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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高职英语教学改革方向

满足学生职业发展需要

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编写队伍

教材结构

 以“工学结合、能力为本”的职业教育理念为指导，有机融合英语语言基

础与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岗位活动

 以企业的工作流程、典型工作环节或场景设计教学内容，选择各行业知识

和职业活动中实际应用的材料为教学选篇

 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情境模拟等多样的教学方式，实现教、学、做

一体化，以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企业顾问相关专业教师高职英语教师英语语言教材
编写专家

教材特色

外研社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携手国内知名院校与企业精心策划，全新推出

基础篇
行业篇

专业篇

素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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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已将世界

连为一体。民族文化的发展不再各自封闭，而是在相

互影响中多元共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人类文化

贡献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她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和

自我更新的能力。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应邀在英

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时说道：“今天的中国，有3亿
人在学英语，有100多万青年人在国外留学。我们的

电视、广播、出版等新闻传媒，天天都在介绍世界各

地的文化艺术。正因为我们善于在交流中学习，在借

鉴中收获，才有今天中国的繁荣和进步。”

中国的繁荣和进步得益于与其他各国的沟通与交

流，也得益于国民外语语言的学习与提高。高等学校

的外语教学作为提高国民外语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重

要领域之一，承载着培养高素质人才、促进“中国的

繁荣和进步”的重任。为培养出适应新世纪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外语教学除了提

高学生的语言技能，还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文化意识、道德素养与创新能力。

《英语课程标准》的制订与实施，推动了我国基

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发展，而基础阶段英语教学的

变革也将对大学英语教学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根

据新的《英语课程标准》培养出的中学生在英语能

力、知识结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将不同

于以往的学生，大学英语教学的内容与手段也必然要

相应调整，以适应新的教学对象的需求。

由此，《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我

国高等学校的大学英语教学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

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这一目标既反映

了基础阶段教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反映了社会进

步与国家发展对大学英语教学的时代要求。

在新的形势下，依据新的教学目标，面对新的教

学对象，大学英语教学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与含义。

在教学中，我们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理念，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教育的最高目标。

在教学中，我们需要充分、合理地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优化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在教学中，我们更要应时之需，为学生提供与基

础阶段英语教学有机衔接的“一条龙”英语教育，使

新一代大学生真正成“龙”。    

社会发展呼唤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呼唤教学创

新。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文化瞬息

万变的时代，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出版都面临巨大

的机遇与挑战。2009年，走过30年发展、创新之路

的外研社愿与全国外语教育界的专家与教师一道，

为推动我国外语教学的创新、培养时代需要的高素

质人才，共同探索，不懈努力。

创新时代呼唤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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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9年工作要点
2009年工作的基本思路是：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核心，以大学生的能力培养为重点，以“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标准，充分发挥教育战线专家

的指导和智囊作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强化教学管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09年拟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1. 按照部党组的工作安排，扎实抓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深入学习调研，认真检查分析，

抓好整改落实，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以“谋划教育事业科学发

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为载体，紧密结合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实际，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高等教育专题的制定，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重点，以点带面，

整体推进高等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不断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2. 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加强司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员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努

力使学习实践活动成为司干部解放思想、研究问题、凝练思路、改进作风、廉洁自律的重要过程，

不断提高司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努力确保司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二、继续实施“质量工程”，全面推进本科教学改革

3. 按照规划，继续抓好2009年度“质量工程”的各建设项目的实施工作，加强经验总结，促进各项目

建设在名额分配、遴选机制、建设内容等方面更加科学合理、公正透明。

4. 重点加强对“质量工程”项目建设的指导和检查，通过举办项目建设培训班、研讨会等，进一步提

高对项目建设的理解和认识，建立健全制度规范，促进项目建设有效开展，将项目建设与人才培养

工作有机结合。

5. 进一步加大对“质量工程”实施情况的宣传报道，积极培育典型，努力打造精品，发挥示范辐射作

用。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让社会各界理解、支持、参与“质量工程”。

6. 进一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质量工程”的实践经验，做好“质量工程”二期规划、设计、论

证等工作。

三、继续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深化高职高专教育教学改革

7. 继续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推动“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的

实施。

8. 推进以产学结合的人才培训模式改革为重点的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国家级共享型专业教学资源库的

建设。

四、继续参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

编写工作

9. 根据中央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总体规

划》，继续配合中央抓好41种共四批重点教材的编写，全面启动由教育部负责的93种教材的申报、

评审和编写工作。

要闻回顾
News in Br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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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积极推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工作

10. 进一步推进继续教育资源整合，推进优质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和专

业技术人才的继续教育工作。

六、加强对各学科教育的分类指导工作

11. 加强对各学科教育的分类指导工作，筹备召开理科类教育、文科类教育和艺术类教育座谈会议。广

泛调研、认真听取各方意见，针对存在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按照学科特点和发展现状，提出分类

指导意见。

12. 继续深入进行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教学改革问题的研究，推广改革经验，着重推动经济管

理、法学实验室建设，着力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13. 加强农林医药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与制订，研究提出农林医药教育各学科（专业）发展战略报告（讨

论稿）；研究提出“增强高校为农村输送人才和服务能力”的思路和措施。

14. 扎实推进高等学校创业教育工作，开展创业教育研究，编写创业教育研究文集，营造大力开展创业

教育的浓厚氛围。

15. 推进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继续做好基地建设工作，力求实现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大力推进高校文

化素质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解决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优质教学资源短缺问题。积极推动文

化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促进文化素质教育健康发展。

七、继续深入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16. 全面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开展全国范围内《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及基于网络与多媒体教

学方法的师资培训。指导出版社尽快做好教学软件的完善和升级工作，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有力

保障。

八、切实做好第六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有关工作

17. 启动第六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总结近几届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审经

验，研究改进教学成果评审的方案，启动申报工作。

九、统筹规划，完善和改进新一轮次的评估工作

18. 规划和启动新一轮教学评估工作。完善评估方案，加强分类指导，建设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信息数据库

和质量监控信息系统，积极探索教学状态数据公布、专家进校评估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评估机制。

十、认真做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调研和拟定工作

19.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调研工作方案》安排，做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专

题”的调研和报告起草工作，在此基础上，开展分领域的高等教育规划纲要调研工作。

转自“关于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9年工作要点》的函 教高司函〔2009〕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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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包

括二语习得、英语学习策略、口语测试、学习者语料库研究等。发表论文60余篇, 出版专著10

部。有丰富的语言教学及教师培训经验，曾设计和组织过不同类型的外语教师培训。

主要学术著作包括：《英语语言学导论》、《英语学习策略论》、《英语口语测试与教

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英语学习的成功之路》、《英语学习策略实证

研究》、《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译语料库》等。

文秋芳教授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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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强调“育人

为本”是我国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英语

课程作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课，理应将把

“育人为本”作为英语教学的出发点与落

脚点，把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教学的

终结目标。“授人以渔，”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英语的能力，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方面之一。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

出：“未来的文盲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

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最近温家宝

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也特别强

调：“我一直信奉这样一句话：‘教是为

了不教’。不在于老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

数学家或文学家，而是老师能给学生以启

蒙教育，教他们学会思考，然后用他们自

己的创造思维去学习，终身学习。”

我个人非常赞成“育人为本，授人以

渔”的英语教学理念。一方面从培养学生

综合素质考虑，获得终身学习能力是时代

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外语学习的特点

出发，具备自学能力，不断学习新词汇、

新表达方式是应对语言发展的必须。设想

半年不看英文报纸、不听英文广播，我们

就无法运用最近有关金融危机以及政府救

市等相关的表达方式。多年来我一直坚持

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作为课程学习的

一部分。为了与广大教师分享我的理念与

实践经验，我还和同事们共同举办过多期

英语学习策略培训班。本文将介绍和讨论

“英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原则与模式，以

期说明外语教学中如何“授人以渔”。

一、英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原则

外语教师在设计策略训练课程时，要

贯彻下列四条基本原则：（1）必须清除对

英语学习策略的错误观念；（2）必须以

“我要学”为前提；（3）必须要从“管理

策略”入手，调动学生的自主意识；（4）
必须把策略训练作为系统工程来进行。

（一）清除对英语学习策略的错误观念

英语学习策略训练要想取得理想的效

果，必须要清除对英语学习策略的错误观

念。一个行为的实施往往源于一个相对应

的观念，一个观念不一定引发一个相应的

行为，其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这

就是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但有一

点我们已经取得共识，这就是：要改变一

个人的行为，必须先改变他的观念。如果

忽视观念的转变，行为的改变很可能是纸

上谈兵，没有成效。

错误观念一：策略是“灵丹妙药”。

有人把英语学习策略吹得神乎其神，

好像掌握了策略，就不需要再花功夫学习

外语了。其实，英语学习策略不是灵丹妙

药。它能帮助提高学习英语的效率，但不

能替代英语学习本身。外语学习本身需要

花时间、下苦功，词汇要一个一个去积

累，语音语调要一点一点去模仿，语法规

则需要一个一个去练习。即便掌握了学习

策略，它也改变不了英语学习循序渐进、

日积月累的本质。我们认为，英语学习光

下苦功不行，不下苦功也不行；苦功加策

略才能保证成功。

错误观念二：学习成功者使用的策略永

远成功。 
早期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者误认为，



外语学习不成功者只要效仿成功者的学习

策略，学习就能取得成功。后来的研究发

现，不成功者即便努力效仿成功者的策

略，收效也并不明显。其原因很简单，学

习者千差万别，学习环境千变万化，学习

任务性质不一、难度不等。策略因人而

异，因时因事而变。事实上，外语学习成

功者不是“千人一面”，他们“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结果是“条条大道通罗

马”。如果我们认不清策略的本质，把所

谓的“好策略”不加区别，向所有的学习

者“推销”，其成效自然不理想。

错误观念三：策略的种类和频数越多

越好。

早期的外语学习策略研究者还有一个

错误的假设，那就是外语学习成功者比不

成功者使用的策略种类多，使用这些策略

的频率高。后来的研究证明，这样的假设

太简单了。学习策略种类的多少，使用频

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与学习者的语言

水平和任务的难度有关系。 当学习者语言

水平高，任务难度低，使用的策略种类和

频率不会很高，因为这里很多程序已达到

自动化程度，不需要使用策略。当学习者

水平过低，任务难度过大，使用的策略和

频率也不会很高，因为这里学习者不具备

使用策略最起码的语言水平。此外，有些

策略（例如补偿策略）是双刃剑。他们既

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果对

它们使用过度，或使用不足，都可能对外

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二）必须以“我要学”为前提

策略训练必须以“我要学”为前提。

这里“我要学”，首先指的是学外语，其

次才是学习策略。试想学生原本就不喜欢

学外语，他们怎么能愿意花费时间学习策

略呢？因此设计策略训练课程时，首先要

调动学生学习外语的积极性，然后才是激

发他们学习策略的强烈欲望。缺乏这两方

面的动机，再完美的策略训练课程也不会

收到理想的成效。

（三）训练要从“管理策略入手”

策略训练要从“管理策略入手”，以

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为目标。我们都知

道，学习英语的策略多种多样，严格说来

没有穷尽。如果某个策略训练课程是以传

授具体策略为目标，那训练课程将永远完

不成任务。退一步说，即便研究者有可能

把所有的策略都罗列出来，我们也不可能

把时间都花在学习策略上。从管理策略入

手，把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作为最终

目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

“培养自主意识”不是一句空话。它要通

过具体的训练内容来实现。需要强调的

是，这里具体训练的内容不是目的，而是

手段。通过某种训练活动，教师着重要培

养的是学生自我评价能力和自我调控能

力。一旦学生具有了这两种能力，他们离

开学校也能自己学习到新策略。

（四）策略训练要有系统

策略训练是系统工程，因此每次训练

的内容必须放在整个系统中去考虑。孤立

地训练某个策略，往往治标不治本，收不

到长期效果。例如训练输出阶段所用的策

略时，我们要综合考虑管理策略、语言学

习策略和情感策略，同时我们要考虑观念

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管理策略位于较高层

次，语言学习策略和情感策略位于略低层

次。执行管理策略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低层

次上策略的成效。因此，离开管理策略而

单纯训练低层次上的策略，很可能收不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育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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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策略入手，把培养学
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作为最终目
标，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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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语学习策略训练模式

（一）训练模式分类

外语学习策略训练模式可以分为多种

（见表1）。从训练的时间来看，可以分为

短期集训和长期训练；根据训练与日常教学

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融合式训练；根

据教学方式，可以分为隐性式训练和显性式

训练；根据不同的组织形式，可以分为集体

指导和个别指导。

短期集训指的是将一段时间完全用于

策略指导，例如开学初、期中考试后、学

期结束前。相反，长期训练就是将策略训

练分散在平时日常教学中。所谓分离式就

是策略训练和日常教学分开，策略训练的

内容自成体系，不受当天教学内容的影

响。所谓融合式就是策略训练与日常教学

紧密结合。Weaver 和Cohen（1997）把它

称为strategies-based instruction (SBI)，进

入21世纪后，这种融合式的策略培训又进

一步发展为styles-based and strategies-based 
instruction(SSBI)。

短期集训通常采用分离式模式，一般

不和正常的语言教学任务联系在一起。它

的好处是：学生通过训练能对策略的总体

作用和特点有完整的了解，能较为系统地

了解多种学习策略。不足的是：策略的学

习和掌握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试图通

过一两次短期训练来解决学生的策略问题

显然不现实。长期训练既可以采用分离

式，也可以采用融合式。采用分离式时，

每次或者每周上课时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

策略训练，这种训练与正常的教学活动没

有必然的联系。采用融合式时，策略训练

和平时的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生能

比较自然地掌握某个学习策略，然而这样

的训练难以使学生对学习策略的作用、特

点和使用形成一个完整的了解。

所谓隐性策略训练，就是指教师在策略

训练时并不向学生明确说出目的和意义，而

是巧妙地将训练隐含在活动之中；显性训练

就是教师将自己的意图和目的明确、清楚地

告诉学生。根据Cohen （1998） 的经验，对于

成年人，显性训练比隐性训练效果更明显。

所谓集体指导，即训练以班级或年级为单

位进行。而个别指导的对象是单个学生，或是

有类似问题的少数学生，这种方式通常用来解

决个别差生存在的严重问题。这就好比给病人

看病一样。它的针对性强，容易收到成效，但

耗时费力，难以在大范围内进行。

上述各种训练模式各有利弊。比较理想

的做法是将它们结合起来使用。如以新入学

的大学生为例：可在新生入学教育阶段进行

集中训练，日后再进行分散训练，其间可根

据情况对少数学生进行个别指导。

（二）常用训练模式介绍

下面将介绍最常用的三种训练模式：短

期集训、 融合式的长期训练和个别指导。

短期集训

短期集训可以是一次，也可以分几次

进行。第一次最好安排在开学初，然后穿

插在学期中间，每次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设想我们训练的对象是刚进校的大学生，

第一次集中训练最好安排在新生入学教育

阶段，时间可为一到两天。以后可在学期

中或开学初，训练时间的长短可视具体情

况而定。长的可以是一两天，短的也可以

是两三个小时。确定训练内容时，要考虑

时间的长短和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主要

困难。

第一次的集中训练可分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学生使用学习策

略的情况。首先可做问卷调查，以得到初

步的整体印象，然后将学生分组，让学生

表1：策略训练模式分类

分类依据 训练模式

时间分配方式 短期集训 长期训练

与日常教学的关系 分离式 融合式

教师教学的方式 显性式 隐性式

组织形式 集体指导 个别指导



根据问卷的题目，描述自己进行某项学习

活动的情况。如有可能，最好设计一些活

动让学生操作，教师好直接观察到学生的

某些行为。在这个基础上，教师可为每位

学生建立“学习策略”的档案。第二部分

的训练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学生认识学

习策略的重要性和多样性。教师可用实例

来说明这个问题。二是要使学生初步了解

对学习策略调控的步骤和方法。具体解释

时，可以某项语言学习活动为例。

短期训练一定要事先制定好一份总体

计划，将需要训练的内容一一列出来，然

后再筹划分几次将这些内容完成。表2列出

的总体计划仅供参考。

具体地说，每次训练要完成两项任

务：一是使学生了解从事某项学习活动的

多种策略，以便他们日后根据情况进行选

择；教师在介绍策略时，最好能说明它们

各自的利弊，这样可避免学生形成单一而

简单的思维模式，从而提高学生运用策略

的灵活性。二要为学生提供试用这些策略

的机会，因为策略归根结底是一种技能，

学生不练习，就不能掌握它。但训练时，

上述两项任务并不是按时间先后截然分

开。较常见的情况是，教师介绍一个策

略，学生试用一个。最后，教师再组织学

生进行总结。

也可先组织学生讨论如何进行某项活

动。如组织学生讨论：“你认为听不懂老

师用英语上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怎样解

决这个困难？”  通过讨论，学生各抒己

见。一方面，这能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意识

程度，增强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另一方

面，可以为教师的讲解提供丰富的素材。

事实上，学生已经运用了多种有成效的方

法。如果教师能将学生的有效方法与所讲

内容及时地结合起来，学生会感到更加亲

切，更容易接受。

融合式的长期训练

与上述强化训练的方法不同，融合式的

长期训练不需要专门安排时间，它和日常的

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张此法的人认

为，学生通过一系列课堂活动，能够比较自

然地学会某些策略。例如在阅读课上，教师

给学生训练各种阅读技能的同时，可有意识

地让学生决定何时需要scanning，skimming
或close reading。教师可利用所学课文来说明

对课文理解的不同深度。时而还可以让学生

对课文后面的理解题给以评价，甚至就课文

提出不同理解深度的问题。遇到生词时，可

让学生讨论课文中哪些词语重要，哪些词语

值得花时间记。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在字典上

查某个生字，然后让学生说明他们把某些东

西抄下来的原因。如此做法可促使学生在进

行某个活动时，能有意识地进行一系列的自

我决策。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列举记忆某些单

词的策略，并让他们讨论各种策略的特点。

听力课上，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听力

内容，训练学生的predicting strategies，
selective attention strategies或 inferring 
strategies, 也可以在口语课上让学生练习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compensation 
strategies等等。偶尔，我们还可以就听力中

