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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第 1 期  总第 1 期 

创刊语 To Our Readers 
拥抱春天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思路及其对教学的影响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应用语言学大会即将召开 

2006 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推动科研 关注个人发展——2006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推动英语口语教学 展现大学生风采——“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A Few Words after Peak Time 

十年磨剑 超越创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建设优质教学资源 打造信息共享平台 

教学专题：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程教学 

 《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网络课堂教学设计 

 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初探 

 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互动教学模式 

 《高级英语视听说》教学设计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7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以提高我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为出发点，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西北工业大学：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探索大学生外语综合能力教育新出路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国际学术盛会 语言教学论坛——记“第五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应用语

言学大会” 

专题讨论会掠影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召开第三届常务理事会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推动教师个人发展 建设教学和科研交流平台——2007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

展系列研修班”纪实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体现职业教育特色，面向高职英语教学的网站 

HEEP 备课助手：共建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教学专题：商务英语类课程教学探讨 

 关于如何上好商务英语写作课的几点建议 

 《商务英语阅读》授课体会 

 《商务现场口译》教学与评估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设计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精彩落幕 

2007 年“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启动 

2007“亚洲大专英语辩论赛”所引发的思考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7 年第 3 期  总第 3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高校本科培养模式与大学英语课程改革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大学英语教改中的问题与思考——南开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特色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首届全国高等学校英语语言文学研讨班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关注教学新发展 携手共进促科研——外研社 2007 年度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暑期研修活

动记盛 

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掠影 

重音与非重音的协奏曲——听屠蓓教授语音讲座有感 

师者须重日新之德 学人岂疑知行合——文秋芳教授谈大学英语教师发展与培训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大学英语选修课程教学探讨 

 《跨文化口语教程》与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的特色及课堂安排 

 品读《英语电影赏析》 

 “商务英语谈判”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探究 

 科技英语课的教学特点与方法 

 “科技英语写作”及“科技英语语法”教学方法谈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散记英伦行·ES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伦敦感悟·2007 ESU and Globe Education Cultural Seminar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7 年第 4 期  总第 4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面临的挑战 

学者访谈 Great Mind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Rod Ellis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二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 

第五届中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 

2007 语言测试国际研讨会 

首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一次心路旅行，领略无尽风采 

第二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印象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探讨 

 教师引导下的文化探究与理解 

 体察文化差异，培养交流能力 

 以读带动写，培养英语思维与表达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尝试 

 浅析英语专业口语教学中积极情感之培养 

 以兴趣为先导 以互动促应用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图说 2007“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Workshop：激情铸就风采 

An Academic Symposium of Speakers，by Speakers and for Speakers 

冬日盛宴 

Making the Water Warm Enough 

从“CCTV 杯”看中国英语教学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8 年第 1 期  总第 5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探索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历程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探讨  

 利用信息技术设计和实施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读写译”课程网络自主学习与教学管理初探  

 大学英语网络学习资源的分配与整合  

 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热点论坛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多媒体外语教学与课件制作  

学术科研 Academic Research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第三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结项报告选登  

 文秋芳教授谈“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论文格式之参考文献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与评估体系，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中国外语教育》创刊研讨会暨首次编委会议隆重召开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8 年第 2 期  总第 6 期 

刊首语 To Our Readers 
开发优质教学资源 推动高职高专英语教学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科学定位，特色发展，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英语教学质量 

教改前沿 Reform Forefront 
改革中的高职高专英语教学  

学者访谈 Great Minds 
新时期的教师角色： 

设计者、引导者、研究者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探讨  

 课程教学与综合能力培养  

 课堂活动设计与英语技能培养  

 以能力为中心的公共英语教学设计  

体现职业教育特色，面向高职英语教学  

HEEP 备课助手：共建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教学研究 Course Study 
“商务英语视听说”设计理念与课堂教学  

“商务现场口译”教学设计与评估  

学术科研 Academic Research 
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特点研究  

