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

织《新视野大学英语》专家编者团队全新设计、全新开发的一套立

体化教材。教材延续新视野系列教材的经典特色，引入先进外语教

学理念，融合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以满足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需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依据即将出版的《大学英语教

学指南》精神，针对大学通用英语阶段的基本要求设计，并适当兼

顾提高要求。教材充分考虑大学英语课程兼顾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

点，扎实训练学生的语言技能，注重主题的视野广度和人文内涵，

使学生置身世界文化，学习交际之道，感受语言与文化的魅力。同时，

教材深度融合课程教学与数字技术，提供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数

字课程，搭建功能多元、共建共享的教学管理平台，并充分发挥移

动互联优势，创造互动性、个性化学习空间，优化教学体验，提升

教学效率。相信这套新时期的新教材会为广大高校英语教师开创教

学的“全新视野”，帮助教师实现英语教学的新突破。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总主编  郑树棠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级教学名师，《新视野大学英

语》（第一版）、（第二版）总主编。

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持编写了

多套重要教材；曾任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院长、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

学英语教学基本要求”项目组副组长，主持词表的制定。

编写团队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的编者团队汇集国内多所院

校的资深教授和骨干教师，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对外

经贸大学、人民大学、天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郑州大学、

西南大学、河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的专家及教师参与

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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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

三版）共设 1-4 级，供两个学

年使用。每一级包含《读写教

程》、《视听说教程》、 《泛

读教程》、《长篇阅读》和《综

合训练》。同时提供与教材配

套的学习光盘、数字课程、试

题库、教学课件、移动学习资源，

以及完善的网络教学管理平台。

各课程、各媒介之间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 读写教程 视听说教程

长篇阅读 泛读教程 综合训练

数字化学习资源

Unipus 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

数字课程
读写、视听说、综合训练、长篇阅读

学习评测
试题库、iTEST、iWrite

教材结构

教材整体介绍教材整体介绍4



教材特色

★ 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革新教学模式

深度融合课程教学与数字技术，提供体系完善、内容丰

富的数字课程，并且开创性地提供移动学习资源，满足

个性化学习需求，提升教学效果。

★ 践行以教师为主导，强化自主学习

营造“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凭

借丰富的教学内容、灵活的活动设计，强化教师在课堂

上的主导作用；通过系统详尽、有针对性的技能和策略

讲解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 提供多样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相长

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方便教师因材施教；同时，

提供多种测评手段，帮助教师及时准确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况，调整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促进专业发展。

★ 选材富有时代气息，体现人文特色

教材充分考虑时代发展和新一代大学生的特点，选材富

有时代气息，主题内容展现视野广度和人文内涵，融合

BBC 优质视听资源，使学生置身世界文化，感受语言

魅力。

★ 练习强化应用能力，突出思维培养

练习活动设计科学、安排有序，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的语言

应用能力；同时，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问题和交际任务，

培养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 教学设计循序渐进，夯实语言基础

教材编写基于细致调研，准确把握大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

各级别定位清晰，难度逐步提升。通过科学严谨的材料选

择和词汇编制，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语言知识，打好语言基础。

体
现
时
代
特
色   

培
养
人
文
情
怀

重
视
能
力
提
升   

创
新
教
学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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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教程》共设 1-4 级，

每级包含 8 个单元，注重对学生

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有效巩固和扎

实培养，通过视野开阔、内涵丰

富、思辨性强的选篇，设计灵活、

形式多样的练习，以及系统的技

能策略指导，全面提高学生的读、

写、译能力。

读写教程

Unit project

Preview

Section A
Text A

Section B
Text B

单元结构

Reading skills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focus

Collocation

系列教程介绍系列教程介绍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focus

 Structure analysis and 
writing

Translation

Pre-read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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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多样，科学有效 