的困难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某些地方听

不懂？怎样能克服这些困难？”这样的活动

对听力差且管理能力低的学生特别有帮助。

通过讨论至少促使他们思考一些问题，从而

提高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写作课上，可时而要求学生对作文进

行自评，时而让学生互评，我们还可以集

体分析学生的优秀作文，并让学生对照自

己的作文，找出不足之处。这可以有效地

培养学生的评价能力。

长期训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训

练不容易做到有系统；二是对学生的策略

教育专题
Education Feature

表2：策略训练总体计划

内  容 目  的

1．提高听力的方法
着重解决学生听不懂老师用英文讲课的困难；指导
学生如何收听英语广播。

2．提高会话能力的方法
帮助学生克服不敢开口的心理障碍；为学生提高英
语会话水平提供多种途径。

3．改进语音语调的方法 指导学生如何纠正顽固音和不恰当的语音语调。

4．提高阅读能力的方法	
指导学生如何解决教材中的生词，重点使学生懂得
何时用词典、怎么用；让学生知道不同水平的理解
以及达到深层理解水平的方法。

5．进行课外阅读的方法
使学生懂得如何选择阅读材料，如何处理生词，如
何提高阅读速度，如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6．学习词汇的方法
指导学生如何扩大自己的词汇量，如何提高记单词
的效率和运用单词的能力。

7．提高英文写作能力的
方法

为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提供多种途径。

8．学习语法的方法 使学生了解如何对自己语法欠缺的方面进行补救。

10 外研之声



从“知”到“行”需要时
间，需要实践。教师一定要给学
生提供足够的训练，让学生从
knowing顺利地过渡到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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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不易全面了解。弥补其不足之处

的最好办法是，将分散在日常教学中的策

略训练活动及时记录下来，定期进行归

纳、分类；日常分散训练时，做到心中有

全局。

个别指导

学生在学习策略上表现出很大的差

异。短期集训或长期训练往往不能解决少

数差生的问题。他们非常需要教师给予个

别的指导。但由于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

限，个别指导只能用于解决少数学生身上

存在的个别严重问题。为了节省时间，教

师可同时指导两三个有类似问题的学生。

在个别指导时，首先要能比较准确地

找出学生存在的问题。这可不是一件简单

的工作。差生通常自我评价能力低，说不

清困难所在，过高或过低评价自己的情况

也比较普遍。因此最好将观察与面谈的方

法结合起来。根据我调查的结果，差生存

在的问题可能有4种：有的是观念不当；有

的是缺少有关策略方面的知识；有的是不

懂得怎样选择学习策略；有的是策略操作

不恰当。但就进行某一项学习活动而言，

学生所出现的问题往往不止一种。

不同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

决。如果是观念上的问题，教师需要花费

的时间比较多。首先要能找出他们形成不

当观念的原因，进而才能帮助他们改变观

念。事实上，观念的更新并非能在短时间

内解决。    

如果问题在于学生的知识范畴中没有

足够的策略方面的知识，教师就需要通过

示范演示，来说明完成某个学习任务可能

用的多种不同策略，最好还能指出不同策

略的特点和利弊。

如果学生在选择策略上有困难，那就

需要设计不同性质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说

出所选策略的原因。教师还可结合学生在

选择方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讲解应注意的

问题。

如果学生的问题仅仅是不懂得如何恰

当地使用某个方法，教师可以首先边让学

生操作边指导，然后逐步放手让他们独立

地完成某个学习任务。教师通常会操之过

急，以为学生知道了，就应该会做。事实

上，知道怎样做与实际操作有较大的距

离。从“知”到“行”需要时间，需要实

践。教师一定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训练，

让学生从knowing顺利地过渡到doing。

就学生个体而言，学习策略上存在的

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教师给以个别指导

时，不可能一次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也

没有时间解决某个学生的全部问题。因

此，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个别指导一定要

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说学生通

过教师的个别指点，能获得自己解决其

他问题的能力。我采取的方法是“解剖麻

雀”，即帮助解决某个学生学习中存在的

最大困难，在此基础上再以解决这一困难

为例，让学生自己懂得解决其他问题的方

法与步骤。

小结 
早期有人争论外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必要

性，时至今日人们已经逐步形成共识：策略

训练是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的重要内容。采

用SSBI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外语教学

的效率，而且能够充分实现“育人为本，授

人以渔”的教学理念。策略训练可以采用多

种模式，但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要清除对

策略的错误观念，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以训练管理策略为导向，充分考虑策略

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策略训练的模式有多

种，它们各有长处和短处，结合起来使用则

能取长补短。		

参考文献：
Weaver,	S.	J.,	&	Cohen,	A.	(1997).	Strategies-

based	instruction:	a	teacher-training	
manual.	Center	for	advanced	research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N.

作者注：	本文内容根据《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

究》（文秋芳等，2004，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一书中“外语学习策略训练的原则

与模式”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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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
Excellent Courses

河北大学是河北省唯一一所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河北省人民政府与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
部共建大学。河北大学外语教学研究部经过长期的教改实践与理论研究，在课程体系、教学
模式、教学手段、教学环境建设和评估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2004年，河北大学成
为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院校，2007年被评为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学校；2006
年，“大学英语”课程获河北省精品课程称号，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本刊特邀河北大学外语教学研究部主任温荣耀教授撰文介绍他们在师资建设和精品课程
建设方面的经验，与全国同行共享。

河北大学   温荣耀

教师素质是课程发展的关键。建设一流教师队伍成

为建设大学英语精品课程重要的一环。我校教师团队建

设具有“持续性、实践性、研究性、团队协作、梯队发

展”的特点。课程建设与教师发展同时起步，互为支

撑；教师队伍建设以合作理念为核心，紧密结合教师教

学实践，通过核心团队带动骨干教师，再至全体教师共

同进步的三层梯队形成大学英语教学团队，成为精品课

程建设有力的支持。

一、创建合作教师团队

以教学改革为契机，我校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建设经

历了理念重构、实践探索和持续发展三个阶段，以专家

指导和学术交流为发展支撑，从积极合作、共同开拓中

凝聚众人合力，打造了一支精品教师团队，实现了教师

与课程的双赢。

1. 理念重构（1999年—2003年）

观念的转变是所有改革的第一步。传统的教师讲

编者按：

打造大学英语精品课程
创建合作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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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学生被动接受的灌输式教学不利于学生语言应用能

力的培养。为此，我们开展了教学观念大讨论活动，确

立了“教学创新、科研创新、管理创新、育人创新”的

总体规划。1999年我校选用《新编大学英语》作为教

材，实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针对新

教材使用中的问题，开始了包括“合作学习”在内的长

期的系统的全员教师培训。每学期聘请外籍专家和国内

知名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内容涉及教育学、心理学、文

学、语言学、影视美学、国际关系、历史、科研统计学

等多个领域。

2. 实践探索（2004年—2007年）

2004年，我们启动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项目，

初步建立了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教学环境。我们以合作

为团队精神，以改革为团队任务，以学习为团队动力，

在教改实践中展开了核心教师团队、骨干教师团队和全

体教师团队三层梯队建设。核心教师团队由经验丰富、

主动承担教改任务的教师组成，骨干教师团队由参与试

点的青年教师组成。以合作小组为单位开展学习与讨

论，确定教改思路和进程。通过学习调研、集体备课、

说课评课、听课观课和教学问题研讨等方式，对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

研究，解决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初步

形成了适合我校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模式。

2006年，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在我校

全面铺开。在全体教师学习教改精神的

基础上，对全体教师进行教学模式、方

法的培训，让未参加教改实验的教师学

习已有经验，适应课堂教学与学生自主

学习的动态发展过程。通过小组互助式

课堂观摩，促使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

理念进行反思和探讨。在此基础上，开

展读书报告会和专题研讨等活动，指导

教师将教学理论应用于实践，开展教学

行动研究。

3．持续发展（2007年至今）

长期的校本教师培训，实现了集体

与个体和谐发展的统一，教师之间互相

支持，资源共享，团队协作，共同进

步，逐渐增强了教学中和科研意识，提

高了职业化学习的主动性，激发了教师

持续发展的内在动机。全体教师积极投

入到教学科研当中，在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教师专业发展、教学法、教学评

价、学习策略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系统的

研究，使教学改革的模式、方法和评价手段日臻完善，

形成了较完备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推动了大学英语教

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教师的发展促进了课程质量的整体提高。我校“大

学英语”课程于2007年获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

点，2008年获国家级精品课。

二、大学英语精品课程的建设过程

1. 改革课程设置，建立分层次、模块化的课程体系

为解决人才培养层次单一，难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

需要的问题，我们按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确立

了多层次人才培养方向，并将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分为三个

课程模块、两个阶段。三个课程模块指读写译课堂教学、

视听说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两个阶段为基础阶段和

提高阶段。

基础阶段开设公共英语基础必修课，实行分级教

学。提高阶段开设公共英语选修课，课程包括英语语言

技能、应用、文化类等课程，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

语运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训练和提高，真正实现外语教

学从应试型向应用型转变。（课程设置见下表）

外籍专家为教师进行培训

教学
要求

级
别

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

综合英语类 语言技能类 语言应用类 语言文化类

较高
要求

6 	 大学英语6
高级口语
高级听力
英汉口译
英语视听说
英语写作
高级阅读
英汉翻译
……

应用文写作
学术交流英语
论文写作
英语学习策略
英语语用策略
商务英语
文秘英语
……

英美社会与文
化
跨文化交际
报刊选读
英美小说
影视欣赏
……

5 	 大学英语5

一般
要求

4 大学英语4 	

3 大学英语3 	

基本
要求

2 大学英语2 	

1 大学英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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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
Excellent Courses

两个阶段和三个模块相互衔接，适合我校大学英语教

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变应试教学为应用教学，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2．关注教学过程，构建全方位立体化交互式教学

模式

为解决有限的授课学时和学生语言发展的长期性和

过程性之间的矛盾，我们有机整合网络学习与课堂面

授、教师指导与自主学习，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交互式

教学模式。该模式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网络学习中

心、多媒体语音实验室、多媒体教室、学生个人电脑、

学校机房、校园电台广播等构成了学生英语学习的环

境。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和学习资源库自主学习，课堂教

学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呈现动态的发展

过程。该教学模式的核心特点如下。

全方位：通过课程教学和网络学习三个课程模块，

对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进行全面教学，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通过教师、学生、网络管理员、教

学管理者等的共同参与，使教学秩序化、学习系统化、

设备先进化、管理现代化。

立体化：从英语书本知识学习到语言技能实践，从

真实教学语境到虚拟网络空间，从课堂内到课堂外，从

各个维度进行立体化的教学。

交互式：师生交互、生生交互、人机交互；通过教

师教学、学生自学、网络导学，创设互动空间，提供互

动平台。

3．合作学习领先，创新网络课程教学方法

为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在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其协作能力，我们吸收借鉴国外先进

教学学习理论，研究创新了适合学生学习风格的个性化

多模态教学方法，如合作学习教学法、主题教学法、任

务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等。网络学习中合作学习和自主

学习相结合，以合作学习理念为指导，通过任务引导、

认知与元认知策略培养，营造动态网络课堂。课堂教学

中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将合作学习理念与信息技术相

结合，创设让学生合作完成任务的环境，围绕主题开展

任务教学，通过学生参与、体验、互动、交流、合作，

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

交际能力。

4. 两大课堂联手，创设语言实践平台

在第一课堂进行语言知识和技能教学的基础上，我

们通过课外实践和网络学习拓展第二课堂，为学生提供

丰富多样的语言应用环境。一方面，通过英语角、英语

周、外籍专家讲座、演讲比赛、英语竞赛、英语歌曲大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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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赛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给学生提供语言实践的空

间，使学生在第二课堂进一步强化语言技能，提高语言

应用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网络提供自主学习系统、语

言学习系统、“英语在线”、“英语视听说多媒体资源

库”和“网络课程数据库”等学习软件和学习资源，为

各个层次的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资料和学习策略指导，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实现个性

化发展。两大课堂有机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大学英语

校园化。

5. 改革教学评价，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以往的大学英语评价形式单一，评价结果过于片

面，对学生学习的负面影响较大。我们在评估功能方

面，树立了“评估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的观念，

通过评价不断改进教学，其最终目的是学生英语运用能

力的提高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在评估内容方面，除

了语言能力评价外（包括书面测试和口语测试），增加

了学习策略评价，注重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

习惯等方面的评价。在评估形式方面，加强了形成性评

价，通过学生成长档案等方式多方面了解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和进步状况。在评估主体方面，鼓励学生个

人和在小组中进行自我评价和合作评价，促使他们对学

习过程进行回顾、反思，从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协作能力。

6．完善管理机制，形成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教学管理不应该只注重评定等级，重要的是提供正确

导向，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制定了《河北大学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之后，我们建设了《河北大学外语部

教师岗位职责》、《河北大学公外部外语视听实验室工作

规程》、《河北大学外语部课程考核管理办法》等系列文

件，完善了大学英语试题库和口语测试体系，采用教师档

案、教学督导、学评教等一系列制度和措施，规范和加强

教学管理。同期记录教师教学、科研发展情况，据此提供

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促进教师改进和提高；部里副教授以

上职称教师定期听课，聘请本校退休的专家、学者给予教

学指导，对教学提供反馈信息；分解课堂教学指标体系，

形成课堂教学评价问卷，从学生的角度评价大学英语教

学，为教学提供了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为有效开展教

研和教师培训提供了参考。

三、精品课程“大学英语”介绍

我校大学英语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个模

块，针对学生入学的英语水平，分到三个级别进行学

习，并完成相应的课程。在教学中贯彻“因材施教、分

类指导”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学习的需要。

我校作为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及示范点高

校之一，承担了网络多媒体教学的改革试点及示范点工

作，采用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

学英语》系列教材进行网络教学。该课程分为大学英语

读写译、视听说两部分。网络多媒体教学充分利用文字

教材、多媒体学习光盘、网络课程、教学资源库为支持

的网络教学环境，使英语学习朝着个性化、自主化方向

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教学理念

大学英语课程要适应社会发展和各层次学生的需

求。因此，课程必须多样化，要尽量多地向学生提供除

大学英语基础课程外的各种应用性课程和文化交际性课

程，提供学生自我发展的机会。

大学英语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要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的发展。培养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和有效的学习策

略，要采取课堂教学和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营造

个性化学习环境，努力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条件。

在教学活动中要贯彻“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综合运用能力。

“大学英语”课程主讲教师在示范课结束后合影

学生参加英语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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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传统面授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断

改进教学方法，坚持理念创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学习能力。

2. 教学要求

我校学生在大学阶段接受两年的英语必修课教

育。根据学生入学时英语水平的差异，分为基

本要求、一般要求和较高要求三种。达到二级

为基本要求，达到四级为一般要求，达到六级

为较高要求。

基本要求：针对我校特招生及入学测试未达到

《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六级的大学新生而设置

一般要求：针对达到或未达到《高中英语课程标

准》七级的新生而设置

较高要求：针对新生中那些学有余力，英语基

础较好，达到《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八、九级

的学生而设置

（三个层次的英语能力要求具体请参考《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以上三个要求包括了对英语语言知识、英语

语言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等的综合

性要求，并以定性和定量的形式进一步客观地体

现了大学英语教学的指导思想，即：在打好语言

基础的同时，重视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读、

写、译综合应用能力；贯彻分类指导、分级教学

的原则，以适应立体化、个性化英语学习和终身

学习的实际需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交

际能力。

经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学生结课时须通过

相应等级的大学英语学业考试和水平考试，并取

得规定的学分。

3. 教学安排

大学英语教学时数应不少于280学时，安排

在第一至第四学期。每学期约70学时，每周应

不低于4学时。课内外学习时数的比例应不低于

1∶2。下面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 1》和

《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在一学期的授

课计划为例，说明课堂教学的安排。

精品课程
Excellent Courses

4. 教学管理

大学英语教学管理应贯穿于大学英语教学的全过

程。通过强化教学过程的指导、督促和检查，确保大

学英语教学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为此，我校在以下

几方面工作加强管理。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1级授课计划  

授课周数 教学内容 

第1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1	 Section	A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第2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1	 Section	B		Keys	to	Successful	Online	Learning

视听说：	 Unit	1	 How’s	your	college	life?	

第3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2	 Section	A		A	Busy	Weekday	Morning	

第4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2	 Section	B		Parent	Talk

视听说：	 Unit	2	 Do	you	work	out?	

第5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3	 Section	A		A	Good	Heart	to	Lean	On	

第6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3	 Section	B		The	Right	Son	at	the	Right	Time	

视听说：	 Unit	3	 Tell	me	about	your	friends.	

第7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4	 Section	A		How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第8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4	 Section	B		Body	Language	

视听说：	 Unit	4	 How’s	the	weather	today?	

第9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5	 Section	A		The	Battle	Against	AIDS	

第10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5	 Section	B		The	Last	Dive	at	the	Olympics	

视听说：	 Unit	5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第11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6	 Section	A		The	Widow	

第12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6	 Section	B		The	trashman	

视听说：	 Unit	6	 Being	healthy	feels	great!	

第13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7	 Section	A		Face	to	Face	with	Guns	

第14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7	 Section	B		Should	I	Have	a	Gun?	

视听说：	 Unit	7	 How	much	does	it	cost?	

第15周	(2学时)	 读写译：	 Unit	8	 Section	A		Birth	of	Bright	Ideas	

第16周	(4学时)	 读写译：	 Unit	8	 Section	B		Ways	of	Increasing	Creativity	

视听说：	 Unit	8	 On	or	off	campus?	