高职高专学生应用英语能力培养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8 年第 3 期  总第 7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以学生为中心，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教学模式  

 学为中心，师重引导  

 “以学生为中心”的英语交际应用教学  

 大学英语大班教学与学习策略培训  

热点论坛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外研社 2008 年度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  

学者访谈 Great Minds 
输出假设理论：历史与未来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Meeting of Great Minds, Exchange of SLA Studies  

PacSLRF 专访之 Professor Roger Hawkins  

PacSLRF 专访之 Professor James P. Lantolf  

PacSLRF 专访之 高一虹教授  

PacSLRF 专访之 金利民教授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全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教学研究 Course Study 
“中国文化概况”：在文化交流中提高“软实力”  

“英语国家概况”：着眼语言应用，意在文化共存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2008“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启动  

2008“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落幕  

第 15 届亚洲大专英语辩论赛落幕 

我看 All-Asian  

热土闲民孟加拉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8 年第 4 期  总第 8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及其对中国外语教学的挑战  

教改前沿 Reform Forefront 

育才图远，教学惟新—对翻译专业建设的三点思考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翻译教学探讨  

 以理论为先导，形成性评价为主线，培养英汉翻译能力  

 MTI 口译教学问题分析及对策  

 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热点论坛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七届全国口译大会暨国际研讨会  

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英语演讲比赛指导—我的方案与心得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2008：提升科研能力，探索教学模式——记外研社高等学校英语教学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新视野大学英语》在线教学系统介绍  

教学研究 Course Study 
把握时代科技脉动，提高语言应用能力——谈《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翻译教学新思路—《科技英语翻译》书评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8 年第 5 期  总第 9 期 

本期视点 Highlights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中国英语专业教育改革三十年  

英语演讲 Public Speaking 
The Role of Public Speaking in China’s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才思敏捷、宏辞论道：风景这边独好——回眸 2008 “CCTV 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CCTV Cup: Competing to Be a Better Speaker  

注重日常培养，强化赛前训练  

我的 “CCTV 杯”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英语听说能力教学探讨  

 循序渐进：从 Free Talk 到 Speech  

 口语能力培养 & Task-Based Classroom  

 英语语音教学与发现式教学法  

学术科研 Academic Research 
“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 建设  

中国大学生英汉汉英口笔译语料库  

英语语音语调的研究方法概述  

教学支持 Teaching Support 
支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构建阶梯式发展平台，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教材研究 Course Study 
合于桑林之舞  

关于使用《演讲的艺术》一书的几点体会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AILA 2008 “北京之夜” 在德国埃森成功举办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2008 年年会成功举行  

聚焦外研 FLTRP Focus 
外研社大事记 

  



2009 年第 1 期  总第 10 期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育人为本，授人以渔——英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原则与模式  

精品课程 Excellent Courses 
创建合作教师团队，打造大学英语精品课程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英语教学中的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发挥教材特色，提高视听说综合素质  

 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互助式学习  

 利用网络学习系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在精读课中培养文化敏感性和能力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创新求效支持教学 严谨务实推动科研  

2008 年亲历外研社暑期研修 收获 · 回味 · 提高  

 聆听名师指点，感悟时代使命  

 耐人寻味的难忘一课  

 在教学中提升，在积累中成长  

 从“企图偷跑”到“自甘积极”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多媒体环境下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和多元评价系统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教学支持 Teaching Support 
“冰果英语”网站介绍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9 年第 2 期  总第 11 期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语言教学的教育功能及教师发展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创新理念，探索模式，实践交流，充实提高——记 2009 外研社全国高校英语教学与教师发

展系列研修班  

推动教学创新，促进教师发展——聚焦“教师发展班”  

