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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攻坚克难塑精品

为更好地服务作者、读者，我们自创

刊至今，始终坚持“聚学术精华，塑精品

期刊”的理念，积极发挥专业优势，紧抓

稿件质量，组织专题专栏。在行业形势严

峻的情况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发

挥网络及新媒体作用，开展一系列线上、

线下活动，并结合抖音等新平台进一步升

级媒体矩阵服务。已经和正在开展的举措

如下：

继续定期组织专题专栏，聚焦学术热

点、难点及基金类课题，纵深探讨前沿理论

与技术的最新研究与进展；汇聚国内外权威

专家，定期召开相应专委会的学术会议，以

便有效且深入地交流、传播专业知识；疫情

期间，运用新媒体的随时交互特点，及时传

播科学有效的防护措施、病毒研究进展等，

并组约相关稿件，指导行业安全防控疫情、

有序复工，多渠道进行媒体公益宣传，配合

国家下好防疫控疫一盘棋、打好安全复工攻

坚战；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线上与线下

矩阵服务网络，将开展系列评选活动，如优

秀论文、创新技术、最美医生、可信赖机构

等评选评审活动，为医生与就医者、作者与

读者搭建桥梁，促进互动交流，提供有效服

务；入驻抖音平台，发挥权威媒体的引导作

用，为普通大众科普医美知识，促进美容医

学从医者到受众的良性互动与科学发展。

当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编辑委员会新

老专家与学者的指导和奉献，离不开长期以

来众多朋友对本刊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

衷心感谢！

再次重申编辑部对外联络方式，以便作

者、读者与编辑部准确联系沟通：

唯一投稿邮箱: zgmryx@163.com

唯一退修稿件邮箱：zgmryxtxyj@163.com

官网：www.zgmryx.com

微信公众号：中国美容医学杂志

联系电话：029-83659967     QQ：463267163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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