第17周	(2学时)	 复习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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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教学文件和教学管理文件

教学文件包括：学校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和各门课

程的教学目标、课程描述、教学安排、教学内容、教学

进度、考核方式等。教学管理文件包括：学籍和学分管

理、教学考核规范、学生学习成绩和学习记录、考试试

卷分析总结、教师授课基本要求以及教研活动记录等。

实施学分制

大学英语课程要融入学校的学分制体系，尽量保证

在本科总学分中占10%（16学分左右），并将学生通过

计算机学习获得的学分纳入到总学分之中。

完善教师的管理体制

完善教师的聘任管理，确保师生比合理。除课堂教

学之外，对面授辅导、网络指导和第二课堂指导的课时

等应计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

健全教师的培训体制

教师素质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也

是学科长远发展的关键。学校应加强对英语教师的培训

和培养工作，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英语教学模式。同时

要合理安排教师进行学术休假和进修，保证他们的学术

水平和教学方法不断提高。

以上是对“大学英语”这门课程的简要介绍，关于

具体的课程要求、教学模式，以及课程录像等内容请访

问河北大学网站http://www.hbu.edu.cn/，点击页面下端

的“精品课程”，然后选择“大学英语”，即可了解这

门课程的详细情况。

四、教学改革成效

大学英语课程的建设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

力和教师的教育教学科研能力。

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加强。大学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

率逐年提高，其中2005级66.6%，2006级71.3%，2007级
77.1%。2004至2008年间，在河北省高校“世纪之星”

英语演讲大赛中，选派参赛学生共计21名，并取得了12
个一等奖，5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的好成绩。

教师教育教学成果显著。在历次学评教中，大学英

语教师队伍在全校所有教学单位中名列前茅；多名教师

在我校青年教师课堂大奖赛和全国高校英语教师研修班

上获奖。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师共发表论文300余篇，

其中核心期刊90余篇，公开出版教材、译著和参考书

13部，并多次在全国及国际EFLT研讨会上宣读论文。

2007年至今，大学英语教师主持省厅级课题17项，校级

课题13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6篇。

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也积极参与课程改革成果

的示范活动，与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共同探讨和分享。课

程主持人多次参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全国巡讲；课程主

讲教师在2004年、2006年、2007在全国和省级大学英语

教学会议上作专题发言和示范课；省内外几十所高校来

我校参观学习、交流教改经验，教改成绩受到了外语教

育专家和同行的肯定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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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大学英语教学发展

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新标准大学英语》出版

Simon Greenall（英） 文秋芳总主编

系统衔接基础阶段《英语课程标准》教学实际，真正实现“一条龙”

英语教学。

全面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积极借鉴与采纳“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成功经验与教学实践成果。

倡导“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贯穿“以人为本”的指

导思想，以国家教育的发展、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为编写宗旨。

由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合作编写，体现国际视野，融合中西文化，提

高学生语言能力与综合素养。

一

二

三

四

《新标准大学英语》教材结构

教 材（1－4级） 配套用书 多媒体资源

综合教程 教师用书
MP3光盘、
教学光盘

试题库
网络教学管理平台、

备课助手视听说教程 教师用书
CD-ROM光盘、
教学光盘

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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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针对新的教学对象和新的人才培养需求，在教学理念、主题内

容、语言素材、练习设计、立体化资源等各方面体现鲜明特色，有效促进学生语言能力

与综合素质的提高。主要有以下特色：

选材内涵丰富，语言地道鲜活，体现社会发展与时代特色

主题涵盖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各方面，选材注重文化内涵、思想深意与创作

视角，内容贴近实际，语言鲜活生动，反映时代发展，展现语言魅力。

融合多种技能，培养综合素质，提高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练习设计注重多种技能的综合培养，各类活动富有启发性与挑战性，既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也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策略与创新思维能力。

展示多元文化，探讨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

通过选文与练习传授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意识、引导文化比较，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

及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使用恰当、得体、地道英语的能力。

优化教学模式，提供立体资源，构建自主学习平台

教材、光盘与网络课程之间相互支持，为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立体化资源，满

足新教学模式的需要，为学生创建个性化、自主式的学习环境。

寓教于乐，激发兴趣，创建轻松学习环境

丰富多彩的主题内容、美观新颖的版式设计、真实自然的声像材料、操作便捷的网络平台，在

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与创新理念，为学习与教学带来新的体验。

满足个性化教学需要，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自主设计与发挥空间以及全面、系统的教学支持。网络平台为

教师管理教学、共享资源、交流信息提供方便，使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提高，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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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APEC教育部长会议的中心议题是21世纪学生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其中批判性思维、创新

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学习能力被认为是

构成了21世纪学生能力的核心，也是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着眼点。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大学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也承担着培养学生以

上核心能力的使命。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能够运用语言进行深入有效的交流，在学习知识的过程

中获取终身学习的能力，得到人格修养的全面提升，是广大高校英语教师努力的方向。

本期我们特邀四位优秀的一线教师围绕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从提高听说能力、进行互助学习、开展自

主学习、培养文化敏感性等方面总结经验与方法，与同行交流，共同探讨。		

教学专题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英语教学中的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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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素质”，是指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

环境（教育）作用下高度内化的心理品质，并在人与

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外化为个体的行为表现。素质教育

就是修正、补充、提炼和完善个体的个性特征（钟启

泉 2000）。素质是综合性的，是由内在和外在多种因

素构成的复合体，人从事的任何社会活动都体现出其

综合素质，综合素质同时又构成了从事社会活动的生

理、心理（认知和情感）的条件资源。也就是说，一

个人需要具备相应的综合素质，才能从事该项社会活

动，满足社会的需要。

教材是教学过程中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如何通过教材的有效使用，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从而优化教学程序，提高大学生

英语视听说综合素质。在日常交往中，英语视听说综合

素质是在用英语看、听、说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结构、情

发挥教材特色

湖北大学   王志茹 吴 红

感结构和行为模式，它是人们从事视听说社会活动必备

的条件资源。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英语视听说综合素

质是指在用英语口头输入输出信息的过程中，交际双方

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素质，这种综合素

质通过长期有效的学习才能得以完善、提高，以便“在

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

际”（《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

2.《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试用情况
《新标准大学英语》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

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联合开发的大学英语系列教材，

包括《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各1－4册。我校于

2008年9月开始在2008级940名不同英语起点的学生中试

用该教材，其中494人只试用《视听说教程》，另有446
人《视听说教程》与《综合教程》都试用。通过一个学

期（16周）的试用，我们对教材的用法有了一定的认识

和了解。

提高视听说综合素质

随着基础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阶段《英语课程标准》的实施，大学英语教学的对象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根据《英语课程标准》“一条龙”教学培养出来的中学毕业生正大批升入大学，

他们的英语能力、学习习惯、认知水平、思维方式等都已不同于以往入校的学生。这势必对大

学英语教学各个方面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自教育部2004年开始实施高中新课程实验以来，外研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与研讨，

并基于近年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于2005年启动了《新标准大学英语》教材的编

写，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新的教学对象的学习需求，并为教学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

2008年8月，《新标准大学英语》在国内多所院校进行了试用。本刊选登了两所试用学校

对《新标准大学英语》试用情况的介绍与教学体会，以资参考。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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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三个不同级别的学生同时试用这套教材，是为了

观察教材对于不同英语起点学生的适应程度以及采用不

同的教法。同时，让一部分学生试用全套的《视听说教

程》和《综合教程》，另一部分学生只试用《视听说教

程》，是考虑目前高校使用教材的状况：有些高校全套

使用某种教材，有些则采用各种教材搭配使用的做法

（特别是视听说教材与其他教材搭配使用的做法较普

遍）。这样，我们通过不同层次学生、不同教材配置的

试用，力图使试用结果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推广价值。

2.2  课时安排

由于是对教材进行试用，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尽量多

上几个单元，以便对教材有更全面的了解。因此，高级

班用4学时完成《综合教程》的一个单元，2学时完成

《视听说教程》的一个单元，学期结束时两种教程都完

成8个单元。初级和中级都是用6学时完成《综合教程》

的一个单元，2－3学时完成《视听说教程》的一个单

元，学期结束时多数初级和中级班完成7个单元。由于

初级和中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差异，虽然两个级别用在

每个单元上的课时是一样的，但授课内容有所不同，处

理教材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所区别。

2.3  学生反馈信息

我们通过定性和定量两种方式收集了初、中、高各

级学生使用教材后的反馈意见。定量采用对教材的每一

单元发放一次调查问卷，《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

程》分别设计问卷。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均值都在

4.5以上（最大值为6），属于高分值范畴，说明这套教

材受到全体学生的认可。定性调查采用访谈形式，初、

中、高每级挑选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水平学生。从访谈结

果来看，学生对教材总体印象好，评价也是正面和积极

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教材需要改进的建议，如有的学

生提出《视听说教程》要增加一些边听边做的练习，比

如复合听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初、中、高各级就某些问题的答案

有区别：定量调查的均分总体趋势是高级班均值最高、

中级班其次、初级班最低，访谈也是高级班学生对教材

最认可，肯定的程度按高级、中级和初级依次下降。这

说明该套教材对于起点高的学生更适合。分析原因我们

发现，只要涉及语言和学习任务难易度的问题，问卷中

三个级的均值比较就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访谈

同样如此，低级别学生比高级别学生反映的困难要多。

这说明这套教材对学生语言能力是有要求的，英语高起

点的学生比英语低起点的学生更能适应。

3. 教材特色的发挥与视听说综合素质的提高
如前所述，英语视听说综合素质是学生从事英语视

听说这一社会活动所必备的生理和心理综合条件资源，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表2：学生基本情况

性别
男生 女生

362人 578人

高考分数(满分150)

级别人数

初级
90↓

中级
91－124

高级
125↑

85人 382人 473人

表3：教师基本情况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总计

1人 4人 2人 7人

表1：教材试用情况

教材
《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使用人数 446人 494人
总计 940人

2.1  教学对象和任课教师

我校采用分级教学的组织形式，根据学生入学英语高考成绩分初、中、高三个级别。以下是各级试用该教材

学生和教师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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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它的完善和提高是英语教学的任务和目标。《视听

说教程》通过自身的编写特色，使学生多方面获益，

从而起到促进知识技能向综合素质转化的桥梁作用。

下面，我们就教材在中级学生（高考分数在91－124之

间，占我校学生总数的80%，占试用学生总数的40%）

中的试用情况进行汇报，供同行批评指正。

3.1  利用教材真实性特点，培养实际交际能力

该教材由英国专家执笔，音频、视频材料在英国家

拍摄和录制，因此，语言和交际的真实性是《视听说教

程》特色之一。该教材语言地道、语速流畅、内容丰

富，语言交际的逼真程度与本族人日常生活的交际实况

非常接近或几乎相同。为了充分发挥教材的优势，笔者

采用了以下措施：

(1)	 建立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对真实材料的认识

由于学生在中学英语中基本没有接触过真实的视听

说材料，加上视频也是他们不熟悉的信息输入渠道，学

(2)	 教学手段灵活多样、重点突出

精听泛听结合，“干听”“湿听”结合。所谓“干

听”，就是让学生只凭耳朵听懂信息，“湿听”则是借

助屏幕上的文字，让学生边看边听，甚至先看后听或者

先听后看再听等。对于不同内容、不同难易度、不同水

平的学生，在教学上有不同要求。

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学中我们注重突出重

点，专挑那种语言本身简单，但语音变化多、速度快，

篇幅也不长的输入信息来教，关键是教听真实材料的技

能。我们采用多种播放手段使学生尽量每个字都听懂，

并能够模仿几句。在使用该教材的过程中，笔者把课堂

的重点放在每单元Inside view 和Outside view两个视频文

件上面，把Listening in当作泛听材料，课堂上要求学生

了解大意，并要求学生把这个mp3文件复制在自己的U

盘或者mp3、mp4上面，课后仔细听，课堂检查。即使

是Inside view 和Outside view这两个部分，我们在授课时

也有精听泛听，“干听”“湿听”之分。

生一开始对Outside view 和Listening in两个部分会产生

畏难情绪，特别是语言水平低的学生会感到焦虑，失去

信心。为此，笔者不断给予学生（特别是来自边远地区

和农村的学生）鼓励和支持，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同

时，我们让学生了解真实材料对提高交际能力的重要意

义，真实地道的英语不仅是一种挑战，更是提高能力的

机遇。我们与学生一起分析听不懂真实材料的原因，如

记不住，不善于抓核心，语音技巧欠缺，包括语速、背

景音、弱读、同化等。此外，还帮助学生从自身找原

因，如有些学生发音不准确、口语输入量太小、不熟悉

各种人的发音方法（有学生入学前从来没有听过英语录

音，更没有听过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所讲的英语）。

举第四单元Outside view视频材料为例：课文中有

大段的关于手机短信发展与现状的画外音，配以各种图

像画面，学生很好理解，加之篇幅长，笔者因此只要求

学生了解篇章大意，而是把教学重点放在材料中对五个

年轻人的采访上。每个被访人的话都不长，只有两三

句，平均不超过40个单词，而且没有生单词。但他们讲

话带有明显实际口语交流的特征：语速快，有口音，用

词较随意，弱读连读地方多，在这种情况下，笔者采取

“干听”和“湿听”结合的方法，对于Andy这样口音

过重的被访者，采用“湿听”的方法，学生边看边听，

而对于另外四位受访者，就要求学生“干听”，真正用

耳朵听懂而非用眼睛读懂讲话内容。但总体上，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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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音方面越难越要让学生听，听惯了真正的口语，

“录音棚英语”就不难了。

(3)	 采用诊断式教学，注重过程

传统的听力教学不重视每个人的个性和听音过程，

强调结果和划一性的标准答案，听力课往往只有放音和

核对答案两个环节。至于答案从何而来，为什么是这个

结果，学生往往不得而知。这样的教学尤其针对真实材

料来说效果不佳。真实材料对学生来说，很多时候明

明每个字都能读懂，但就是听不懂、回答不了问题，

即使回答了问题往往也不是听出来的。我们认为，要

使学生从真实素材中获益，就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和听

音过程，让学生在各自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真正做到

提高学生自身综合素质。为此，笔者采用诊断式教学

方法，在视听的过程中与学生共同诊断他们的听力问

题，把落脚点放在学生所犯的错误上，并找出原因，

记录下来，以免再犯。

由于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听音过程中会存在各

种不同的问题和困难，笔者首先要求学生学会观察和诊

断自身的问题和困难，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分析归类，

让学生一一记下，并随时提醒。仍以第四单元Outside 

view为例，被访者之一Heidi说“Sometimes it’s useful to 

get information.”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学生就是听不明

白，原因是“it’s useful” 之间不但有连读，而且由于语

速快，语音出现了变化，/'ju:zful/中的/u:/发成了/I/，听

起来是/'ItsIzful/, 在诊断出问题后，笔者要求学生把这个

现象记下来，并注意类似的情况。

在第一学期，针对真实材料，诊断式教学主要是自

下而上的教学，从音段到超音段，从字词句到段，以便

尽快提高学生使用真实材料的能力。

(4)	 感知真实材料的丰富性，使学生从中获益

《视听说教程》内容和形式都极为广泛丰富，语言

来源多样，涵盖了各种不同声音、性别、年龄、方言、

题材、体裁的音频和视频材料。教学中我们注意使学生

了解口语的个体差异和文体差异，提高学生对于语言丰

富性的敏感程度。例如，在教授第一单元Outside view
时，笔者提醒学生注意被采访的哈佛大学官员与哈佛大

学学生在语言表达、说话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如官员说

话语音清晰，句子长，篇章完整，层次分明，逻辑性强

等；学生用词随意性强，发音有时含混不清，意思不够

连贯等。学生在这些丰富的信息的刺激下，见多识广，

百变不惊。

输入材料量大，也是该教材丰富性的体现，我们可

以根据需要灵活选取课堂使用的内容，主要是视频材料

和口语活动，其他部分可以在课后让学生自主学习。

3.2 利用视频材料，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语言环境

《视听说教程》中包含两个视频板块——Inside 

view和Outside view。第一册的Inside view全部是在英国

牛津大学实地拍摄，以三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主线贯

穿全册。Outside view 选自国外真实的语言资料，涉及

各种题材、体裁、人物、事件等。

在试用该教材期间，我们课堂教学按照每两节到三

节课完成一个单元的进度进行。仍以中级学生为例，

Inside view一般20分钟就能够完成，包括精听及完成教

材中主要练习。Outside view则需要30－40分钟使学生

完全听懂，并完成部分练习。虽然两个视频材料我们总

体主张以精听的方式进行，要求学生凭耳朵听懂内容，

但要求还有一定的区别：Inside view每个字都要求学

生听懂，并能够复述；Outside view则要求每句话都听

懂，但不要求一定能复述。为了降低难度，教材中有一

些填空练习，基本是视频材料的文字稿上取出一些字、

词或句子要学生填写。我们一般在学生基本听懂后再做

这方面的练习，以保证视频材料的效度。同时，我们

也避免一开始就给学生看屏幕上的文字，也避免边听边

看，而是主张在多数学生都无法听懂、而且经反复播放

和用其他方法提示无效的情况下，才给学生阅读文字。

视频材料的教学，笔者基本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授课：

第一步： 引起兴趣，了解大意。播放一遍，中间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视频在牛津实景拍摄 视频材料中的三位主要人物 第二册第三单元Crime watch剧照



外研之声 2�

为了避免这一矛盾，笔者的做法是：简单的视频材

料让学生边看图像边听，但难度大的材料，在精听阶段

有时视听任务分开进行，要求学生不看屏幕，只专心

听，或者把声音关掉只看屏幕，让学生猜测发生的事情

和人们所讲的内容，这样做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总之，

要视具体情况灵活处理视频材料，确保学习任务所需要

的认知资源不超过学生注意的总资源，这样学生才能将

注意力集中到应该加工的信息上面。

值得一提的是，视频材料不仅运用在教材中、语言

课堂上，而且现在也被大量运用到了各种英语考试中，

如美国的TOEFL和中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网考等。通

过学习《视听说教程》的视频材料，学生不但强化了视

听说能力，还提高了视觉和听觉同时处理信息的技能，

发展了认知资源同时分配给多个任务的能力，从而也为

各种网络考试做好准备。

4. 结束语
素质就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个性”，素质教育

就是发展和完善个性（钟启泉2000）。学生英语视听说

综合素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他们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教

学所能够提高的是他们已经具备的素质而不是另外给予

学生新的素质，因此，要想有效地使用好教材，提高学

生视听说综合素质，就要对学生现状有所了解，在教学

过程中了解他们的学习需求和问题所在，以便最大限度

地发挥教材的优势，完成现有素质向目标素质的转化和

提升。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视听说

教材中的输入材料来提高学生“听”的问题，但这并

不意味着可以弱化“说”的能力的培养。视听说是一

件事物的几个侧面，缺一不可。事实上，《新标准大

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的编写在输出技能的培养上也非

常有特色，在此则不做赘述。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

玉的作用，我们期待与同行专家共同探讨。		

不停，要求学生看后说出大意。这一遍是以调动兴趣、

启发思维、调动积极性为主，学生能说出多少内容不重

要，重要的是借助图像引发学生联想，产生兴趣，这时

教师基本不纠错。由于是视频材料，学生即使听不懂，

也能猜出一些内容来，因此可以借此组织口语活动。为

了节省时间，这一步的口语活动一般是在全班中进行，

大班上你一言我一语，把气氛营造热烈就行。

第二步： 自下而上精听，了解细节。就某些难点反

复播放，听懂后还要求学生跟读、模仿。注重语音的细节

特征，包括辨别相似音，特别注意失去爆破、连读、弱

读、同化、浊化等语音变化，语速快的地方反复播放，并

在反复播放的过程中讲解辨音方法，注意提高学生对于超

音段（如连读、停顿、语调等）的认识和敏感度。

第三步： 从头到尾播放一至两遍，中间不作停顿。

目的是让学生自上而下对篇章进行梳理和复习，留下整

体印象。至此，基本完成了视频信息的输入工作，但对

视频材料的利用还没有全部完成，要根据材料内容和语

言进行一些口语输出的练习，及时巩固输入信息。这项

任务有时候能够当堂完成，但有时时间不允许，我们就

布置给学生课后准备，下一次上课来完成。由于我校教

师不分课型授课，视听说课和综合英语课是同一位教师

担任，这些口语活动往往放在下一次综合英语课完成。

英语教材的视频材料是让学生通过视觉和听觉感官

同时接受信息，这比音频材料多一个输入渠道，但从语

言教学的角度来讲，最终提供的还是听力资源，听力训

练是授课的关键任务。因此，在利用视频材料组织教学

时，一个突出的问题经常摆在我们面前：既要发挥视觉

图像的作用，又要以处理听觉信息为主，培养听的能

力，如何避免喧宾夺主？

事实上，视频材料在发挥着形象直观、语境真实、

交际性强、促进记忆等功能的同时，对学生认知资源要

求也高。根据注意的认知资源理论（梁宁建 2004），

注意是对刺激信息进行识别和加工的认知资源，其容量

或者能量是有限的，每一项认知任务都需要占有和消耗

一定的认知资源。人在同时执行两个以上认知任务时，

一项任务得到的注意资源多了，其他就要相对减少，只

有当认知任务所需要的资源之和不超过注意的总资源

时，注意协调和分配才能同时进行，否则就出现干扰。

英语视频材料为学生提供的是两个任务：学生的注意资

源既要分配给视觉信息，又要分配给听觉信息。也就是

说，当这两个任务同时进行时（边看边听），学生既要

注意屏幕图像，又要注意听英语，如果其英语语言能力

不够强，处理听到的英语尚有困难，还要分一部分注意

资源分配给视觉信息，那么结果可能是学生既没有看懂

也没有听懂视频材料。

参考文献：
梁宁建（2004），《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

文秋芳（1999）,	《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钟启泉、金正扬、吴国平（2000），《解读中国教育》。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7），《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