语言练习丰富多样，内容安排

循序渐进、环环相扣，重在提

高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技

能培养系统全面，补充词汇、

写作、阅读等方面的策略，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重视运用，促进交流

教材着力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

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全新

设计的文化翻译板块，包含英

译汉和汉译英两个段落翻译，

以古今中外文化传统和社会发

展为主要内容，培养学生英汉

互译能力，提高学生的语言输

出和文化沟通能力。

★ 核心词汇，学用结合

教材严谨编制词汇，并对核心

词汇进行重点训练。全新设计

的词语搭配板块，实践语块教

学理念，通过对常用词语搭配

的展示和练习，帮助学生巩固

语言知识，加深理解，提高语

言运用能力。

主要特色

New New

★ 题材广泛 ，内涵丰富

涉及社会、历史、经济、哲学、

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内容，

趣味性和思想性并重，人文性

和科学性兼具。选篇安排考究，

通过观点的交锋、思想的碰撞

来启发思考，启迪思维。

7



《视听说教程》共设 1-4 级，

每级包含 8 个单元。教材原版引

进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国际获

奖教材 Speakout，并依据国内

教学实际全面改编，以高品质的

视听资源营造真实地道、视野广

阔、人文气息浓厚的英语听说环

境，以设计灵活、步骤清晰、听

说结合的练习活动引导学生掌握

听说技巧，提高听说能力。

视听说教程

系列教程介绍系列教程介绍

单元结构

Learning objectives  Opening up  

Listening to the world  

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 Further practice in listening

Wrapping up

21

6

5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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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特色

 Viewing 
 Video       + before/while/after you view

 Sharing
 Video podcast

Learning objectives 提供具体的、可实现、可度

量的学习目标，单元最后的 Wrapping up 与目标

对应，方便学生考核学习成果，反思学习过程。

BBC 原版视频，一段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街头采访，

受访者讲述经历、阐释看法，为学生提供语言和观

点的范例。

1 

 Listening 
  Listening skills + before/while/after 

you listen

3 

2 

●  系统翔实的听力技巧讲解，包括捕捉重要细节、

抓住关键信息、理清逻辑、巧计笔记等；
●  真实地道、形式丰富的语料取材，包括专家访谈、

故事叙述、学术讲座、广播节目等；
●  细化的学习过程，各步骤环环相扣，课堂操作

性强。

通过图片、测试、讨论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导入单元

主题，激发学生兴趣，进行深入了解和探讨。

Learning objectives & Wrapping up

Listening to the world  

Opening up

●  BBC 原版视频，带领学生遨游精彩世界，体验风

土人情，结识顶尖芭蕾舞者，领略奇幻极地绿光，

参加浪漫希腊婚礼，探寻谷歌成功奥秘……从而

开阔视野，增进文化感知力；
●  由易到难、层层深入的学习过程，帮助学生透彻

理解主题，提升文化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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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tation (Books 1-2)
第一、二册中提供英式、美式两种发音的模仿与跟读，

纠正学生发音，优化语音和语调。

  Role-play 

 Speaking skills + Activities  
  实践“产出导向”的教学理念，以听促说，以鲜活

生动的听力输入，引导语言输出。提供全面系统的

口语技巧讲解，既教会学生如何接打电话、寻医问药、

餐馆点餐等实用技能，也提示学生语言使用的得体

性，切实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语用能力。

1 

3 

2 

4 

  Group discussion 

  Get ideas - Discuss and organize ideas - 

Present ideas

1 

3 

2 

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 

设计任务式的小组活动，通过“感知 - 理解 - 巩固 -

运用 - 反思”的练习编排，帮助学生习得语言，锻

炼思维，提高语言输出能力。

第三、四册提供演讲训练板块，以“讲解 + 范例 +

练习”的形式，向学生系统介绍如何准备演讲稿、

如何使用肢体语言、如何吸引听众注意等技巧，帮

助学生习得演讲知识和学术技能，提升公众演讲能

力。

Further practice in listening

  Short conversations

 Long conversation 

 Passages 
从大学英语教学实际需求出发，提供素材多样的听

力实训，循序渐进提升学生的听力能力。

系列教程介绍系列教程介绍

  Public speaking (Book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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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阅读 
为配合大学英语教学新需求，选取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多元

的文章，重点参考相关考试长篇阅读题型，以其他阅读练习为补充，提

高学生“快速 + 准确”的阅读能力、信息加工和分析推断能力，有效

提升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泛读教程
根据新的教学要求，全新编写《泛读教程》，选篇内容更加新颖，

符合学生兴趣。教材将英语阅读技能分解为不同的阅读技巧，通过多样

的练习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技巧，开拓视野，培养文化意识。

综合训练 
根据《读写教程》全新编写，与《读写教程》配套使用，通过词汇、

语法、阅读、段落翻译、写作等练习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加强各项技

能训练，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教师用书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提供《读写教程》和《视听说教程》配套教师用书，助力教师提升教

