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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暨第六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助科研，促教学，与教师共同发展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大赛十年，与梦想同行

2011“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第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
The Thi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为进一步推动全国高校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加强英语演讲课程建设，促进教学实践交流，南京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定于 2011年 12月（“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期间）举办“第

三届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政府外事官员、媒体界知名人士、国内外英语语言

教学及演讲教学知名专家做主旨发言，并将结合主题安排相关专题论坛以及论文宣读，探讨与交流本领域的

最新研究成果。会议论文将择优结集出版，或向相关期刊推荐发表。研讨会期间还将举行“中国英语演讲与

辩论教学专业委员会筹建会”，有兴趣入会者请提前与大会组委会联系。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

员会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办的全国性英语演讲赛事。

大赛旨在以立意高远的主题、严谨规范的流程和丰富多样的形式，通过各地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

以及主办单位有组织、分层次的选拔，为全国大学生创造一个激励外语学习、展示综合能力、选拔优秀人才

的平台；同时， 比赛的举办将有力推动高校英语教学，创新教学内容，展现教学水平，促进教师发展。

大赛组织机构权威，流程规范，覆盖面广，代表性强；赛程设计合理，赛制严谨，评判严格，保证公平、

公正；比赛形式丰富，多角度展现选手的演讲水平与综合能力；着力拓宽学生视野，引导学生关注热点，培

养思辨能力与文化沟通能力。

大赛的举办，将有助于外语教学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有助于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的“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

国家人才战略目标。

大会主题：
Public Speaking in Progress: On Campus and Beyond
不断发展中的英语演讲教学——立足校园，放眼世界

主要议题：
英语演讲与人才培养、英语演讲教学研究与实践、实用英语演讲教学
（旅游、法律、商务等）、英语演讲的语言学研究、英汉语演讲对比
与研究、英语演讲比赛与演讲技巧、其他相关课题

会议形式：
主旨发言（ K e y n o t e  S p e e c h ）、分组发言（ P a p e r 
Presentation）、专题研讨（Panel Discussion）、现场示范
课（Demo Class）、录像观摩讨论（Video Presentation & 
Discussion）

主办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会议时间：
2011年12月10－11日

会议地点：
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

查询网址：
http://www.fltrp.com，http://www.heep.cn 

报名及交费网址：
http://heep.fltrp.com/conferences

主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合办单位：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决赛时间：
2011年12月5-9日

决赛地点：
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

定题演讲题目：
A Word That Has Changed the World

大赛官网：
http://esc.fltrp.com；
http://www.espeaking.org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2011年8月，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圆满落下

了帷幕。开疆辟壤的主旨发言，多样视角的专题研讨，深入交流的特色活动，传递了大会“多样

中的和谐：语言、社会、文化”的理念，也呈现了世界应用语言学蓬勃的发展态势，引领了未来

发展方向。在由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在“家门口”承办的这届大会上，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和高校英语教师第一次如此大

规模地参与到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中，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交流探讨、沟通合作。

通过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与探讨，广大外语教师了解了发展中的教学理念，交流了多样的

教学方法，在教学、科研和专业发展等方面收获了许多启发。教师的提高，将推动教学的创新与

教育的发展，推进培养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进程。

今年的教师节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一周

年。胡锦涛总书记等国家领导人深入教育一线，再次强调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推进教育

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教师是教育之本。加强教师培养培训，为广大教师事业发展创造广阔空

间，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正是从这一精神出发，外研社在专注教育出版，丰富教育资源的同时，建立了完备的高校外

语教师教育发展支持体系。这一体系以学术出版、研讨会议、教师培训、科研项目和数字资源为

支撑，为高校外语教师提供了理论研究、教学实践、共享交流的平台。整个体系有教育部门的大

力支持，方向明确，特色突出；有教育专家指导，保证其权威性、学术性与专业性；有国际交流

与合作，极富引领性与创新性；更重要的是，有推动教师、教育发展的信念与激情，得到了广大

教师的支持与肯定。

同样彰显这一信念的还有“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今年是外研社连续第10年举办全

国英语演讲大赛。这一选拔和培养国际化高素质人才的舞台，凝聚了无数英语教育专家和高校英

语教师的智慧与心血，也见证和推动了英语演讲教学在国内从无到有、蓬勃发展的过程。回首过

去，展望未来，大赛应当也必将在新的时代、新的教育发展形势下担当更多责任！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的工作实现着文化的融合、精神的构建，体现着研