求》。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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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学生的英语入学水平不断提高，我校原先采

用的教材在其难度水平、选材设计等方面已不太适应大

部分学生的需求。为此，自2008年秋季学期起，我们

在数学科学学院和心理学院506名大一学生中开始试用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由中外专家结合中国英语教学

特点与需求共同编写，采取主题式设计，以其内容丰

富、贴近大学生活、语言地道生动、着意培养独立思考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注重跨文化交际以及版面设计新

颖独特等诸多特点受到实验班教师和学生的欢迎。

由于现有教学条件和设备的限制，我校大学英语多

以90人左右的大班授课，且一年级学生无法利用多媒体

等现代化教学设施，实验班同样如此。因此，结合教材

特点，我们确定了“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互助学

习”模式，最大限度地化解大班授课、现代化教学设施

不足的不利因素，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一、借助优秀教材，彻底转变教师角色
授课教师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不单是知识的传

授者，更重要的是课堂活动的设计者，学生学习的监督

者、引导者。以往由于班级过大、课堂时间有限、学

生参与度不高、任课教师耐心不够、教材设计不合理

等各种主客观因素，有的教师往往不能坚持住“引导

者”的角色，最终的结果还是走回“满堂灌”的老路。

而《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在各个板块对语言现

象、语言技能、文化现象都有适合教师引导学生的讲解

与介绍，并配以适量练习，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教程》每一部分阅读后都配有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Talking point等板块，为学

生提供充足的话题，利于展开各种形式的讨论，同时也

为教师以引导者的身份设计课堂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

间。通过自主学习、两两对话、分组讨论等方式，引导

鼓励学生结合个人经历或社会现实，进行独立思考，学

习模仿教材所提供的地道语言和交际方式，获取知识，

交流思想。

二、优化教学设计，引导自主、互助学习
一是降低对学生的预习要求，提升课后复习指标，

教师引导下的

学生自主、互助式学习
山东师范大学   郭 廓

将部分课后复习成果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计入期末总

成绩，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二

是强化互助学习，引导学生交流思想，共同提高英语交

际能力。

《综合教程》提供了难度适宜、内容适且度较高、

形式多样的导入材料，在教师的引导下，或是通过师生

互动，或是通过简短讨论，亦或是通过独立思考，同学

们很快深入Active reading，并完成部分练习，整个过程

轻松愉快。

教学实例１：导入

以Unit 5 All you need is love 中 Active reading（1）
（《呼啸山庄》节选）的导入部分为例，课堂主要设计

以下活动。

 活动1  选取Starting point中2－3个问题（Where 
and when do you think the photograph is taken？What do 
you think the other people in the photograph are thinking? 
In what ways can a couple show affection in public?  Do 
you like reading love stories? ），师生互动，一来一往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讨论“有争议”图片，活跃课堂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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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问答之后，课堂气氛迅速活跃起来，为进入本单

元主题打好基础。

 活动2  通过Activity 1: Work in pairs. Discuss which 
situations you expected to find in a good love story，两两

讨论，使学生熟悉爱情小说常见场景及其表达方式，如

a proposal of marriage, a misunderstanding, a broken heart
等等。值得欣喜的是，通过讨论，学生们对教材所列信

息进行了大量补充，如：multiple relationships, love for a 
person who is seriously ill, love between a prince and a poor 
girl, ill-matched family backgrounds等，也颇有成就感。

 活动3  以课堂自读形式，完成Activity 2: Read the 
summary of Wuthering Heights. Which of the situations in 
Activity 1 are present?，或者由熟悉这部小说的同学介绍

主要内容，引导学生以图表形式熟悉小说人物关系，为

进入Activity 3做好充分准备。

 活动4  课堂自读和集体讨论、师生互动相结合，

完成Activity 3, 4, 8，掌握小说节选部分大意，人物

性格，心理变化等细节；了解小说创作中作者（ the 
writer）和故事叙述者（the storyteller）的关系，最后学

习部分词汇（如reporting verbs）的用法。

以上各项教学活动大约需要60分钟。对于大部分学

生来说，只要课上能够听懂教师的指令，就不必进行提

前预习，却能通过互助学习掌握大部分内容。而课后，

在完成教材提供的丰富多样的练习和教师指定的学习内

容后，同学们就可以依据个人兴趣，对语言现象、文化

现象、甚至文体形式等进行针对性学习，这样做的最大

好处就是避免被动学习，保证学生对课堂教学和课后自

主学习的兴趣与探索热情。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我们特别重视互助学习，营

造良好的交际氛围。针对学生多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求

学生自主结合，或以宿舍为单位，形成固定的学习小

组，无论课堂讨论，还是课后任务，都以小组为单位进

行。每个小组分配不同的讨论题或不同的任务，然后派

出代表，课堂交流。这样所有成员都可以利用有限的课

堂时间就某一话题展开比较深入的讨论，培养独立思考

的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在倾听他人话题的过程中又可

以锻炼自己的听力能力和评判能力，最终达到提高交际

能力的目的。

教学实例２：讨论

仍以Unit 5 All you need is love 中 Active reading 
（1）为例。在进行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板块

时，将全班学生分成小组，分别讨论教师指定的一个

题目：Do you think love is mostly a selfish or an unselfish 
emotion? 或 Is it most important to marry for love or are 
there other reasons to marry? 

在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各小组成员结合个人经历

或社会现实进行充分讨论。此时，教师的作用就是启发

引导：帮助学生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或适当参与他们

的讨论，帮助他们将讨论引向深入。然后，各小组选派

一人，或是代表个人意见，或是综合大家的看法，进行

发言。这个过程中，为避免学生分散精力，老师经常以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to ask him (her)? 或How do you 
understand him (her) when he (she) said...? 引发学生的思

考，亦可随机指定某个学生回答，目的是引导他们注意

倾听，提高听力技能，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培养他们的辩

论技巧。 

我们在进行Active reading阅读教学时，也会安排不

同的小组分析不同的段落，然后相互介绍各部分的结

构、大意及重要语言点，然后由教师进行适当讲解补

充、归纳、总结，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涉及尽可能

多的信息，既减轻了学生的压力，又为其课后复习指

出了更明确的目标。许多课后活动（如Guided writing, 
Talking point, Unit task等板块）我们也要求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共同完成，例如角色扮演表现古今中外的婚礼习

俗，板报展示健身指导、游览胜地、交往礼节等（见下

图），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丰富了语言知识，展现了中

外文化，又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还增强了团结协作

精神，体现出“育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同时我们

还将学生的参与度列入平时成绩考核指标，利用评价手

段激励学生参与互助学习。

学生设计的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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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与文化并重，实现人文素质教育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把“跨文化交际”

列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新标准大

学英语 综合教程》较好地体现了这种要求，例如Active 
reading 中Language and culture 小板块，提供与选文相

关的背景知识，帮助学生充分理解选文；再如每个单元

的Reading across cultures 部分，以简单易懂的选材，展

示不同国家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习俗。我们特别重视这两

部分内容的教学，鼓励学生通过阅读原文、查询资料、

讨论交流、表演展示等各种形式，丰富文化知识，了解

文化异同，提高对各民族文化的宽容度和认同度，这是

“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又激发学生兴

趣，促进了语言学习。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我们基本完成了《综合

教程》第一册的教学任务（其中两个单元是作为学生自

学材料进行的）。学生基本适应我们采用的教学模式，

对这套教材满意度也比较高（见表3）。

除以上提到的各个板块以外，Guided writing 部分也

极具特色，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一部分着意

分析介绍特定语句、段落在语篇层次上的作用，引导学

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举一反三，避免单纯模仿，从而收到

更好的效果。由于第一学期写作不是我们的主要教学内

容，本文不再赘述。

教材的选材和设计注重学生的兴趣与感受，注重培

养学生听说读写译各方面的能力，这是教学的良好基

础。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自主、互助式学习”模式也

较好地体现了该教材“育人为本”、“人文教育”的

编写原则。我们有信心，经过一个教学周期（四个学

期），我们会根据学生需求，不断完善我们的教学模

式，丰富教学手段，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

出的“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教学目的。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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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第一册的主题

第一册

Unit	1 Starting	out

Unit	2 Food,	glorious	food！

Unit	3 Learning	to	think

Unit	4 Person	to	person	

Unit	5 All	you	need	is	love

Unit	6 Shop	till	you	drop！

Unit	7 Family	affairs

Unit	8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Unit	9 Body	and	mind

Unit	10 Environmental	matters

表2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第一册单元结构（以Unit 5为例）

单元结构 内容

Active	reading	

Passages
Extract	from	Wuthering	Heights
Poems:		A	marriage
	 Valentine
	 He	wishes	for	the	cloths	of	heaven
Reading Skills
The	writer	and	the	storyteller
Writer’s style: figurative language

Language	in	use
whatever;	whoever,	etc
present	participles
no	more	...	than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Love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Guided	writing Writing	a	description	of	a	custom

Unit	task Writing	short	articles	for	a	gossip	magazine

表3：《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第一册Unit 5调查问卷及结果

（说明：1-14题请在符合您情况的数字上画圈。6表示完全同意，	1表示完全不同意。）

平均值 均方差

	 1.		我对本单元的整体内容和形式很满意。 4.896 0.940 

	 2.		我很喜欢本单元的主题。 5.282 0.879 

	 3.		我很喜欢课文Extract	from	Wuthering Heights。 4.718 1.108 

	 4.		我很喜欢课文Poems。 4.564 1.282 

	 5.		我觉得language	and	culture注解很好。 4.902 1.055 

	 6.		我觉得本单元的练习对于我掌握单元知识点和提高语言技能帮助很大。 4.141 1.252 

	 7.		我觉得Starting	point部分很好。 4.871 1.061 

	 8.		我觉得Language	in	use部分很好。 4.957 1.014 

	 9.		我很喜欢Reading	across	cultures部分的文章。 5.104 0.886 

10.	我觉得Guided	writing部分很好。 5.018 0.952 

11.		我觉得Unit	task部分很好。 4.583 1.059 

12.	我很喜欢本单元的版面设计。 5.117 0.939 

13.	我很喜欢本单元的图片。 4.933 1.059 

14.	我觉得本单元的图文比例很恰当。 5.043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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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   蒋勋蓉

一．自主学习能力的意义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对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

要求：“新的教学模式应以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

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朝着

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新的教学模式应体

现英语教学的实用性，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

面的积极性，尤其要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

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

自主学习是指由学习者自觉确定学习目标、制订学

习计划、选择学习方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效果

的学习形式，它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依据，强调学生

的知识不是通过教师讲授获得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情

景，借助其他人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主

动的、意义建构的方式获得的。

根据二语习得的理论，语言学习本身是一种目标取

向（goal-oriented）的行为。语言学习的首要目标是能

够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用语言来完成各种任务, 第二

目标是掌握终身学习所必需的方法技巧, 即学习策略，

语言学习的这一目标被称为语言学习的程序性目标, 即
达到自我管理学习, 也就是学习自主。

根据上述理论，如何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尤

其是有效使用学习策略的能力，是完成大学英语教学目

标的核心任务。

二．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自主学习环境
网络技术的引入为自主学习环境的建立提供了基本

的条件，其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网络信息技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信息输入平台。

二语习得理论认为，语言学习者需接受足够的语言

输入，才可习得语言。语言输入的三个必备条件是：第

一，语言输入必须是能够理解的；第二，语言输入必须

是大量的；第三，语言输入应该是有趣的、关联的。网

络技术在语言输入方面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

具有信息量大、信息媒介丰富（文字、图片、声音、音

像）、信息更新快、传播效率高等优势，能够满足二语

习得理论中对语言输入的要求。同时，由于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情况选择所需内容进行学习，所以在网络学习系

统中的语言输入是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具有较高的

效率。

网络信息技术能够构建一个开放的信息共享、交流
平台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信息的交流，网络技术能够

突破时间、空间对交流机会的限制，使得异地、异时的

交流成为可能。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网络学习系统

中的在线提问、在线作业、师生讨论区功能正是发挥了

网络技术的这一优势，为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

之间进行异地、异时的多维度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网络学习系统能够提供学生自我管理的辅助机制

网络学习系统在为学生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的同时

也提供了一套促进学生自我管理的辅助机制，如《新视

野大学英语》网络学习系统能够为学生提供详细的学习

记录、测试记录、自我评价系统、教学日程、面授约课

等功能，促进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自我监控、反思、评

价和调整。 

三．积极利用网络学习系统，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

笔者认为网络学习系统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参与大学

英语的教学。

以网络技术为支撑重新构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模式

下图中展示的教学模式是笔者所在学校实施的以

《新视野大学英语》网络学习系统为支撑的教学模式。

由于借助网络技术，语言输入环节和语言知识内化环节

由学生在网络学习平台中自主完成，课堂教学的主要作

用不再是单一的语言信息输入，而是提供学生进行语言

强化的环境，即通过在课堂上完成教师设计的交际任

务，学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实现语言强化这一学习环

节，使学习过程完成“输入——内化——强化”的完整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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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在这个模式中网络自主学习与课堂教学各有分工

并形成有机的一体，使得网络技术和课堂教学的优势都

能得以充分发挥，帮助学生提高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在语言输入环节，《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网络

学习系统和视听说网络学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真

实、详细的语言信息。读写译网络学习系统在每个单元

中都给学生提供了背景知识、课文录音、详尽的语言要

点的讲解以及篇章结构分析，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

点击相关知识点进行学习，利于提高学习的针对性的和

效率。《新视野视大学英语 听说教程》则充分利用多

网络自主学习
（输入）

网络自主学习
（内化）

课堂教学
（强化）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媒体信息技术的优势，给学生提供了真实、生动、丰富

的视频材料，营造了真实鲜活的语言环境。由于这些语

言信息由网络平台提供，学生可按照教师的要求在任何

方便的时间、地点上网学习，避免了传统模式中语言输

入由教师在上课时间统一讲解完成的诸多弊端。

在语言知识内化环节，《新视野大学英语》网络学

习系统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练习机会，例如，课文跟读、

词汇填空、课文摘要填空、翻译练习、快速阅读训练、

对话跟读、对话仿读、角色扮演、对话内容填空、听说

训练、写作训练等等，这些练习均可由学生在网络系统

中自主完成，有效地巩固在输入环节中获得的新的语言

知识，为语言的运用奠定基础。

在语言强化环节，新的教学模式中的课堂教学不以

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为教学目标，而是为学生提供

语言运用的平台，实现语言强化的功能。在本环节中，

教师需要针对网络学习系统中的语言要点设计相应的交

际活动，由学生在课堂完成。这些活动包括小组研究课

题展示、角色扮演、模拟发布会、辩论等，学生通过在

这些活动中使用目标语言知识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达

到语言强化的目的，使得所学语言知识真正进入长期记

忆，提高语言的运用能力，实现学习的最终目标。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译网络学习系统为例，

由于该学习系统的参与，教学过程可以按以下几个步骤

完成：

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习任务要求 学习媒介/场所

预习

阅读前听力活动 完成一个听力短篇
网络学习系统

(Pre-reading	activities）

课文基本理解 阅读课文大意，回答课文理解题
网络学习系统(Exercise	II)；

课本

背景知识 阅读教师上传的文字、音频、视频材料 网络学习系统（授课讲义）

词汇学习
结合教师上传的本单元重点词表挑选词汇，阅读
学习系统中的词汇讲解，抄写例句、并模仿造句

网络学习系统（单词）；
课本；
练习本

深入学习

课文深入理解
完成对课文意义的深入理解以及对语言难点的
理解

网络学习系统（课文讲解）

课文篇章分析 小组范围内完成教师上传的文章结构图表 网络学习系统（授课讲义）

语言知识操练
完成课后练习III、IV、V、VI、VII、XII以及教师上传
的翻译练习

网络学习系统（课后练习）；
课本；
练习本

写作练习 完成本单元教师布置的写作练习
网络学习系统（授课讲义）；

练习本

自测 完成教师上传的本单元测试题 网络学习系统（测试中心）

课堂面授

课文内容讨论 课上完成课文讨论活动

多媒体教室
扩展活动 如小组展示、辩论、模拟研讨会、角色扮演等

翻译练习反馈 教师点评

写作练习反馈 教师面批、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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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网络系统支撑的外语自主学习中心

在母语环境下获得第二外语的能力必然受到母语的

干扰和限制，传统模式中课堂、教课书上的语言输入和

操练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借助网络学习系统创办外语自

主式学习中心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自主中心为学生

提供上网条件供学生根据自身需要在网络系统中学习，

同时配备专职外籍教师，为学生解答疑问并提供用英语

进行交流的机会。此外，自主中心还可以配合网络学习

系统中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定期举办英语讲座、开辟英语

角、举办英语晚会、播放外国电影电视等活动，在网络

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带动并培养全校学

生自主式学习外语的意识和兴趣。

利用虚拟社区构建大学英语教学环境

虚拟社区是指具有不同兴趣爱好和需求的个体，借

助计算机网络和通讯技术，构筑网上多功能、立体化的

虚拟交流空间。例如，《新视野大学英语》学习系统提

供了“班级讨论区”的功能，学生在这个虚拟交流空间

中可以就某些主题展开讨论，这些话题可以来自教学内

容，也可以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和精神世界相关，例如有

关世界著名大学的信息、不同类型音乐的欣赏、麦当劳

和肯德基的经营成功之道、养宠物的经历、一生中不能

错过的电影等等，这种虚拟的教学环境大大地拓展了学

生的语言使用空间，学生的交际能力、协作能力以及英

语语言的综合能力都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四．网络自主学习实施要点
1．教师应深度挖掘网络平台提供的学习资源，对网络