新标准，新理念，新实践——《新标准大学英语》教学理念与方法研修班  

夯实基础课程教学，加强拓展课程建设，实践人文通识教育——外研社全国高校大学英语基

础课程与拓展课程教学研修班  

创新教学理念，探索教学模式——外研社全国高职高专院校基础英语与职业英语课程教学研

修班  

促进课程体系建设，推动专业教学发展——外研社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教

学研修班  

教改前沿 Reform Forefront 

专题讨论：大学英语拓展课程教学 

 探索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功之路  

 大学英语写作选修课的教学  

 重视英语演讲课上的“第一次”  

 借助英语电影，提升语言能力，开阔文化视野  

教学研究 Course Study 
在赏析与感悟中学会表达——《英语电影视听说》教材评析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三十六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  

英语演讲 Public Speaking 
“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要点解析  

莎翁和他的舞台  

韩国之行 辩论之旅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2009 年特刊  总第 12 期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看今朝，风景这边独好 

外研社三十年改革发展之感悟 

历史，我们共同书写（代前言） 

用心开拓，创新发展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十年发展之路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十年发展大事记  

专家篇 Scholars  
十年发展壮大，十年回报社会 

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出发点，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直面多重挑战，深抓学科建设，推动英语专业教学进一步发展 

发挥考试正面导向作用，推动教学改革，培养优秀人才 

育人为本，授人以渔 

践行教育目的多样性，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倡导工学结合，推动高职英语教学改革 

从实际出发，搞好大学英语教学 

顺应时代要求，推动翻译学科发展 

专家治社，弘扬学术 

高校英语教学在人文通识教育中作用重大 

作者篇 Authors  
博学与儒雅的完美结合——记胡文仲教授 

视野高远，脚步坚实——记郑树棠教授 

紧密合作，相互支持 

值得记住的友谊——祝贺外研社高英分社成立十周年 

担负社会责任，引领外语教育——祝贺外研社成立 30 周年 

贺外研社建社 30 周年——On the Occasion of FLTRP’s 30th Anniversary 

教学篇 Teaching  
示范院校风采  

课程改革前沿  

 翻译教学 

 英语演讲教学 

 英语写作教学 

 英语视听说教学 

 商务英语教学 

教学合作收获  

 扶持教研项目，构建教师发展平台 

 愉快的合作，难忘的印象 

 打造教材精品，致力教育发展 

科研篇 Research  
10 年创新培训，心系教师发展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推动教学科研发展 

从科研课题到创新团队——“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赛事篇 Contests  
成长篇 About us  
  



2010 年第 1 期  总第 13 期 

刊首语 To Our Readers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英语专业专业知识课程设置改革初探  

英语专业课程必须彻底改革——再谈 “思辨缺席”  

学科建设 Discipline Development 
文学的用处  

英语教学面对翻译的呼唤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专题：高年级课程的探索和发展  

 师生互动，循序渐进——“英语报刊阅读”教学中的几点思考  

 “语言学导论” 课程授课心得  

学者访谈 Great Minds 
写作与口译：从基本功谈起—吴冰教授专访  

精品课程 Excellent Courses 
重视英语基本功，锻造国家精品课——国家级精品课程 “精读”介绍  

领悟文学的魅力，培养专业的素养——国家级精品课程 “英语文学概论”介绍  

教材研究 Course Study 
在清晰的文化脉络中史说美国文学——童明《美国文学史》简评  

《新编语用学教程》简介  

 匠心独具之作 “教” “学”两宜之书——《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浏览作评  

品味思想经典 感悟人文力量——《西方思想经典导读》编写理念与教学策略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多媒体技术在烟台大学英语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促进课程体系建设 推动专业教学发展——记 2009 外研社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课程

与专业课程教学研修班  

英文论文撰写与国外期刊投稿研修班  

创新培训模式 推动科研发展——“语料库与外语研究高级研修班” 成功举办  

践行形成性评估，促进教、学、评结合——记“形成性评估：理论、科研与实践高级研修班”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二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中国 ESP》创刊研讨会暨首次编委会在京召开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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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全面、准确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论一堂课的五个境界   