究和创造的内涵。《外研之声》愿与所有教师一道，探索这一崇高职业的发展，思考、互动、探

讨，构筑理论与经验交流的园地。

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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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ur Readers

“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越来越趋于一体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互相依存。这次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我们将‘多样中的和谐——语言、社会、文化’定为主题，特别强调多样

化中的和谐，其实是传递了我们中国哲学思想的‘和而不同’。这次在会

场里，我们可以看到‘和谐’的‘谐’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希

望参会学者来宣传我们的这种思想，把‘和谐’的理念带到全世界去。”

文秋芳教授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As you know, the theme of this Congress is‘Harmony in Diversity: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I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of the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at the conference will unreservedly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exchange their ideas. In so doing, more collaboration will become possible, 
leading to an even mor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s a 
subject of study.”

陈雨露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本次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盛会，同

时也是一次汇聚智慧、交流思想、结识朋友的盛会。希望通过此次大

会，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各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加强中外语言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工作平台，加强我国学者与国际同

行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交流、理解与合作，分享科研成果，共谋

发展规划。我相信本届大会也将有助于与会的各国朋友了解中国和中

国文化，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对促进人类的文

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利民教授

教育部副部长

“Planning for an AILA World Congress begins eight or more 
years before it actually takes place, and through that time, the hosts 
have imagined, thought, planned, communicated and act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a unique event.”

Professor Martin Bygate

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8月23－28日，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
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1500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盛会。大会由国际应用
语言学学会主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了全球应用语言学学者的瞩目与
国内教育界的重视。



	 2011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	 46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48
	 EBSCO学术全文数据库	 52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54

赛事纵横 English Contests
大赛十年，与梦想同行	 55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历届回顾	 56
	 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精彩回顾	 58
	 选手与指导教师海外交流	 60

数字教育 Digital Education
iTEST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使用反馈	 62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使用反馈	 64
外研社英语专业综合教学平台	 66

精品推介 Choice Books 68

会议
动态

4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教师
发展

会议动态 Conference Information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4
	 开幕式致辞	 6
	 主旨发言	 8
	 专题发言	 13
	 文化活动	 18
	 名家声音	 20
	 中国学者风采	 24
	 专家访谈	 26
	 Love	AILA，Love	China	 28

教师发展 Teacher Development
助科研，促教学，与教师共同发展	 30
	 2011年全国高校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	 32
	 教材使用与教学方法研修班	 38
	 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	 40
	 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研修班	 44

Contents

赛事
纵横

大赛十年，与梦想同行

55

《外研之声》编委会

顾  问（以姓氏拼音为序）

何其莘	 金				艳	 刘黛琳	 王守仁	

文秋芳	 杨治中

主  任

蔡剑峰

编  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永捷	 陈宗华	 崔				敏	 樊葳葳

何莲珍	 嵇纬武	 李				力	 李公昭

李霄翔	 李正栓	 刘 波	 刘俊烈

卢保江	 马占祥	 毛思慧	 乔梦铎

石				坚	 王健芳	 吴亚欣	 吴松江

徐志英	 杨广俊	 杨俊峰	 杨				跃

余渭深	 袁洪庚	 臧金兰	 曾凡贵

张国德	 张克溪	 张文霞	 赵国杰

周玉忠

主  编	 徐建中

副主编	 常小玲

编  辑 徐一洁	 何				研	 茹雪飞

	 祝文杰	 段长城	 沈卫国

	 李会钦	 薛				瑾	 毕				争

	 毛				昀	 姜琳琳

责任编辑	 李				萍	 韩				磊

整体设计	 平				原

主  管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主  办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编辑单位	 《外研之声》编辑部