自主学习任务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教师在做教学

设计时，必须对网络自主学习环节的学习任务做明

确细致的指导，包括明确的预习要求、词汇学习任

务、课文理解的程度、课文后练习项目、网络测试

要求等等，这样学生才能有清晰的网络自主学习目

标，保障网络自主学习的有效性。

2．教师应充分开发学习系统提供的后台监督管理功

能，追踪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教师需定期查看学

生的网络学习记录，以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发现问题后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3．教师需制定有效的学习策略培训方案，尤其需要加

强学生学习管理策略的使用意识，促使学生主动自

觉地确定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选择学习方

法、监控学习过程、评价学习结果，对学习过程实

施有效的管理。

4．积极调整学生评估体系，该体系应充分利用网络学

习平台提供的学习记录，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在

评估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

5．教师应指导和管理虚拟社区的交流，改变传统教学

模式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与学生一起构建平等的

沟通平台，促进学生积极有效地进行语言实践。

五．结语
随着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为中心的现代教育

观念的不断深入，我们应该明确意识到，学习的空间不

应局限于教材、教师和课堂，网络技术的引入为大学英

语教学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应充分合理地使用网络技术

在语言输入、学习过程管理、学生自主地位等方面带来

的积极的变革，这些变革极大地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

自主性，有利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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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0年代初以来，培养文化意识开始成为外语教学

关注的焦点。如今，传授文化、培养文化敏感性和文化

意识已成为在汉语文化背景下教授英语的主要目标之

一，并作为英语教学原则写进最新的《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事实上，文化导入已成为

传统英语教育转向现代英语教育的标志。

对于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无论是中

外语言学家还是其他相关领域的专家，几乎都有过

精辟的论述。西方语言学家西利认为应用外语教学的

总目标应该是：“所有学生都应发展在目标语社会中

得体地活动和与该文化承载者交流所需要的文化的理

解、态度和具体技能。”（胡文仲2004）我国的语

言学家也持相同观点：“学习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

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操这种语言的人如

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

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要懂得

他们的‘心灵之语言’，即了解他们社会的文化。”

（邓炎昌，刘润清1989）  

实际上，英语文化教学任务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

的，而是应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对

英语人才要求提高的结果，但从根本上讲，它首先是由

语言的本质所决定的。本文试根据笔者三年来利用英语

专业《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这本教材进行文化教学的

实践进行总结，希望就英语教学文化导入方面的研究进

行探讨，与广大教师交流。

一、语言的本质和外语教学任务
语言是一种有文化内涵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本质

是交际。根据语言的特点，语言学习应该至少包括三块

内容：熟悉语言的符号体系（语言知识），了解语言的

文化内涵（文化因素），掌握语言的使用方法（交际能

力）。总体来看，语言学习过程是通过语言的外在形式

了解和研究文化内涵，反过来，又通过文化内涵的学习

提高对语言本身的深刻理解和使用能力，从而达到高水

平的交际能力。可以说，深入了解和研究语言所表现的

文化内涵是语言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将语

言知识转化为语言交际能力的必要条件。具体到英语教

学中，要让英语教学富有生命力，要让学习者真正掌握

语言交际能力，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培养文化敏感性

和能力。

二、《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与培养文化敏
感性和能力

文化、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

在切入正题前，还需要梳理三个基本概念：文化、

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

出于外语教学的需要，我们可以顺着一个由总体到

具体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

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物质、精神财富的总

和；从狭义上讲，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

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

识形态。它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

心理层面这四个层面。其中，精神心理层面涉及精神信

仰、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文学艺术作品，它是文化的核心和精华，是一个国家的

精神性力量。而从本质上来讲，文化的本质是人。人是

文化世界唯一的创造者和载体。具体到英语教学，文化

内容按功能分为两大类：知识文化（cultural knowledge 
information ）和交际文化(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前者指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宗

教、法律、文化艺术等文化背景知识；后者指在英语文

化中进行有效交际需遵循的行为准则，包括语言和非语

言因素。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敏感性，也称跨文化意识，指在

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

应能力。西方学者认为文化敏感性至少包括四个层次的意

思：首先，能够注意到表面的异国文化特征；其次，能察

觉到与自己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

化特征；第三，能在理论上或是理性地理解与自己文化有

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第四，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对方

着想，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胡文仲2004）。

北京外国语大学   章晓英

培养文化敏感性和能力
在精读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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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能力，或跨文化交际能力，指在跨文化交际中

具体处理问题的能力，包括宽容的态度和能力、根据话

题、语境、文化背景使用得体、恰当语言的能力等。

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是日积月累的文化素养的体现。这两种能力的培养始于

各种形式和途径的文化导入。一般来说，英语精读教材

都蕴含丰富的文化内容，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之

一，是培养文化敏感性和能力的重要资源。

《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与文化导入内容、策略和技巧

由杨立民教授任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

版的《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共6册）是英语专业本科

生使用的精读课教材。该套教材不但语言规范，而且几

乎每篇课文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因此非

常有利于文化教学。

对于任课教师来讲，进行文化教学首先需要考虑并

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导入策略是什么？导入什么文化内

容？如何有效地进行文化导入？

首先谈策略。这里所说的策略就是低年级精读课文

化教学的一个总体思路，可以归纳为四点： 一、考虑

到低年级精读课的主要任务是语言基本功训练，文化教

学内容必须少而精，有趣而实用，让学生掌握精髓和学

习方法；二、既要注重知识文化的积累，又不忽略交际

文化的导入。但鉴于精读教材中的知识文化含量大大超

出交际文化，为此，知识文化导入应成为焦点；三、文

化导入方法应该简单易行；四、从方法论角度上讲，在

文化导入初期阶段，不但要注重导入的内容，也要注重

形式，因为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内容的的一部分。

再谈文化内容。文化教学内容分为知识文化和交际文

化，对于知识文化部分，我们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分三个层

次导入：引导学生注意异国文化的表面特征；察觉与本国

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与本国文化发生冲突的异国文化特

征；至少从理论上理解与本国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

特征。对于交际文化部分，教学内容可主要引导学生观察

交际礼仪和人际关系，侧重培养学生的礼貌行为。

关于文化导入方法，已有很多讨论，也总结出许多

实践经验。这里介绍三个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经常使用的

方法。

第一种：分工合作法，这主要用在知识文化的导

入上。具体做法是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较容易的文化

点，然后在课堂上讲解，而比较难的文化知识由老师

讲解。老师或学生讲解时，要使用简单易懂的英语。

在多数情况下，学生的讲解效果更好，会激发学生更

多的好奇和兴趣。

第二种：针对交际文化的情景表演法。这是一种很

传统的教学方法，不必多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情景表

演法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点评，可以由老师来做，也可以

请同学做。点评部分不但要涉及语言的准确性和得体

性，还要包括非语言因素，如面部表情、眼神、态度、

声音高低等体态语言。

第三种：造势法，即大力宣传文化价值性，如在教

室的墙上贴上口号式标语：Language is part of culture./ To 
learn a language is to take on its culture./Without knowledge 
of culture,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a language well.等。

实例详解

有了总体思路以后，笔者现将《现代大学英语 精
读》第一册中包含的重要文化点（知识文化和交际文

化）整理归纳出来（p.=para.）。限于篇幅，仅列出前

八个单元。从下面的表中可以看出，几乎每篇课文都有

合适的知识文化点。

《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第一册

课文 题目 知识文化 交际文化(礼仪/人际关系)

第一课 Half	a	Day The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p.14)

第二课 Going	Home Yellow	ribbon	(p.12) Say	brightly	when	introducing	herself	(p.4)

第三课 Message	of	the	Land The	husband	moving	into	the	
wife’s	house	(p.1)

第四课 The Boy & the Bank Officer The	West	Side	(of	
Manhattan)	(p.2)	 Serve	customers	with	a	smile	(p.10)

第五课 Angels	on	a	pin Angels	on	a	pin	(title) Excuse	himself	for	interrupting(p.4)

第六课 The	Monsters	Are	Due	on	
the	Maple	Street Raise	Cain	(p.46)

第七课 Mandela’s	Garden Mandela	(title)
1)	Provide	the	warders	with	the	best	tomatoes	and	onions（p.5）;	
2)	Write	to	Winnie	about	a	tomato	plant,	indicating	the	

unavoidable	break-up	of	their	marriage	

第八课 My	Personal	Manager The	last	straw	(p.3)
1)	Apologize	by	saying	“I	ought	to	know	better.”
2)	Show	appreciation	by	saying	“you	were	terrific”
3)	Turn	down	an	invitation	by	saying	sth	with	a	smile	(p.14)

教学交流
Teaching Forum



外研之声 3�

那么，我们如何在实际教学中进行交际文化和知识

文化教学呢？下面结合实例进行介绍。

先说交际文化。由于有上下文，交际文化教学操作

简单、有趣，且有效。

比如，在第一册第二课中，可以学习在英语文化背

景中如何有礼貌地与陌生人搭话：一位女孩出于好奇，

想与男主人公说话。她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先自我介

绍，表情是欢快地（brightly），然后再问对方的情况。

第四课中，学习有礼貌的终止谈话，并热心为顾客服

务：工作人员在终止与想取款的小男孩谈话时说：Now 
if you’ll excuse me, 看得出即使对小孩也彬彬有礼。在第

八课中，可以学习真诚道歉和赞美别人，并有礼貌地拒

绝邀请。当Carlos说话不小心，冒犯了Karen后，他道歉

说：I’m sorry I embarrassed you. I ought to know better。
从这些句子当中，我们不但可以学习礼貌行为，还可以

看出美国男女中学生之间在公共场合表达情感时使用丰

富的身体语言。

再来说文化的知识部分。

在这部分教学活动中，首先应该培养学生观察英语

文化的表面特征。如第一册第二课（Going Home）中，

黄丝带是美国的一种特殊的符号文化，是原谅、爱和接

受的象征。与之相似的其他符号还有表示对爱滋病人的

同情和支持的红丝带，支持并呼吁关注乳腺癌患者的粉

红丝带，支持并呼吁关注结核病患者的绿色丝带，以及

表示对城市贫民窟青少年恶劣成长环境同情并致力于改

善此状况的紫色丝带。向学生传递这些信息，有助于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国文化的内涵。

其次，引导学生察觉与本国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容易

导致文化冲突的英语文化特征。比如，在第二册第12
课（Confessions of a Miseducated Man）中，美国作者

（Norman Cousins）在文章结尾处暗示，各国应从全球

利益出发，考虑到全人类的命运，建立一个由某强大的

国家或民族为首的大同世界。本文有感于珍珠港事件而

写，于1952发表于《周六评论》杂志。当时，这种建立

全球权威的观点还是比较新的。但是，这个观点我们是

不能接受的。我们不禁要问，建立谁的全球联邦，何种

全球联邦？在当前各民族国家利益与需求不一致，能力

并不均衡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联邦能确保民族

国家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吗？

另外，教师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与本国文化有明显差

异的英语文化特征。如在第二册第一课Another School 
Year-What for? 中，教师可以对Liberal Arts College做深

入的讲解，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

对于Liberal Arts College, 我们往往根据其字面意思

翻成“人文学院”。我们所说的人文学院，通常由语言

文学、哲学和历史系组成，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教育。

然而，美国的Liberal Arts College也是如此么？

Liberal Arts起源于希腊。在传统的人文教育中，

Liberal Arts的主要学科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语言。

然而，在当今的美国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内涵发生了变

化。在美国，人文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它既继承了

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又在教育内容和方式上有了新的发

展。一方面，人文学院首先以培养全人为主要目标，其

根本目的和核心是培养具有进取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全

人。另一方面，人文学院是文理复合的，通常由三大

块组成：自然科学部（sciences）、社会科学部（social 
sciences）以及人文学科部（humanities）。根据规定，

学生要分别在这三个领域选上某几门课，才能完成大学

学业。可见，中国的人文学院与美国的人文学院在内涵

上是有差别的。从字面意思上讲，Liberal Arts College 
是“人文学院”之意，但是，我们的人文学院意义更

窄一些，相当于美国Liberal Arts College里的Division of 
Humanities （人文学科部）。

三、结束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时刻渗透在语言中。结

合精读课教授文化，可以让学生在语境中了解异国文

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从而逐步提高文

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师生共同行走在文化旅程中，

不断发现两种文化的差异，不断体味惊讶，这是一种

非常愉悦的感觉。这里，我愿借用北京大学社会语言

学教授、跨文化研究著名学者高一虹博士的话做结语

（高一虹2000：13）：

		

原文刊登在《北外英语专业课堂教学理念与实践》，

陆培敏、金利民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第

98－110页。经作者同意，本刊进行了部分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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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求效支持教学

严谨务实推动科研 

2008年暑期，外研社与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合

作，举办了“高等学校英语教学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本

着满足需求、提高质量、注重实效和体现个性化与针对性的原

则，外研社对研修班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研修班

共16期，分别在北京和杭州两地举行，形成多层次、多主题、

多模式的研修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与教法研修班”共

11期， 分为大学英语、英语专业和高职高专英语教育三个方

向，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方法与模式进行研讨。研修课程包括

“主题报告”、“专题报告”、“教学示范”和“示范课评

比”四个环节。围绕不同主题的专家报告系统全面，益于教师

明确方向，开拓思路；实践环节为教师们提供了探讨教学模

式、交流教学经验的平台；“示范课评比”中引用“微格教学

法”，为评价提供了可靠依据，保证了研修的高效与质量。

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 

则分为不同专题，侧重教师在教学与科研能力方面的发展。专题

研修班涵盖模拟课堂教学、论文阅读与评价、语篇分析、语料库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3� 外研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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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与研究等方面，采取专家讲授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形式，

引导教师提高认识，参与实践，在“理论基础—初步实践—理

论指导—深入实践”的循环中切实提高理论水平与创新能力。

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对英语教师的教学

能力与科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明确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

须加强教学团队和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建设。外研社每年精心策

划与组织的研修班，正是致力于为全国的高校英语教师提供学

习和交流的平台，也为他们在实际教学中改善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果、加强科研能力提供切实的帮助。

每一年的教师培训都是外研社的一件大事。在不断探索与

完善培训模式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得到广大外语教学专家与一

线教师的意见与建议，共同提高教师培训效果，促进教师的长

远与持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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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名师指点，感悟时代使命
西南交通大学   李 海

2008年7月底，我有幸参加了由外研社在

北京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

展研修班”，并在“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

用研修班”中得到梁茂成教授、李文中教授和

许家金博士三位名师的面传亲授。在此之前，

我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相关研究，也

参编过若干教材，对语料库研究有些皮毛的了

解，但无深入研究。我深知语料库研究不仅与

计算机辅助教学密切相关，更能有效地促进教

材编撰质量的提高，因此对此次研修活动格外

重视。

尽管研修班时间短暂，学员相关知识和技

能参差不齐，但研修的效率和效果却十分突出，

这完全归功于三位专家精湛的教学和研修班工作

人员科学的计划、周密的组织及严格的管理。让

我印象深刻的除了三位专家不辞辛劳的传道、

授业、解惑外，还有每天学习活动结束时学员们

书写反思日志，工作人员收集所有学员的心得体

会，三位专家则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一一阅读批注

这些反馈，并在第二天一早及时张贴在学习会

场。同时，三位专家还根据各个学员在心得中提

出的建议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相应调整，以得到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2008年
亲历外研社暑期研修

2008年的暑期教师研修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许多老师想起当时的倾力投入与热火朝天，依然

感到回味无穷。本刊特约五位老师撰文回忆他们在研修中的所思所想、所虑所得，与读者分享。

收获 回味 提高



外研之声 3�

最佳教学效果。研修过程中，学员们不但掌

握了语料库的基础知识和相关技能，还积极

参与各项实践互动学习环节，在“学员汇报

演示”中，小组代表上台汇报演示，将整个

研修活动推上高潮。这样互动式、理论联系

实践的教学方式在本次研修活动中取得了巨

大成功。 

研修班将语料库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教学

科研、人文层面的外语教研与科学层面的语

料库软件运用结合在一起，既兼顾了语料库

相关理论背景知识及实际操作技能学习，又

体现了具有创新思维的现代教学模式的兴起

和发展，让我们充分领略到计算机科学与人

文领域相融相通的魅力。

三天的学习时间短暂却又充实，让我从

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了解了语料库相关知识。

三位专家从理论层面和软件的操作上对语料

库进行了精彩、生动、细致的阐述讲解，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全心投入的敬业

精神、高效先进的教学方法更是再一次让我

领略到了大师风范，促使我进一步思考：作

为一名高校英语教师，我们应该拥有怎样的

学养和综合素质？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规定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

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

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

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

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

流的需要。”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大学英语

教学目标正在从侧重阅读能力向培养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转变，从单一的知识技能传授向

综合素质教育转变。因此，当前高校英语教

师的职责不应当仅仅是培养学生的各项语言

应用能力，还应以语言为媒，扩展学生的文

化知识，提供其文化素养，培养其独立学习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的教学目标和职责

就要求教师应当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和学养以适应时代对高校教师的要求。

外研社主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

教育与发展研修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

全国高校英语教师提供了一个资源丰富、管

理严密、功能完备的学术研修及交流的平

台。通过本次“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的应用研修班”，我们学习了语料库基础

知识，掌握了各种语料分析技能，从而开阔

了科研视野，提高了科研能力；学会利用语

料库进行学习者语言错误分析、练习设计、

试题编写及数据驱动学习等，更新了教学理

念，从而促进我们全面改善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效率。

外研社暑期研修班让我们深感学习收

获丰厚、不虚此行。我们不仅领略了名师

的丰采与魅力，还感受到主办方热忱细致

的接待和井然的组织管理。外研社精心举

办的此类研修活动为全国高校英语教师提

供了聆听名师指点、与同行交流的学术平

台，让教师们感悟到时代的呼唤及自身的

使命，必将对推动高校外语教学改革和教

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 李海老师参加了“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

修班”，并在演示汇报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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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寻味的难忘一课
东北大学   刘  红  高志英