教师发展  心系教师发展  建构培训体系 

教师发展研修班  

（一）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系列研修班   

（二）教学能力与教学方法系列研修班   

（三）语料库应用系列研修班    

（四）新课程教学理念与方法系列研修班   

学术骨干研修班   

教学实践研修班   

学术科研  支持学术科研  推进学科建设 

第五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中标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第四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结项   

我国对大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研究的综述   

教学资源  创新教学理念  提供优质资源 

建设和谐课堂 实现师生共赢   

广集众志凝聚共识 创新理念推动教学   

职业教育的先行者   

拓展高职教学内涵 实现学生职业发展   

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程   

融汇语言培养，操练商务技能   

以练促学，以测促教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   

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成功举办   

英语演讲  推动演讲教学  打造精彩赛事 

演讲的“圣经”，教学的“盛宴”    

传递演讲的力量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正式启动   

推动外语教学发展 培养国际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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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学相伴，用相随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教学专题：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  

 “输出”驱动，整合教学——高校英语口语课堂的听、说、读、写一体化教学模式 

 使“读有所思，写有所得”   

 设计引导，自然过渡——浅谈英语口语教学中“输出”能力的培养   

 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在思辨训练中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2010 外研社全国高校英语教学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全国高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与发展研修班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   

学员感言   

教学研究 Course Study 
口译教学理念的发展及教学模式的探索——从口译教材谈起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与研究生科技英语教学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谁读了这本“没有人写过的书”？——评王初明《外语是怎样学会的》    

“ 文化失语者”的十全大补汤——评《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构建大学英语教学新体系，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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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寄语 To Our Readers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立足长远发展，建设课程体系 

全面、准确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高校本科培养模式与大学英语课程改革   

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课程设置   

英语专业专业知识课程改革初探   

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教学前沿 Teaching Frontiers 

创新教学理念，拓展课程内涵 

大学英语  

发挥教材特色，建设合作团队   

重视文化教学，培养综合素质   

新视界大学英语   

高职高专英语  

新职业英语   

《职业综合英语》课程设计    

翻译专业  

翻译职业化时代的教材建设   

翻译本科专业教材建设新视野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2011 年全国高校外语学科中青年学术骨干系列研修班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 16 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序曲   

第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翻译教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IUTI）年会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志存高远 放眼世界 展现当代中国青年风采——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建设英语演讲课程，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高等学校英语演讲教学交流座谈会”召开 

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高职高专职业英语大赛   

  



2011 年第 3 期  总第 17 期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关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教学前沿 Teaching Frontiers 
以新教材使用为契机，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师发展   

交流与碰撞，思辨与创新   

发挥语言载体功能，突出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语言技能训练与思辨能力培养的有机结合   

“数字”改变大学英语教学   

新书新理念，促教助科研 

 《新视界大学英语》理念与特色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简介   

团队建设 Team Building 
创新教学改革，创建优秀团队   

充分发挥教材特色，组建职业教学团队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关注独立学院师生发展，实现英语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建设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   

深化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培养职业化、应用型人才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 ESP 专业委员会成立   

引领英语演讲教学新篇章   

“高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系列报道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题研修班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统计方法高级研修班   

 外语词汇教学与研究专题研修班   

首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材与教法研修班成功举办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正式启动   

外研社携手中国银行打造国际化人才  

世界 500 强 HR 盯紧全国英语辩论赛   

2011 第三届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一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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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 16 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开幕式致辞   

 主旨发言   

 专题发言   

 文化活动   

 名家声音   

 中国学者风采   

 专家访谈   

 Love AILA，Love China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助科研，促教学，与教师共同发展   

 2011 年全国高校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   

 教材使用与教学方法研修班   

 2011 年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   

 2011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研修班   

 2011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EBSCO 学术全文数据库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大赛十年，与梦想同行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历届回顾   