地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

	 外研社大厦配楼3505

邮  编	100089

电  话	010-88819471

传  真	010-88819400

网  址	http://www.heep.cn

 http://edu.heep.cn

邮  箱	 link@fltrp.com

助科研，促教学，
与教师共同发展

30



外研之声4 外研之声 5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会议动态

8月24日上午，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

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开幕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隆重举行。教

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秋芳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

主席Martin Bygate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副主席Bernd 

Rüschoff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

长金莉教授主持开幕式。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云集了国内外顶级应用语言

学研究者。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必将为世界

应用语言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打开广阔视野，同时，中国应

用语言学研究也将翻启崭新的一页。

出席开幕式的嘉宾还有：北京市外事办主任赵会民，

教育部语信司司长李宇明，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刘宝利，北

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杨学义，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荣誉会

长胡文仲教授，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陈建平教授、高

一虹教授、杨达复教授、梅德明教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

试委员会主任委员金艳教授，大会主旨发言人顾曰国教授、

Barbara Seidlhofer教授、Malcolm Coulthard教授、Allan 

Bell教授、Diane Larsen-Freeman教授，国际应用语言学学

会前秘书长Karlfried Knapp教授，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国际

学术委员会委员Anne Burns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

长蔡剑峰等。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暨第六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于8月23-28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成功举办。大会由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
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这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这一世界应用语言学界的盛会
首次在中国召开，对于推进世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
推动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走向世界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本届大会，来自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的1480位应用语言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多样中的
和谐：语言、文化、社会”这一主题，在为期5天的议程里展开充分交流。大会设有主旨发言、特邀
研讨、专题研讨、研究兴趣团队研讨、工作坊、论文宣读和论文展示多种形式，内容丰富充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曰国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Barbara Seidlhofer教授、英国阿斯顿大学
Malcolm Coulthard教授、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llan Bell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Diane Larsen-
Freeman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大会特别邀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Patricia Duff教授、北京大
学高一虹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Marjolijn Verspoor教授和Kees de Bot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了8
场特邀研讨。大会期间，各个分会场共进行了61场不同议题的专题研讨、9场研究兴趣团队研讨，7
场工作坊，共769篇论文在会议期间宣读，56篇论文进行了展示。

大会深入的研讨、丰富的活动和高效的组织给与会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会的成功举办必
将在世界应用语言学和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史上留下宝贵的财富。

刘利民副部长 陈雨露校长

文秋芳会长

金莉副校长

Martin Bygate主席

Bernd Rüschoff副主席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暨第六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外研之声6 外研之声 7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开幕式致辞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非常荣幸参加由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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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办的第16届世界应

用语言学大会。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前来参加本次

盛会的各国来宾和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是应用语言学

界的“奥运会”。今年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来自世界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将围绕“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

化、社会”这一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分享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这必将对世界

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实践对语言文字的发展乃至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语言作为人类认识、理解、参与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媒介，在社会生活和国际

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来重视语言文字的教

学研究和实践。涵盖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

是中国传统学术——“国学”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

随着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程度融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外语教学的实

践和研究。我们鼓励和提倡公众，特别是青少年通过学习和使用世界其他民族的语

言，了解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外语教学在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

各类教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大多数学校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开设英语课程，甚

至连一些幼儿园也已经开始让孩子接触英语。除英语之外，中国的大学还开设了法

语、西班牙语、日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等40余种外语课程。随着外语教学的展

开，应用语言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应用语言学的相关研究

机构以及各地高校组织召开了很多学术会议，对本领域的教学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和研究，包括英语教学、二语习得、翻译、专业英语教育、教师教育、教育技术、

跨文化传播等。这些努力促进了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

各国的广泛交流与合作。

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题为“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社会”，具有