每当开学在即，我们都倍觉惶恐。虽教龄

已逾十载，也熟知一些教学理论和技巧，可是

一想到又要登上神圣的讲台，面对数十位内心

丰富的生命个体，一种庄严的教师责任感就在

逼问：我们的英语教学具有什么样的教育性？

我们的课堂促进学生的学习成效和全人发展了

吗？随手翻开周燕老师推荐的《语言教师心理

学初探》，思绪又一次飞回到去年七月外研社

“英语教学模拟课堂研修班”的火热现场……

一名有成效的教师不但要反思自己的教

学，还要观摩品察其他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的

教学演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教师人

格的一部分。”（F25）通过剖析教学演示课，

将隐含其中的教师对学生、学习以及教育的观

念外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观摩教师进行积

极的建构。这些外显出来的教师个人实践理论

对于观摩教师本人就具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

在经历了研修班上各种富有教育意义、有助于

心灵发展的学习任务之后，我们深切地感受

到，研修班的整个过程简直就是印证了建构主

义、人本主义与社会互动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多

重启示。我们想针对周老师的演示课，与大家

分享我们的收获。

第一环节：复习（Review）。我们备课总

是绞尽脑汁地准备新奇热闹的内容，以抓住

学生们极易涣散的注意力，觉得这样才是外语

课堂，才不落伍。而这些花哨东西的教学相关

性和教育含量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成有效的学

习，反倒被忽视了。“温故而知新”被滥用，

我们对它所揭示的学习规律反倒陌生了。课堂

上“复习”这个环节，也只是有名无实或是以

小测验顶替。但周老师的开局一下就让我们浮

躁的情绪冷静了下来。听了这个环节，我们都

呆住了。教师在课堂上所起的中介作用就是

“教师用恰当的语言实现引导、启发、反馈等

功能，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学习任务。”

（F30）这个环节是以师生对话的形式进行的。

在每一个话轮里，周老师都用准确、生动的语

言表达实现了与学生的互动，每一次学生的回

答语，都经周老师以更恰当、更高质量的加工

再次输入给学生，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如

何表达具有个人意义的见解。周老师的英语表

达不但为学习者提供模仿范例，增加了高于学

习者水平的语言输入，而且为英语学习创造了

非常舒适的心理氛围。置身其中，真觉得“耳

不暇接”，“大珠小珠落玉盘”，心灵无比的

舒坦，非常享受。通过这样的环节，达到了put 
the present session in perspective的目的，更为随

后的教学重点准备了同化和顺应的良好状态。

第二环节：导入（Lead-in）。这个环节与

第一环节在学习活动内容上各有侧重，并不是

简单重复，但在实际的课堂操作上这两个环节

是合而为一的，并没有分割感。

第三环节：模式（Models）。这是本节

授课的重点。以how to  wr i te为中心线索，

分设三个活动，由浅入深，环环相扣，有点

有面，相互呼应，符合学生认知规律。这个

环节的学习内容是我们普遍使用的写作课方

法——通过优秀文章范例，熟悉一种思维模

式和写作格式。

第四环节：例示（Examples）。这个环

节更像是我们写作课惯用的作文讲评。为什么

将这一环节放在本课重点讲解环节之后呢？我

们认为这里有两个作用：其一是用学生建构的

“渔”去捕“鱼”（understand from their own 
work what is good development and what is not 
in paragraph writing）；其二是这个环节的设计

和有效实施说明  “外语教学要富有教育性，

必须使学习过程充满真实的个人意义，必须与

学习者自己的背景经验和现实处境有联系。”

（F15）所以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具有真实个人意

义的学习经历，这正好切合了人本主义对外语

教学的指导。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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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环节：总结（Summary）。我们原以

为周老师会重述本节课的教学重点，可她却提出

了一个问题：Why do people write? 这让我们很受

震动。在外语学习中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不

难，关键是教师如何强化学习者的语言学习动

机，而这种强化是要贯穿整个课堂教学的每个具

体教学情境的。通过体会周老师对这个环节的设

计，我们得到了有益的启示。“如果教师使学生

清楚地理解任务，使他们看到任务的个人意义

和益处，就可能创造强化学生动机的条件。”

（F38）写作目的的澄清也是澄清和提升学生对

待英语学习的态度。学生们不只是为了考试或完

成任务而被动地写作，更是为了表达自己而经历

一种富有个人意义的成长过程。更可贵的是这种

目的的澄清也是在周老师提供的富有真实个人意

义的任务中经学生和教师互动共同建构出来的，

这充分体现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帮助学生获得全

人发展所发挥的中介作用。

第六环节：布置作业（Assignment）。周

老师要求学生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利用阅读文

本进行写作，以此进一步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

和深度。这也说明教师注意到学生需要挑战而

满足他们对挑战的需求。

观摩了周老师的写作课，回想起研修班开

幕式后周老师题为“外语教育与语言教学”的

报告，我们不禁深深感叹。正如我们小班的tutor
张洁老师在她的博客中所说的：“在教育中始

终应该是理念先行。可是真正地把理念贯彻到

课堂的教学实践中却是对教师自身极大的挑战

了。与周老师的这节课相比，我们的课只是热

闹。周老师的课淡雅清新，春风化雨。这些让

我们敬佩的老师是茶，香飘持久，他们所做的

教育让人回味无穷；而我们这些缺乏经验和历

练的年轻老师是咖啡，在兴奋和热闹后冷却。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诚哉斯言。		

篇末张洁老师的引言出自http://verabinan0327.blog.163.com/blog/static/46320044200862224511442/
本文其他所引均出自《语言教师心理学初探》，Marion	Williams与Robert	L.	Burden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出版。

注：刘红老师和高志英老师参加了“英语教学模拟

课堂研修班”，并在演示汇报评比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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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有八年教龄的老师，感觉一直是磕磕

碰碰地摸索前进。国内的外语教学理论不少是西方

教学理论的翻版，但国内国外由于课程设置不同，

理论在实际操作中会出现种种不同的问题。我个人

认为国内的大学英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大班

授课，同一个班上学生的程度和能力参差不齐，在

自主学习理念下的网络教学模式中，教师究竟担任

何种角色？授课模式具体应该如何转变？一线教学

面临许多困惑。

2008年暑期，我参加了外研社在杭州举办的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模式示范研修班”，在向专家

学习探讨的同时，更得以与同样在一线教学的老师

们充分交流了彼此的教学心得，了解到了更实用的

教学策略和课堂的实际操作方法，切磋之后，感觉

豁然开朗！

记得有同事曾经这样说过：计算机和网络环境

之下的课堂，要么没有教师的一席之地，要么教

师就得成为技术狂人！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样的

情形下学生更需要教师的指导，教师也不必成为

计算机超人。如今Internet的发展使得在线英语学

习的网站和资源数不胜数，往往让人迷失。面临

浩瀚的资源，大部分学生并不能完全把握好学习

的方向和策略，更是离不开教师的指导与点拨。

诚然，计算机网络技术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对教

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要加强信息的检索、处

理和批评能力等。但学生在学习和成长，教师也

不该停滞不前呀！更何况，对于各类软件工具，

深圳大学   黄可泳

教师学会使用即可，并不需要亲自开发。李文中

教授在研修班的专题发言中讲到，“对于英语教

师来说，技术只是辅助工具，重点还是教学内

容，因此只需掌握傻瓜实用的工具即可，而不要

过多地去关注技术本身，忽视了最重要的教学内

容。”此言深得我心！而研修班上各院校的经验

交流更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成功模式。

以前还曾问自己这个问题：教师流畅的语言和

翩翩的风度对于学生只能是最初的吸引，新鲜感消

失之后应该怎么办？参加了外研社组织的暑期研修

班，我更明确地找到了提升自身素质的动力与方

向：了解外语教学的方法理论和最新动态，了解设

置课程，善于使用问卷调查、学生日记和问答等方

式寻找适合学生学习的授课方法，而课堂教学也不

仅仅是语言点的讲解，更重要的是营造一种气氛让

学生投入地学习使用这种语言，激发和维持学生的

学习兴趣，亦即开展有效的课堂活动，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以学习策略的培训，引导学生

在完成任务后反思自己的活动效果，培养他们的自

主学习能力。

做一名好教师，需要积累，需要激情，也需要

勇气和决心。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个

性，了解学生的需求，把自己投入课堂活动中，和

学生有互动，才可以自成一格，形成自己的特色。

我愿意更多地参加这样的研修活动，不断地给自己

增加勇气、积累智慧！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在教学中提升，在积累中成长

注：黄可泳老师参加了第三期“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模式示范研修班”，并

在示范教学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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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康春杰

08年暑期, 我和同事受部门委派一起去杭州参加外研

社的研修班，原以为会和以前参加过的暑期研修班一样，

去报个到之后就可以“溜之大吉”，在杭州好好游玩几

天。可是听了徐社长关于研修班的总体计划之后，我们心

里就凉了半截，心想：这下所有的计划全要泡汤了！我参

加的是“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与教法系列研修班”第一

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模式示范研修班。也就是说我们要

先分组进行教学模拟，然后再从每个小组选出优胜者，最

后到大会上进行展示、评比。

虽然心里不大乐意，但也不好不听安排，于是只

好硬着头皮先听专家的讲座，想着还要硬着头皮继续

参加小组活动。可没曾想，听着听着，兴趣就来了！

尤其是梁茂成教授的讲座，对我启发很大，让我强烈

感觉到：多媒体确实是外语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辅

助工具。

于是在接下来的小组的活动中，我的同事邵帅，还

有另外几名老师，都积极配合小组组长马丽慧老师。我

们心甘情愿地牺牲了西栅夜游，反倒在电脑前忙起了课

件制作，我的“同学”们更是不厌其烦地修改。我们先

是在小班中以微弱优势胜出，然后在大会上超常发挥，

获得了一等奖。正是“归功”于这次比赛的基础，回到

北京以后，我在学校举行的第七届中青年教工基本功大

赛中又获得了全校一等奖。

从“企图偷跑”出去游山玩水，到“自甘积极”参

加小组活动，我感觉我的转变正是缘于外研社对研修活

动的精心设计。外研社的研修活动更多地着眼于教师发

展，针对性强，而且紧扣大学英语教学，充分为教师考

虑。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我非常感谢

外研社能够给我们广大教师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切磋、

学习的机会。

热切期待着外研社的下一次暑期聚首，能让我们有

更大的进步！		

从“企图偷跑”
到“自甘积极”

注：康春杰老师参加了第一期“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模式示范研修班”，

并在示范教学评比中获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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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工程大学   陆 军

学生听的模式，改变为多样化的、以教师讲解及辅导

为主，以计算机网络教学资源、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

为辅的教与学的模式，达到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应

用能力的目的。

同时，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外语系的教学硬件

建设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两年间我们建立、购买或完

善了：

➤ 1间80座多媒体网络教室，20间40座多媒体教室，

共880座位  

➤ 外语电台自动播放系统 

➤ 8间小班辅导专用教室 

➤ 1个48座多媒体教师备课中心 

➤ 5个T的网络资源存储设备（CAI工作室）

我们还在多媒体教室系统内完善了多媒体语音室自

主学习系统及口语考试系统，并将与课内外英语教学相

关的语音、文本内容及答案全部输入系统，供学生上机

自主学习听力及机上口语考试使用。

以上软硬件条件，极大地优化了学生的语言学习环

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与水平自主选择学习

资源，从而使自主学习得到了保障。

本文将从探索新的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模式、

探索小班教学模式、改革教学结果测评及教学评价系统

三个方面，与同行一起探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思路和

做法。

外语系电台自动播放系统

多媒体教室

教师备课中心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我们以教育部颁发的《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指导，从我校各方面实际情况

出发，探讨改革的可行性措施和模式。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从小部分班级试点的方式

入手，边探索边进行边调整，两年内摸索出适合我校

实际情况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将单一的教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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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教学模式

我校大学英语教学采用滚动式动态管理的分级教

学，实行了必修课与选修课相辅相成的大学英语课程设

置，开展多媒体教学。大学英语课程基础阶段在教学计

划中设置为240学时、15学分。之后学生可根据自己的

需求选修应用提高阶段的选修课程。此外，我校每学期

开设不定期讲座，讲授与英语学习相关的内容，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文化素养。

在教学模式上，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优化教学资源和

环境，实现“学生、教师、学习资源和有效测评体系”

框架下ASME听说教学模式，突出体现自主式学习、个

性化教学、交互式小班辅导特色。在教学体系上，实现

了课堂教学、小班面授辅导和规定与开放式自主学习相

结合，课内外并重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此外，我校为

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基于网络与多媒体的自主学习平台

及资源。 

经过近两年的大学英语教改实践，依据《课程要

求》，针对大学生英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

培养这一核心问题，我们探索并总结出了一种大学英语

听说教学的新模式：ASME英语听说教学模式。其基本

内容是：

A: Autonomous  learning（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

S: Suitable and substantial resources（以满足学生实际需

要的适合而充分的学习资源为辅助）；

M: Mini class teaching（以小班辅导课为主要指导、检查

手段）；

E: Effective assessment（以有效测评为教学效果的评估

方法）。

我校教改实践证明，ASME模式是一种提高学生英

语听说能力的行之有效的英语听说教学新模式。下图是

听说课程开展的流程：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表

课型 地点 授课内容及形式

读写课
2学时/周

多媒体教室
（40人以下）

学生集中在课堂学习，教师在课堂上借助多媒体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讲解，并结合课
文组织相应的读、写、译练习

自主听力
1.5学时/周

多媒体教室
（30人以下）

采用上机自主学习，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掌握进度，学习视听内容，最低要求为在学
期末完成一个级别的学习	

小班辅导教学
1学时/隔周

专用教室
（10人以下）	

隔周一次的单元小班辅导课采取分级别、分组辅导的形式，每组有固定教师负责；
辅导课除配合检查学生自主听力学习的内容外，同时还可增强学生的口语训练；
小班辅导可根据学生学习进度和内容不同而采取不同形式，师生互动	

辅助选修课 不定	 学校每学期开设30多门与语言及文化相关的选修课程，学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自愿选择	

自主学习
上机自主学习、
课外听音等	

学生课余时间上机自主学习，使用外语系提供的语音室教师机及网上英语学习资源；
使用外语电台课外放音内容练习听力等其他自主学习

课上听说模式流程图

听说课 自主听力课 小班辅导

Group	1
Group

2

Group
4

Group
3

Group	2

Group	4Group	3

Group
1

Group	1

听说课 自主听力课
小班辅导

每周2学时，40人以下
（分为四组） 每学时三组

与自主听力课同时

进行，每学时一组

四个组轮流，

每两周轮一次，

每次1学时

另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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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班教学模式

我们根据第二语言学习的特点，在多媒体

读写课和独特的自主听力课的基础上，设立了

10人以内的小班辅导课，形成以学生自主学习

为核心的完整的新型课堂体系。强调学生自主

性学习，倡导师生、生生之间的协作学习，使

整个学习群体共同完成知识的建构。

小班辅导教学操作模式

这种极具特色的面对面小班辅导教学模式

是每班10人以内，隔周辅导一次，每次1学时。 
我们小班辅导教学的具体做法是将原来每周两

学时的一次听说课变成了学生机上自主听力时

间，与原来同样排课，但同时将每个班分成四

组，每次课的每一学时有一组到小班辅导课接

受辅导，其余人进行自主听力练习。利用多媒

体教学学习系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

平和能力，确定自己的学习速度，点播相应的

听力内容，实现听力课堂自主学习，然后教师

通过小班辅导课监控学习情况，检查自主学习

进度以及作业完成情况，并要求学生在小班辅

导课上展示学习效果。实际上，这种模式对于

每个学生而言相当于每周平均减少了1.5学时的

教师授课，而增加了1.5学时的学生机上自主

听力时间，这样既给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又有辅导老师的有力监控，同时做到了人性化

的、符合外语教学规律的师生面对面交流。

小班辅导教学内容

小班辅导通过监督、检查、布置任务的手

院校互动
Experience Exchange

段，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

1. 学习方法、策略等指导，答疑解惑。

2. 检查视听说教程部分内容。

3. 就《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每单元的

相关主题组织学生讨论发言。

4. 教师布置学生网络自主学习任务并集中解答

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此外，我们围绕读写教程逐级制定丰富的

话题，供学生讨论，具体内容包括针对某个话

题回答问题、个人阐述、角色扮演、分组讨

论、语音矫正等。 

三、教学结果测评及教学评价系统

测试是检查教学执行情况、评估教学质量

的一种有效手段，是获取教学反馈信息的主要

来源和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依据。语言测试应

重点考核学生的语言基础和语言应用能力。为

了配合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增强学生练习口语

的积极性，我们编制了100套口语考试试题，

研制了口语考试题库，为全面实施口语考试做

好了必备工作之一。为了检验学生运用英语进

行口头交际的能力是否有了提高，我们改革教

学评估手段，增加口语考试。

在考核评价体系上，我们采用了含奖励性

评估的多元考核评价体系。在评价学生的学习

效果的同时，也以奖励加分的形式让学生感到

了学习的回报。我们的教学评估方式分为以下

三种：

➤ 形成性评估（教学过程中，起积极的、鼓

励、调整作用）；

➤ 终结性评估（教学结束后，评估教学效果和

结果，起客观评判作用）；

➤ 奖励性评估（教学过程结束后，起激励学生

提高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作用）

学期成绩=平时成绩（40%）+ 期末成绩

（60%）+口语加试分

 其中，40%的平时成绩记录方式：包括小

班辅导课记录成绩、平时听力测试、作业等成

绩，每次辅导课时，教师对每位学生的表现都

小班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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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相应记录，例如：语音、语调、流利程度、

词汇句型的使用、准备是否充分、努力程度等

等，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等作为平时成绩参考。

期末口语考试以课堂学习内容及常见话题、问

答及讨论为主。口语考试随堂进行，满分15
分。如学生成绩大于8分，便可得到加分。所加

分分值为学生实际得分与8分的差。如某生口语

考试得13分，便可得到5分，加入其学期成绩。

加试口试成绩为最高7分的加分，学期成绩不得

超过100分。

从改革后的教学成果上看，我们的教学模

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教学中最大限度地为

学生创造一个既紧张又愉快的学习环境，努力

营造生动活泼、主动探索、大胆展示的教学氛

围，实现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相互合作、相

互启发、相互补充，减少学生不敢张口、害怕

说错的恐惧心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使课堂教学呈现出丰

富性、多变性和复杂性；通过实施个别化辅

导，使教学内容与学生产生共鸣，其每次不同

的教学主题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表现多种情

景，使学生进入其中一种情景去学习，增加人

际间的交流，使学生带着自己的知识、经验、

思考、灵感参与课堂活动，并成为课堂的中

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英语学习中。		

学期成绩评估构成及内容一览表

平时成绩（40%）
(过程性评估)

主要检测课堂学习内容，包括小班辅导课记录成绩、
读写译课作业、课堂测验、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等