学效果，提高教学能力。

●  《读写教程 教师用书》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包括文化注释、课文结构分析、详尽的词汇讲解、例句以及句意分

析、练习答案和课文译文等，为教师备课和授课提供重要支持。

●  《视听说教程 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对开排版，包含学生用书全部内容，并提供听力原文、练习答案、教学策略

和方法指导，补充语言难点注释和文化现象注释，方便教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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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
课程设计基于新一代学生的心理与

习惯，提供友好愉悦的学习体验：

●  优化教学设计，学习流程更科

学：背景知识先于课文呈现，

为学习者扫清阅读障碍；知识

讲解与练习紧密联系，练习过程

中可随时回溯知识点；结构分析

通过图形具象化，一目了然；

●  引入社交学习设计，交互更多

元：写作和翻译任务可进行分

享、互评、点赞、推荐，实现

生生互动，为学习增加协同氛

围，起到激励作用；

●  外研 随 身 学      App    包含课文朗读、

词汇录音、语言练习等，方便

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

随学 随练，让学习更高效。

视听说
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操作方便，

反馈及时，并可共享互评，打造一

个全新的听说学习平台：

●  整合教材活动设计，体现多媒

体在线优势：“聆听世界”和“口

语交流”两个模块整合教材任

务，优化学习流程，听说融合，

环环相扣，引导学生从积累到

实践，逐步提高交流能力；

●  增加分享互评，提供展示舞台：

口语活动、任务成果增加分享

互评功能，通过评论、推荐、

点赞，激发学生表达观点，分

享思想的兴趣；

●  跟读、角色扮演等口语活动通

过语音评测技术，提供多维度

的反馈，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

行口语训练。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以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精心设计，与教

材相辅相成。课程系列分为 1-4 级，每一级由“读写”、“视听说”、“综合训练”和“长篇阅读”

课程组成。数字课程依托 Unipus 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多媒体、交互式、个性化的

学习内容，构建便捷、多元、开放的自主学习环境，也为教师提供丰富便捷的教学支持。

数字课程数字课程

综合训练
为读写课程提供强大充足的配套训

练，巩固学习效果：采用游戏化设

计，增强训练的趣味性，给学生以

成就激励。

长篇阅读
充分利用数字化的便捷，为阅读训

练提供人性化支持：

●  阅读速度和阅读模式可个性化

设置，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  参照相关考试设计，兼顾考试

题型。

12



试题库
试题库提供阶段性测试和成就性测试，内容完善、题型全面，包含听、说、读、

写、译等各类技能的测试题，教师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组卷。

助教课件
《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提供助教课件。教材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

目标的课程教学，《读写教程》配备通用版和活动版两套课件，供院校选择。

●  通用版课件讲解全面细致，充分挖掘课文深意，补充多样的语言训练，关

注文化素养的培养，方便教师自行修改、选用，支持个性化教学，提高课

堂教学效果。

●  活动版课件实践“产出导向”的语言教学理论，将语言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

基于项目活动的形式进行教学设计。课件将单元内容整合为一个项目，融

各项技能的训练于项目实操过程之中，并有详细的语言及策略指导，帮助

学生习得语言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培养合作意识，锻炼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语料库
教材独创性地配备语料库，包含约 200 万词，为教师提供丰富的实例，助力教

学与科研。

教师培训
为支持教师教学与科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与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合

作，举办《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教学理念与方法研修班。研修班集合

英语教学界的知名专家学者，教授先进的教学理念，展示创新的、适合教材与

国内教学实际的教学方法，点拨课堂教课技巧，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材优势，

优化教学方法，并以课堂教学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提高科研能力。

教学支持教学支持 13



1 2 组织教学

教师可在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全流程管理学生的学

习情况，发布通知和作业、设置学习进程、监控学习效果、

统计在线学习成绩、组织分组教学和互动讨论等。

 交互学习

除了小组活动、班级讨论等形式丰富的教学活动，课程

交流讨论区模块还能实现就具体学习任务线上实时交流、

答疑和互评，增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提升学习热情。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

版）融合教育理念的最新发展，

体现教学模式的最新变化，结合

数字技术的创新，为教师提供全

方位、多媒介的教学资源，为教

师实现教学创新和科研发展提供

条件。

Unipus 高校外语数字化教

学平台是为高校外语教师和学生

提供线上学习、互动交流、教学

管理、评估测试、赛事活动管理

等专业化支持的外语教学管理平

台。

Unipus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Unipus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平台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