 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精彩回顾   

 选手与指导教师海外交流   

数字教育 Digital Education 
iTEST 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使用反馈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使用反馈   

外研社英语专业综合教学平台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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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总览“2011 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  

高度重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努力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战略形势下推进大学英语教学  

主旨发言·交流研讨·研讨总结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让世界走进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 

打开教学的“新视界” 

学生踮起脚尖够得着的苹果 

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设置多样化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大医学”视野下的语言教学 

在英语报刊中扩大国际视野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回顾 2011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弘扬师德风范，增强“四种能力”  

2012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研修计划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以学生为中心，全面助力大学英语教学发展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课教学实践之路  

《高级英语》与文化教学  

构建面向职场、以应用能力为本位的基础英语课程体系  

增强医护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基于《新职业英语 机电英语》的教学与评估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青春激情铸梦想，大赛十年写华章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闭幕致辞  

十年植得梧桐在  

第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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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培专题 Focus on Workshops 
外语课堂的教学策略与艺术  

大学英语教学策略探讨与交流  

 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任务型教学模式  

 谈合作学习在大学外语教学中的运用  

 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文化导入  

 外语教学中的“互动”离不开“真实性”  

2012 年暑期全国高校英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2012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师道如歌，立德树人  

第二届翻译专业教学与教法研修班成功举办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导读  

《第二语言研究中问卷调查法的特点及应用》导读  

国际视野 Global View 
Key Words for the 46th IATEFL  

基于教材的交流共享与科研探索  

优秀的 TESOL 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英语教学应从学生的需求出发  

求证数字教育的命题  

教学前沿 Teaching Frontiers 
外研社“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学术论坛”  

全国大学英语教学发展学术研讨会暨《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首发式  

外研社“高等职业教育英语教学改革与实践交流会”  

外研社“全国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与教学发展论坛”  

精品教材 Choice Books 
精泛结合，突出文化教学特色  

层层深入，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重视专业基础课程建设，夯实英语专业学科根基  

 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介绍  

 文学原理课程建设介绍  

 西方思想经典导读课程建设介绍  

有关行业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校企共建特色课程，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  

立足语言应用，提升职业素质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2012“‘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正式启动  

第十六届“‘外研社·亚马逊杯’全国英语辩论赛”地区赛圆满落幕  

“全球演讲之父”与全国学子探讨演讲的艺术  

第三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写作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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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大学英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课程论视角  

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学术英语课程需求分析  

学术英语课程教学法初探  

暑培专题 Focus on Workshops 
丰硕的成果，卓越的贡献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  

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研修班  

此曲有意两人传，愿随秋风寄燕然  

扎实练好英语基本功，灵活运用课堂教学 

数字教育 Digital Education 
外研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研修班专题网  

iResearch外语学术科研网  

高等英语教学网  

会议专题 Focus on Conferences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2012年会成功举办  

2012年中国外语教育高层论坛成功举办  

第八届中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  

2012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国际研讨会隆重举行  

第五届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教学法讲习班召开  

2012第十届全国国际商务英语研讨会举行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及教材建设探索  

谈《新视野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2012“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圆满落幕  

2012“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闭幕致辞  

2012“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荣誉榜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获奖选手、指导教师出国风采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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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  

读后续写——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一种有效方法  

英语公共演讲课与外语人才的综合能力培养探究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  

精品教材 Choice Books 
体现国际化视野 

新标准大学英语、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学术英语  

支持个性化教学 

新视界大学英语、E 英语教程  

满足专业化需要 

商务英语系列、新职业英语  

数字教育 Digital Education 
支持教材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网络管理平台  

促进教师发展 

高等英语教学网、全国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研修班专题网、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网  

创新数字教育  

外研动态 FLTRP Development 
坚持脚踏实地，创新缔造奇迹 

——外研社2012 年发展之路  

外研社“阅读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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