期末成绩（60%	）
	(终结性评估)

题库出题，包括听力、阅读、完型填空、改错、翻译/简
答/写作等，主观题至少占1/3。

加试口试成绩			
(最高为7分的加分)

校内口语考试,以课堂内容及常见话题、问答及讨论为
主，为奖励加分

口语考试：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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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学习者语料库专题研讨会征稿启事

为推动学习者语料库的建设、研究和在语言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及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2009年12月26—27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首届全国学习者语料库专题研讨会”，届时

将邀请文秋芳、卫乃兴、何安平、梁茂成、李文中等专家作主题发言。

现向国内学者征集论文，欢迎以下（但不限于）主
题的论文：

1）学习者语料库建设；

2）学习者语料库研究方法；

3）语料库分析技术；

4）基于学习者语料库的相关研究。

有意参会者请将论文摘要（包括标题、中文600字，英文
300字的摘要）和参会者信息（包括姓名、单位、邮寄地址、
联系电话及电子邮箱等）寄至会议专用电子邮箱。参会论文将
择优结集出版。

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2009年9月15日

会议工作语言：

中文、英文。

会务费：

600元；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咨询电话：

010－88819537

会议电子邮箱：

learner.corpora@gmail.com

查询网址：

http://www.fltrp.com；http://www.heep.cn

“首届全国学习者语料库专题研讨会”组委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八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学术研讨会通知

经论文评审委员会推选由与会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会员提交的论文将收入论文集，

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会主题：

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交流——人际、组织与媒体视角

选题范围：跨文化交际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比较
文化研究领域涉及的各个方面

论文提交：

提交论文摘要及相关文件的截止日期为2009年2月28
日。提交论文全文的截止日期为2009年5月1日。

工作语言： 

英语和汉语。会议鼓励用英语撰写论文和发言；欢
迎汉语论文和发言。组委会将根据发言语言进行分组，
大会主旨发言采用英语。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二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邮编：100089）

咨询方式：

010-88816986；132696933991
icsc@bfsu.edu.cn（国内学者）
cafic2009@gmail.com （国际学者）

会议网站：

http://cis.bfsu.edu.cn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国际跨文化交际学会和中华传播研究学会将于2009年6月11—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联

合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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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语言测试国际研讨会”会议及征稿通知

“2009年语言测试国际研讨会” 定于2009年11月7—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

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 

会议主题：

变革中的语言测试 

具体议题如下： 

1. 教育类外语考试的发展与改革； 

2. 各类语言测试的反拨作用研究； 

3. 语言测试效度研究； 

4. 语言测试及语言能力标准； 

5. 汉语作为外语/二语的考试； 

6. 语言测试与计算机技术。 

主题即征稿范围，但不局限于上述主题，语言测试

相关论文均接受。 

我们特别欢迎：从跨学科角度探讨语言测试理论与

实践的研究；行之有效的语言使用能力的题型设计与研

究；更希望看到相关实证性研究等。 

来稿要求

有意参会者请与2009年8月31日前将论文摘要
E-mail至：languagetesting2009@yahoo.com.cn。 

摘要具体要求： 

1. 英文及中文摘要（英文400词，中文700字），限一页； 
2.  字体小四号； 
3.  请附个人资料，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姓名、所属单

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会议学术委员会匿名评审合格后即获会议正式代表资

格，组委会将于2009年9月20日之前发出邀请函。 

会议费用：

教师700元/人，学生400元/人。差旅住宿费自理。 

联系方式： 

1.  联系人：100089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教育研究中心
2009年语言测试会务组； 

2.  电子信箱：languagetesting2009@yahoo.com.
cn；电话：010-88816824, 88817742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09年语言测试国际研讨会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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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征稿通知

第二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将于2009年11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

四川大学联合主办，届时将邀请国际演讲学知名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Stephen E. Lucas教授等专家做主旨发言。

有意参会者请将论文摘要（英文，400字）和参会者信息（包括单位、地址、电话及邮箱等）寄至会议专用电子邮

箱；同时征集英语演讲课堂教学录像资料，供研讨会观摩讨论，欢迎开设英语演讲课的教师将30分钟的英语演讲课

堂教学录像资料（DVD格式）寄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外国语学院胡敏霞老师（收），邮编：610064。

会议形式：

主旨发言、分组发言、论文展示、工作坊、示范课；

论文、教学录像提交截止日期：

2009年8月31日；

咨询电话：

028-89514852；

电子邮箱：

saladincd2002@163.com

主题：

Practising and Teaching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A Chines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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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年会主题：

英语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

主办单位：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工作语言：

英文、中文

会议费用：

会务费600元，在校学生（凭

有效证件）减半。

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联系电话：

0411-86111017 肖俏；
0411-86111016 朱林；
0411-86111020 井水勤

投稿说明：

年会欢迎提交有关英语课程建设与改革新理念和新举措的论文，参会形式包括

分组发言和论文展示（Poster Presentation）。请以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于2009

年6月31日之前（邮寄以邮戳为准）提交300—500词（字）的论文摘要。同时请

注明姓名、职称、学位（包括在读）、单位、联系电话、电子邮箱、通讯地址、邮

编，并注明“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论文摘要”字样。

电子版请寄：

2009dwnianhui@163.com 或 nianhuilunwen@163.com

纸质版请寄：

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 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肖俏（邮编：116044）

查询网址：

http://www.celea.org.cn（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
http://www.dlufl.edu.cn（大连外国语学院）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征文通知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拟于200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大连外国语学院举行“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本届

年会由大连外国语学院承办，将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做主旨报告。会议规模为100—150人。分组发言人将有15分钟的论文

宣读时间和5分钟的回答问题时间。

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

第八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征稿启事

会议议题：

双语词典学理论研究、双语词典的设计特征、计算机技术在双语词
典学中的应用及电子词典的研发、热点问题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

投稿方式：

论文用汉语撰写，与会者请于2009年6月15日前寄交论文摘要
（中文限500字以内），并按以下格式提交：

1. 论文题目
2. 所属单位和姓名
3. 摘要
4. 关键词（5个以内）
研讨会筹委会将组织专家对摘要进行评审，并及时向入选者发出正

式会议邀请，通告会议的相关具体细节。完整论文字数中文限7000字
以下（含参考文献），请于2009年9月30日前提交至研讨会筹委会。
文章（参考文献）格式请参照《外语教学与研究》。

电子邮箱：

bilex_bfsu@yahoo.com

联系电话：

13379259619 田兵；010-88816824 丁凤新

传真号码：
010-88810376

通讯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2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邮编：100089）

会议网址：

http://bilex.gdufs.edu.cn

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决定，第八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定于2009年10月23—25日在北京外国语大

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承办。现向全国征

集会议论文。

5. 通讯地址及邮编
6. 电子邮件地址
7.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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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形式语言学研讨会(中国)通知 

 大会主题：

1. 最简方案句法研究

2. 生成语法的第一语言习得研究

3. 生成语法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4. 生成音系学

5. 儿童语言障碍研究

6. 生物语言学问题

 投稿程序：

有意与会者在2009年4月10日之前提交英文摘要，限500字以内。

并请略去作者姓名、职称、所属单位、通讯地址(包括邮编)、电子邮件

地址和联系电话（国内学者用中、英文双语注明）。上述个人信息用另

页书写，以便进行匿名评审。4月底之前发出正式会议邀请函。

提交方式：

电子邮件至formallinguistics@126.com  

会议费用：

会务费教师800元/人，学生400元/人。差
旅、住宿费自理。

联系电话：

010-88817742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
教育研究中心 会务组

会议网址：

http://fml.buaa.edu.cn/

国际美国研究学会第四届世界大会

大会议题：

目前提出的有：
1.  美国文化的域外批判和接受
2.  南/北美洲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3.  美洲国家比较研究
4.  “全球化”与“美国化”
5.  域外美国研究
6.  “美国例外论”：神话与现实
7.  美国神话：文学、历史与文化

会议日程：

1.  2009年1月31日：提交论文（或专题小组）题目和提要
2.  2009年2月28日：通知论文（专题小组）接受情况
3.  2009年5月31日：提交详细的800—1000字英文摘要

4.  2009年9月18—20日：大会召开（17日在会场开始报到）

会议语言： 

会议工作语言为英语。会议论文使用英文撰写。会议
不提供翻译服务。

联系方式： 

办公时间致电010-82565621或13521847279，
010-88816282（传真）

liqikeng@gmail.com，liqikengbfsu@live.cn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李期铿 （邮编：100089）

官方网站：

http://seis.bfsu.edu.cn

第四届国际形式语言学研讨会（中国）定于2009年7月20—21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

教育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主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

全球化——经济、人口和文化的世界性流动——为美国研究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的美国

研究开始突破以美国学者为中心、以美国疆域为界限的传统格局。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美国以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美国

文化在美国域外经历的接受、批判和演变成为美国研究的新热点。为此，国际美国研究学会 （IASA） 和北京外国语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ASC） 诚挚邀请海内外致力于美国研究的各学科各领域专家学者，金秋时节相聚北京，参加国际美国

研究学会的第四届世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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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主办单位

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会议主题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上所面临的挑战
Challenges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Practice

主要议题

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发展以及在不同语言、领
域和语境中的应用，具体包括：符号意义系统的发展前景、语义
结构、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与心智的关系、语言与现实的关
系、儿童语言发展、语言的模糊性、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语篇
分析、语言与文学、语言学与翻译以及其他相关领域。

主题发言

Michael Halliday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James Martin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Clare Painter (University of Sydney, Australia)
Eija Ventola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Heidi Byrn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Christian Matthiesse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China)
Jonathan Webster (City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刘世生（清华大学)
黄国文（中山大学)
沈家煊（中国社科院)

会议形式

大会主题发言、小型的专题研讨会 （初定包括四个：多
模态语篇理论与语篇分析、世界上不同语言的发展研究、系统

第3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

暨第11届全国功能语言学研讨会

功能语言学文体研究及中国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小组论文
宣读、胡壮麟先生与朱永生先生对Halliday先生的访谈。

会前讲学班

2009年7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演讲人包
括Ruqaiya Hasan, James Martin, Christian Matthiessen, 
Robin Forsett , Clare Painter, Kazu Teruya, 田贵森、严世
清、李战子。

工作语言：英语和汉语。

会议时间：2009年7月14日至18日，7月13日报到

会议地点：清华大学

注册费：人民币1000元；学生500元。食宿费用自理

报名程序

1. 论文摘要请发送到会议专用电子邮箱，提交截止日期：2009年4

月30日；

2. 有意参会但不作论文宣读者报名截止日期：2009年6月15日。

3. 请务必于2009年6月15日之前通过银行或邮政汇款缴纳会务费。

*  论文要求、注册费缴纳、住宿预定方式请登陆会议官方网站。

联系人：庞玉厚 010-51537058或13810761369；

会议邮箱：36isfc@tsinghua.edu.cn

会议官方网站：

http://rwxy.tsinghua.edu.cn/36isfc

会前讲学班查询网站：

http://www.sfll.bnu.edu.cn

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自20世纪70年代初首次举办以来，每年召开一次。每四年在澳大利亚、美洲、亚洲、欧洲

轮流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35届，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第3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暨第11届全国功能语言学

研讨会定于2009年7月14—18日在清华大学举行。

1． 每次大会均有一个主题。

2． 邀请知名学者做主题发言，包括一位不是本学派的学者，但是

他/她与本学派有相近的观点，或保持友好的关系。

3． 会前举办讲学班，向年轻或初步涉及该学派的学者或学生传

授基本理论和应用实例。比如1995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第22

届大会之前，在清华大学举办了14天的讲学班，讲学者包括

Halliday, Hasan, Berry 和Ventolar，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多名听众，其中有很多是我国当前知名的学者。

历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惯例

4． 形 式 多 样 ， 有 大 会 主 题 发 言 、 小 型 的 专 题 研 讨 会

（ c o l l o q u i u m ） 、 小 组 论 文 宣 读 ， 有 时 还 有 座 谈 会 

(workshop)。

5． 设立几个资助款项，资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

家有经济困难、但是有一定学术成就或有发展前景的学者

参加会议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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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

参赛规则： 

一、 本届竞赛分别设立英译汉和汉译英两个奖项，参赛者可
任选一项或同时参加两项竞赛。《中国翻译》2009年第
1期刊登竞赛规则、竞赛原文和参赛券(复印件有效)。 

二、 参赛者年龄：44岁以下。 

三、 参赛译文须独立完成，杜绝抄袭现象。竞赛中如发现有
任何违反学术规范者，将取消其参赛资格或获奖资格，
竞赛组委会将酌情在网络上公布相关情况。请参赛者在
大赛截稿之日前妥善保存参赛译文的著作权，请勿在书
报刊、网络等任何媒体公布自己的参赛译文，否则将被
取消参赛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四、 参赛译文投稿可通过邮寄纸稿和网络提交两种方式进
行。各项参赛译文一稿有效，恕不接收修改稿。

五、 参赛截稿日期： 2009年5月31日。

六、 参赛者在交寄参赛译文的同时，交寄报名费40元，如同
时参加两项竞赛，请交报名费 80元。未交报名费的参赛
译文无效。

七、 本届竞赛增加了复赛程序。投稿截至后，竞赛委员会将于
2009年6月20日确认复赛参赛者名单，并于6月21-25日
在竞赛官方网站公布复赛者名单及复赛规则，同时通知复
赛参赛者。复赛时间初步定为7月18日（星期六）。复赛

以实时网络比赛方式进行，复赛入围者须在规定时间内
登录指定网站，完成相应的翻译任务。

八、 竞赛组委会根据初赛和复赛成绩综合评定出本届竞赛
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将于2009年秋天在北京举
行本届竞赛颁奖典礼，竞赛获奖者将被邀请参加颁奖
典礼。 

竞赛具体安排和最新信息请关注竞赛官方网站：

www.tac-online.org.cn    http://sfl.pku.edu.cn/MTI

竞赛组委会联系方式：

北京大学MTI教育中心：

电话：010-62767884     
电子信箱：mticenter@pku.edu.cn 
网址：http://sfl.pku.edu.cn/MTI；
 http://www.PkuMTI.net 

《中国翻译》编辑部：  

电话：010-68995956　
电子信箱：ctjtac@gmail.com    
网址 www.tac-online.org.cn    
地址： 北京市阜外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翻译》编辑

部（邮编：100037）

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北京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将联合举办第二十一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外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作为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正在我国

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值此之际，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北京大学翻译硕士教育中心将联

合举办第二十一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

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研讨会第一次大会于20世纪70年代初举

办，之后每年一次。参与者由最初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已扩展到欧

洲、亚洲、北美、拉丁美洲、非洲。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协会成立

于80年代，胡壮麟、黄国文、朱永生教授先后担任执委会委员，方

琰教授曾于2002—2008年担任副主席，黄国文教授为现任副主席。

中国于1995年成立了功能语言学协会，第一届会长为胡壮麟，现

任会长为黄国文。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每四年在澳大利亚、美

洲、亚洲、欧洲轮流举办一次。1995年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第22届大

会，胡壮麟教授主持。今年再一次轮到亚洲，届时将由清华大学和

香港城市大学在北京联合举办第36届大会暨第11届中国功能语言学

研讨会。

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历史回顾

1995年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夏季讲学班

1995年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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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asic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 Training Centre

第五届“新标准杯”基础英语教育教学论文大赛通知

一、论文选题范围

1．课堂教学实践与探究

2．教师专业发展

3．教材使用与探究

4．教学评价与测试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号外研社大厦3105《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

（基础英语教育）编辑部收（邮编：100089 来信注明：参赛论文）

联系电话：
010-88819634

电子信箱：
jobee@fltrp.com（注明参赛论文）

欢迎申报“教师培训与发展方向的探索研究”课题

该课题下设7个子课题:

1． 新课程师资培训策略与有效模式的研究

2． 新课程背景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校本培训研究

3． 如何培养教师终身学习理念的研究

4． 如何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艺术的研究

5． 如何多维度探索教师发展方向的研究

6． 如何开拓国际教学视野的研究

7． 师范学校学生新课标培训课程与专业发展适应性研究

课题专家顾问组：

陈    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组长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理事长

张连仲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国家《英语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组核心成员

吴一安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顾问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8819634 叶婉
Email: yewan@fltrp.com
课题申报网址: http://www.chinabfle.org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支持、面向全国范围进行基础外语教育领域的课题研究、师资培训和教学资源开发等工作，并

为国家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的全国性教育研究机构。

研究中心以“研究、引领与服务”为工作宗旨，在我国“一条龙”外语教育体系的构建、教师

培训与发展的探索研究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中心愿意为全国各高等院校关注基础外语教

育领域的教师搭建学术平台和交流平台，为我国基础外语教育贡献力量！

欢迎登录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chinabfle.org，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该课题由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持，欢迎全国各高等院校关注基础外语教育的广大教师积极申报！

2009年，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与《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基础英语

教育）编辑部将联合举办第五届“新标准杯”基础英语教育教学论文大赛。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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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目的
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部关于充分运用优质教学软件

和教学资源，深化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推

动高校建立网络环境下的英语教学新模式，切实提升大学

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指示精神，同时，为了发挥北京外

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在英语网络教育方面的经

验和优势，激励其他高校在英语网络教育科研方面的积极

性，北外特开展牵手100所高校进行英语网络教育科研的

合作项目（以下简称“科研项目”）。

二、执行单位
本科研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以下简称

“北外网院”），具体负责组织并执行。

三、科研项目介绍
在全国范围内从申请科研项目合作的高校中选取

100所，英语网络教育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

会”）根据科研项目的综合情况提供不同额度的资金支

持，同时提供用于科研的网络教学平台和专家指导。在科

研项目结题后，将优秀的论文进行结集出版，并向全国相

关学术刊物推荐。

四、合作流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牵手100所高校
开展英语网络教育科研项目合作

五、实施细则
 科研项目申请时间：截止至2009年6月30日；

 申请的科研项目需要符合教育部关于英语网络教育改
革的相关文件精神，同时要紧贴教学实际；

 申请科研项目合作的高校须在2009年1月1日至2009
年6月30日之间购买北外网络学院1门或多门相关网络
课程，科研项目需要以北外网院的网络课程作为科研
对象或工具，每一门课程只能申请一个科研项目；

 北外网院为每一个科研项目提供的支持资金为3000—
5000元，具体金额由专家委员会根据科研项目的综合
情况核定后分两次发放。

 北外网院提供的网络教学平台在科研项目合作期间，
合作高校具有免费使用权，但不能利用其进行其他商
业活动。在此期间北外网院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技术支
持和服务为远程支持（仅限于通过邮件、工作电话、
传真手段进行支持和服务）。在项目结束后，合作学
校须将网络教学平台及相关附属文档、说明书、加密
装置等归还给北外网院；

