.《“妈妈”手中线 学子身上衣》（6月
20日三版 记者 鲁磊）

3.《艾叶飘香 沐浴岐黄》 （6月27
日三版 通讯员 张安然 记者 甘甜）

4.《图书智慧流转 全岛“智在阅读”》
（9 月 26 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通讯
员 钟林男）

5.《课程“开花” 素养“结果”》（6月6日
三版 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赵亚儒）

最美图片
1.《吉林大学：暖心守护 答好防疫考

卷》（3月28日三版 徐立华 摄）
2.《春回校园 花开醉人》（4月11日

三版 梁芸 摄）
3.《校园生活 幸福体验》 （6月13

日三版 许斌华 摄）
4.《欢乐采摘 收获喜悦》 （9月26

日三版 尹晓军 摄）
5.《趣味推车比赛》 （12月16日六

版 粟勇主 摄）

我眼中的“基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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