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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方法在本刊网站搜索：在本刊网站上找到搜索框，

输入要查询的关键词，点击“Search”，即可找到与此

关键词相关的文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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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再次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
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

近日，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编委会给我刊来信，通知我刊入
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即第七版）之教育类核心期刊。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组织众多学科专家评审、鉴定，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参加《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 年版）评审的学科专家达 3700 多位，他们经过定量筛选和专
家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万余种中文期刊中评选出 1983 种核心期刊。

我刊在 2000 年、2004 年、2008 年、2011 年和 2014 年连续五次入选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这是对我刊学术影响力的肯定。自 1978 年创刊以来，我刊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党和国家有
关新闻出版的方针、政策，始终如一地视质量为刊物的生命，全心全意地为基础外语教育服务，为
教学第一线的外语教师服务。为保证刊物的质量，我刊始终把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素质作为我刊工
作的重中之重，每年都会组织编辑人员参加有关编辑和出版方面的培训，并依托外文学院的学术资源，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专业素养。同时，我刊还聘请外籍专家为刊物的英语语言把关。

我刊的发展离不开多年来读者和作者的关心和支持。我刊编辑部会继续秉承为英语教师服务的
宗旨，倾听读者的呼声，了解教师的需求，以回报广大读者的厚爱。

欢迎订阅 2016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和
邮购《中小学外语教学》合订本

《中小学外语教学》包括中学篇和小学篇，分别于每月 3 日和 18 日出版。《中小学外语教学》力
求贴近教学实际，反映先进的教学理念，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为广大中小学英语教师提供新颖的
教学思路和值得借鉴的教学方法。《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开办的主要栏目有：教学理论研究、
教材研究、教法与经验、测试研究以及教研动态等，旨在反映中学英语教学和研究的优秀成果，促
进中学英语教师和教研人员的专业发展，为一线中学英语教师和教研人员提供教学研究的交流平台。

以下是我刊的订购信息，欢迎广大英语教师和教研人员订阅 2016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并积极
向我刊投稿。

期刊名称 购买方式及购买代号 价格
2016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
邮局订阅 2-31

编辑部邮购 16MQ
6.90 元 / 期
82.80 元 / 年

2015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 编辑部邮购 15MQ 6.90 元 / 期

82.80 元 / 年
2015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合订本 编辑部邮购 15MH 129 元

2014 年《中小学外语教学》
（中学篇）合订本 编辑部邮购 14MH 79 元

读者若从编辑部邮购期刊，邮政汇款地址：北京师范大学中小学外语教学编辑部； 收款人：张冬玲；
邮编：100875。

若需通过网银或支付宝转账，请电话联系 010-58808018 索取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