 科研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后，专家委员会将对项目论文
进行评审，并免费将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

 通过结题验收的科研项目，北外网院提供每项目不多
于两名的老师免费参加北外网院TKT网络班培训。

六、专家委员会
 职责：负责对科研项目申请的审核，执行过程中的指

导、检查和结题验收；

 专家委员会工作由北外网院外语网络教育研究中心

承担。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龚昌安
联系方式：（Tel）010-88813318；（Fax）010-88810819；

gongchangan@beiwaionline.com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外研社大厦2207室（邮

编：100089）。

立项 填写科研项目申请表

科研项目审核
通过

发放50％支持资金

不定期项目检查

结题验收
通过

发放剩余50％支持资金 优秀论文 结集出版

向其他学术刊物推荐



外研之声56

教学支持
Teaching Support

冰果英语智能作文评阅系统 ——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保障

 经过两年多在高校和中学不断地大规模试用，证明稳定可靠，与人

工评阅作文相比，速度快、客观公正，能克服大规模人工评阅带来

的诸多弱点。可以使学生多练多写，老师省时、省力，在此前提

下，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不仅给出每位学生的作文分数，还从词汇、语法、文风、内容等方

面给出意见反馈。能了解每位学生的弱点、长处，为进一步提高指

出努力的方向。

首创英语教学个性化、智能化、多功能、联想式的自主学习系统。能满足初中、高

中、大学、研究生等各层次的学习者在语言能力提高和应试备考方面的需求。

在内容上，分话题自主开发了听、说、读、写、译各技能的实践活动，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使用方便；

在网络技术上，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翻译和写作的机器自动评阅，口语人机互动对

话，听力和阅读的动态智能诊断，因人而异的后续练习，冰果英语的强大词库支持机器自动

生成形式不同且数量庞大的词汇练习题，能满足有不同记忆词汇习惯的学习者。

分别点击页面上的新闻、图文、视频、专题等能使学习者在轻松、愉悦中感受耳目一新

的英语，并能在各类考试中助老师一臂之力。冰果英语使学习更灵活、更有效、更有趣、

更快捷。

冰果链接 http://www.bingoenglish.com/ThinkLink1 （本文中所有例子均提供冰果试用链

接，如提示登录，可以输入用户名 ThinkLink，密码 ThinkLink）

写作

为配合学校英语写作教学，冰

果英语设置了专门的作文评阅系统 
http://writing.bingoenglish.com。老师

可以布置作文，并下载机器生成的学

生作文成绩单，使用非常方便。

十年前，应惠兰教授率领的浙江大学团队开发了“以学生为中心”、“主题

教学”的大学英语综合教材——《新编大学英语》，其经典的选材、先进的教学理

念，带动了大批高校英语教师积极探索教育教学之道，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师生。

十年后，仍旧是这支优秀的团队，仍旧秉承他们先进的教学理念，并充分利

用先进的技术，打造出全新的自主学习系统——“冰果英语”网站，其新颖而丰富

的资源、全面而灵活的“动态智能诊断”和“对症下药”功能，不仅是教师的好助

手，也使学生的学习更轻松、更自觉、更有效。

www.bingoenglish.com

“冰果英语” 网站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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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快吃词汇游戏

词汇增强练习

口语、口译人机对话训练 ——学生提高口语和口头翻译的保障

 采用国际最前沿的语音技术，创造出逼真口语训练环境，设计了四

种循序渐进的口语训练形式，分别为口语跟读、人机情景对话、口

译训练和口头作文。学习者在做好每项练习后，都可以看到自己的

成绩，知道自己哪些做得好，哪些还需要继续努力。

听力、阅读动态智能诊断训练 ——学生提高听力和阅读的保障

 冰果英语独创的动态诊断练习，能判断学生听力、阅读的弱点，通

过系统数据分析，给出评语和指导, 同时动态生成后续学习内容和

练习, 为每位学生对症下药，确保听懂、读懂，提高听、读能力。

强大词库支持的各种形式的词汇训练和词汇量测评 

——学生提高词汇量的保障

 冰果英语词库包含各种要求的词汇表，如初中、高中、大学英语

四、六级，研究生词表，PETS各等级的词表，其全部义项配双解

词义、读音和大量例句，规模超越了任何一本原版词典。学习者可

根据自己当前需要达到的词汇量，根据自己习惯的记忆法做不同类

型的词汇练习，如单词拼写、选择词义、选词填空、多义词选择、

词汇搭配等。冰果英语的强大词库还支持机器自动生成形式不同且

数量庞大的词汇练习题。

 冰果英语词汇游戏Go Fish！是学习者在娱乐中记忆单词的好方

法，是网络使用者最喜爱的记单词游戏。

新闻、图文、视频、专题、博客 ——学生学习英语的趣味课堂

 所有材料都加有注释，保证学习者看懂新闻性、趣味性、语言地

道、富有时代气息、不断更新的内容，让学习者在轻松中感受耳

目一新的英语，不仅学习者喜爱，老师也愿意停留，地道英语信

手拈来，既使学生学习了英语又活跃了课堂气氛。

美剧电影

口头作文

口译训练

口语跟读

人机情景对话

听力诊断

阅读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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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应用类

教材名称 作    者 教学资源

英语辩论教程
Gary Rybold (美)
陈晓清

DVD光盘

语言技能类

教材名称 作    者 教学资源

跨文化口语教程 文秋芳 MP3光盘 音带5盘

英语视听说教程
卢志鸿 
Loren Steele (美)

CD-ROM光盘 
教师用书

高级英语阅读教程 王守仁  程冷杰

高级英语写作教程 冀成会

大学英语课程不仅仅是语言基础课程，更担负着向学生传播

世界文化、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任务。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的“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外研社

组织国内外英语教育专家和优秀教师，精心设计编写了高等学

校英语拓展系列教材，包括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

专业英语类四大类别二十多种教材，供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使用。

语言文化类
教材名称 作    者 教学资源

英语电影赏析 Andrew Lynn (英) VCD光盘／教师用书

英语电影视听说 徐志英
CD-ROM光盘
教师用书

英语报刊选读 张卫平    

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田祥斌  王秀银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胡   超 网上教学资源

英语国家概况 谢福之 助教课件

中国文化概况 廖华英 助教课件

寓素质教育于英语学习 帮助大学生通过英语课程拓宽知识、开阔视野、提

高综合素质。

融知识性与实用性于一体 以知识内容和语言技能为并行导线，培养英语实

际应用能力。

适合课堂教学 课程设置适合一个学期使用，注重课堂活动和练习的设计。

适用范围广泛 内容多样，难度适中。适合本科、研究生阶段教学。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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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何莲珍   石  坚

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

“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是一套专

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编写的教材，由“提高”和

“拓展”两个系列构成。

系列教材内容新颖、注重实用、资源丰富，

旨在提高研究生的英语应用能力，特别是在相关

专业领域的口语和文字交流能力，为进一步学习

和研究打好基础。

研究生英语“提高”系列：

《综合教程》（上、下）（配教师用书）

《听说教程》（上、下）（配教师用书）

研究生英语“拓展”系列：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实用英语写作》
《中国文化英语导读》
《国际学术交流视听说》
  ……

专业英语类

商务英语类 科技英语类

教材名称 作    者 教学资源 教材名称 作    者 教学资源

商务英语入门 任书梅  王    璐 助教课件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刘爱军  王   斌 教师用书

商务英语阅读 李小飞  祝凤英 助教课件 科技英语阅读 李   健 网上教学资源

商务英语写作 胡英坤  车丽娟 助教课件 科技英语写作 秦荻辉 教师用书

商务英语谈判 余慕鸿  章汝雯 助教课件 科技英语语法 秦荻辉 教师用书

跨文化商务交际 王维波  车丽娟 科技英语翻译 赵   萱  郑仰成 教师手册

商务英语听说 孙   宁  于晓言 MP3光盘

商务英语视听说 马龙海  李   毅 CD-ROM光盘
教师用书

系列:  

系列:  

巩固知识，提高技能，启发思维

拓展视野，注重实践，联系专业

金融英语类

金融英语教程 沈素萍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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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配有助教课件、助

学课件、学习指南、学生辅导用书和同步测

试等全方位、立体化的教学资源。

现代大学英语
Contemporary College English
总主编：杨立民

★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严格按照《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

语教学大纲》的要求，秉承语言基本

功和文化内涵并重的编写理念，从

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全面提高

学生的语言技能，同时注重以多元的

文化视角、丰富的人文内涵培养英语

专业学生的人文修养和思辨能力。

理论从简，重在实践；针对语音语调与朗读技巧，开展强化训练。

教材结构 选篇经典，人文内涵丰富；语言地道，训练学生扎实的基本功。

以精带泛，精泛并举；题材多样，主题深刻；新推出第二版，练习内
容更加丰富，全面检测阅读能力。

梯度合理，选材丰富；课堂听力重“精”，自主听力重“量”。所有听力
材料均有MP3文件。

课堂练习内容丰富活泼，形式新颖多样，涵盖演讲、戏剧、辩论、采
访、小组讨论和配对练习等多种形式。

包括《基础写作》（上、下）、《中级写作》（上、下）和《高级写作》，理
清英语写作思路，逐级训练写作能力；讲练结合，强调实践。

教学资源

写作

语音教程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精读

阅读

听力

口语
（基础级、1-4级）

（基础级、1-4级）

（基础级、1-4级）

（基础级、1-6级）



外研之声 61

本系列教材基本涵盖《大纲》要求开设的各类专业知识课程，覆盖面广、编写

严谨，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在掌握各项英语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专业知识结构，

培养专业内涵和文化修养，全面提高综合能力。

《西方经典思想导读》 
★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作者：孙有中

《文学原理教程》
★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作者：金  莉    张  剑

《美国文学史》 
作者：童  明 （美）

《简明英国文学史》
作者：刘意青    刘   炅

《英国文学经典选读》(上、下) 
作者：刁克利

《英美诗歌选读》 
作者：张  剑  赵   冬  王文丽

《西方戏剧》
作者：张  耘

《欧洲文化概况》      
作者：Duncan Sidwell （英）

《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     
作者：夏玉和  李又文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

《实用英语高级口译教程》 
作者：邬姝丽

《新编语用学教程》
作者：陈新仁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      
作者：马会娟  苗菊

更多英语专业系列教材，请登录 http://www.fltrp.com 
http://www.heep.cn



总主编：郑树棠 周国强

总主编：郑树棠 陈永捷总主编：郑树棠 李思国

高
职
高
专

高
职
高
专
英
语

音带 学习光盘 教学课件
+ + +

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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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与学习的需要

遵循“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强调语言基础和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并重

以交际为目的，培养学生的实际交流能力

结合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要求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二版）
New Horizon English Course (Second Edition)

★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总主编：郑树棠

符合当前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实际
紧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教学改革步伐

两条主线  以《读写教程》和《听说教程》两个系列为主线

四个级别  各系列分1－4 级， 由浅入深， 满足不同起点学生的需要

三种载体  由课本、音带和学习光盘构成立体化教学资源体系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教材特色

教材结构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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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英语

先进的编写理念： 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关注学生人文素养提升，训练学生自主

学习策略

系统的教材体系： 包括综合教程、听力教程、口语教程、阅读教程等7个分册，涵

盖了应用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和英语教育四个专业基础教

学阶段的主干课程，在尽量体现不同课程特点的同时，兼顾各个

课程之间的融通与互补

科学的内容设置： 教材内容丰富新鲜，实用有效，贴近学生水平，兼顾职业发展

丰富的配套资源： 教材中配有MP3光盘；教师用书提供详尽的教学建议；网站提供

PPT教学课件下载 

总  主  编: 刘黛琳 教授  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

副总主编: 丁国声 教授  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 

 程晓堂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院长

为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学生“量身定制”

教材体系完善，配套资源丰富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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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模拟试题》、《听力》、《阅读》、
《词汇》和《写作与翻译》5个分册组成。

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

总主编：汪士彬

选材经典命题严谨，追踪最新考试动向
研习题型直击考点，科学训练轻松应战

六级包括《模拟试题》、《阅读》、《听力》、

《综合测试》和《预测试卷》5个分册。

四级包括《模拟试题》、《词汇》、

《阅读》、《听力》、《综合测试》、

《写作》和《预测试卷》7个分册。

总主编：方振宇

梳理各类题型·点拨解题步法
详尽解析答案·实现快速突破

经典710分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7            10分快速突        系列710分快速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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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ick guide to customs 
& etiquette
通文化 ·知礼节 ·品风土

大学生英语阅读文库

学外语，品人生，看社会，在方寸之间触摸大千世界

请登录外研社网站(http://www.fltrp.com)，阅读精彩样章。

“大学生英语阅读文库”另有“传记人生系列”，敬请关注。

提高阅读技能，在地道原著中强化语言学习

体悟异域文化，在潜移默化间培养交际能力

启迪思维智慧，在缤纷世界里品味文明差异

文化之旅



莎翁全集的最新版
国内首次以单卷本形式推出

——外研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是一家致力于将莎士比亚戏剧推向全世界的演出团体。在莎士比亚的家乡艾玟河

上的斯特拉福小镇和伦敦等地分别设有实体机构。本次外研社引进的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便是由这

个剧团邀约当今世界最为著名的莎学专家编纂，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重新确立了1623年第一对开本莎士比

亚作品集的权威地位，使该版本成为新莎士比亚全集剧文的权威依据。此外，这个版本在力求保持剧文

真实性的同时也力求使之具有当代性，例如对拼写、标点等加以现代化，以便使莎士比亚总是活生生的

莎士比亚。

中国莎士比亚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先生对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有着很高的评价，他

说：“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在莎士比亚著作编辑原则方面能够跳出300多年来莎士比亚著作辑撰方法

窠臼，横空出世，别树大旗，在当今莎学界，可谓异军突起，独步莎坛。”

每一个伟大民族都有一些可代代相传的辉煌的文化积淀。对于英格兰民族而言，莎士比亚是这种文

化积淀的代表。阅读莎士比亚就是在阅读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在英国，每年都会举办一个莎士比亚戏

剧节，以示对莎翁的敬意。在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等近百所高校也组织学生举行莎士比亚

戏剧节或类似的活动，演出莎翁名剧，传播英语文化。相信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在中国的出版将会

进一步促进这种优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坚持维护1623年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作品集固有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结合最新文本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竭力恢复对开本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其权威地位；

 以深刻的洞见保存莎士比亚作品原有演出剧本的形式，使其尽可能接近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里实际演
出的情形；

 每页的注释释义精审，详略得当，不但揭示词汇的多层含意，更不避忌之前版本中被审查或忽略的俚
语、政治指涉与秽亵幽默；

 对拼写、标点等加以全面的现代化，力求使剧文具有真正的当代性, 让莎士比亚的语言呈现出最鲜活
的风貌；

 著名莎学家Jonathan Bate教授为每部作品都亲笔撰写了极具启发性的介绍短文；

 精美的演出图片展现了不同演员与导演对莎剧的迥异诠释

开本：16开
页数：2560页
定价：289.00元

1623 
年

66 外研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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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出版20本，更多新书即将出版。 第三辑陆续出版！

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 http://academic.fltrp.com

已出版

《音系学通解》

Understanding Phonology (2nd edition)

 作者：Gussenhoven & Jacobs

《音系学导论》

Introducing Phonology 
作者：David Odden

《剑桥学生英语语法》

A Student'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Grammar 
作者：Rodney Huddleston等

《元话语》

Metadiscourse 
作者：Ken Hyland

《语言学：语言与交际导论》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5th edition) 
作者：Adrian Akmajian等

《功能语法入门》（第二版）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作者：G. Thompson 

《功能语法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作者：M. A. K. Halliday等 

《评估语言：英语评价系统》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The Appraisal Framework 
作者：J. R. Martin & P.R.R. White 

《话语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作者：Robert A. Dooley等

《认知语言学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作者：F. Ungerer 等

《语言教学的流派》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ition) 
作者：Jack C. Richards等

《语言教学中的课程设计》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作者：Jack C. Richards

《成人二语习得中的僵化现象》

  Fossilization in Adult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作者：Zhaohong Han

《语言心理学》（第五版）

Psychology of Language 
作者：D. W. Carroll 

《说话的认知心理过程》

Speaking: From Intention to Articulation 
作者：W.J.M. Levelt 

《乔姆斯基的最简方案》

The Minimalist Program 
作者：N. Chomsky

《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ition)

 作者：Croft William

《二语习得引论》

Introduc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作者：Muriel Saville-Troike

《英语语音学与音系学实用教程》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A Practical Course (3rd edition) 
作者：Peter Roach

《文学中的语言：文体学导论》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tylistics 
作者：Michael Toolan

涵盖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33个分支学科，收录当代语言学大师最
有影响力的著作，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配有专家导读，便于读者了解每一部学术著作的要点以及该学科
领域的发展情况。

《
当
代
语
言
学
与
应
用
语
言
学
文
库
》
第
三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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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译

教材名称 作     者 定价／出版时间

高级英汉翻译 孙致礼 2009年7月

高级汉英翻译 陈宏薇 2009年7月

笔译理论与技巧 何刚强 25.90元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 王宏印 35.90元

高级文学翻译 胡显耀  李  力 2009年6月

非文学翻译 李长栓 2009年6月

科技翻译 傅勇林 2009年7月

外事翻译 姜秋霞 2009年6月

翻译批评与赏析 王维东 2009年7月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的培养目

标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提高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需

要，适应国家经济、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

本系列教材是国内第一套专门针对MTI学生编写的专业教材，由笔译、口译、理

论、通识和工具书五大板块组成，具有专业化、实践性、应用型的鲜明特色。本系列教

材将于2009年陆续出版。同时，外研社将为本系列教材建设包括教学平台、交流平台和

信息平台在内的强大网络平台，为教与学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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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教材名称 作     者 定价／出版时间

翻译概论 许   钧 35.90元

翻译研究方法概论 穆   雷 2009年6月

中西翻译简史 谢天振 2009年6月

西方翻译理论原典选读 廖七一 2009年7月

工具书

教材名称 作     者 出版时间

翻译实用手册 文   军 2009年6月

通识

教材名称 作     者 出版时间

翻译与跨文化交际 陈建平 2009年7月

英汉比较与翻译 王克非 2009年7月

MTIMTI

口译

教材名称 作     者 定价／出版时间

基础口译 仲伟合  王斌华 29.90元

同声传译 仲伟合  詹   成 2009年6月

交替传译 任   文 2009年6月

专题口译 柴明 2009年7月

英汉视译 秦亚青  何   群 41.90元

商务口译 赵军峰 2009年6月

法律口译 赵军峰 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