深刻的学术意义和鲜活的时代内涵。首先，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是一个

由不同民族和多元文化构成的整体，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语言是承载和传播

文化最重要的工具。不同民族之间需要语言来沟通思想、交流文化，从而彼此理解，

创造和谐的地区环境和国际环境，共同发展。其次，语言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世

界各国的发展虽然各不相同，但存在着许多类似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借鉴其

他国家的经验。在这种时刻，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如何合理、有效地应用，获

得他国的经验，对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本身

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三，和谐是语言、文化、社会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当

今这个社会文化多元发展的世界，缺失了和谐这一因素，语言、文化、社会的发展就

难以实现。今天，各国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对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的研讨，本身就是

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女士们、先生们！

本次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盛会，同时也是一次汇聚智

慧、交流思想、结识朋友的盛会。希望通过此次大会，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各国应用语

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工作平台，加强

我国学者与国际同行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交流、理解与合作，分享科研成果，共

谋发展规划。我相信本届大会也将有助于与会的各国朋友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助

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对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

影响。

最后，祝与会的各国朋友中国之行旅途愉快！祝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

谢谢！

教育部副部长  刘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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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曰国教授的主旨发言围绕经验语言学研究背景、文献回顾、主体研究、研究方法及对应用语言学的

启示五个方面展开。顾曰国教授指出作为人类三种经验之一，生活经验一直没有受到包括费尔迪南·德·索绪

尔和诺姆·乔姆斯基等理论学家的重视，也没有在语言学理论建构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报告提出的EEE（the 
Experiencer-Experiencing-Experiences）模型，强调人类经验产生于人类语言之前，经验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人类生活经验是一个通过生态链条链接的人类活动网络。顾曰国教授强调进行经验语言学的研究要从研究对象

的外部进行；研究对象不是一个“自然物体”，而是一个在自己生命周期不断成长和发展的个体。在方法论

上经验语言学可以从自我经验（I-experiencer）、共同经验（Co-experiencer）、观察者(Observer)、实验者

(Experimentalist) 四个角度进行研究。报告着重演示了多模态数据的多层分析方法、任务与背景配置方法，以

及使用各种符号对真实经验的模拟方法。顾教授在发言最后指出了经验语言学研究对应用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

两方面的重要启示作用。

顾曰国教授的主旨发言引经据典、风趣幽默、互动性强，通过浅显易懂的日常生活实例和实验数据由浅入

深地阐释了复杂的人类生活经验理论，从语言作为生活经验的全新视角向与会者展示了经验语言学广阔的发展

空间、深刻丰富的研究内涵以及在应用语言学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该主旨发言深刻地体现了大会“多样

中的和谐”的主旨，采用的例子来源丰富、数据翔实，赢得了在场专家学者的阵阵喝彩。整个会场在为期一个

小时的主旨发言期间气氛热烈。 

Barbara Seidlhofer教授首先从本次大会主题“多样中的和谐”出发，谈起了她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和

谐合作”的看法。她认为“和谐”在现实世界中面临诸多挑战。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世界上各个国家所采取的

应对方式就是加强本土化；然而，在强调本土化的同时，使用英语已成为国际化的标准。例如，近20年来，应

用语言学研究几乎都是以英语为研究对象，同时又是以英语开展研究和发表成果。目前英语已经成为了科学研

究的默认语言。

基于上述情况，Barbara Seidlhofer教授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即“Which English?”和“Whose 
English?”。她进一步举例说明语言的不平等性，尤其提到中国学者在西方期刊上发表文章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和所遇到的歧视。

Barbara Seidlhofer教授认为，对于非英语母语学者来说，用英语发表论著时所面对的不利因素包括：必

须掌握英语、甚至像英语母语者一样精通英语，花更多的时间写作和修改论著，在处理投稿反馈信息时沟通不

畅，额外的精力与费用负担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所著文章可能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是被语言表达

所局限。多项调查和研究显示，承担各个领域交流与沟通责任的英语，仍然是以英语母语者的使用和态度为中

心，这一局限性与其国际性的矛盾冲突显而易见。

最后，Barbara Seidlhofer教授通过对VOICE（Vienna Oxford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ELFA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cademic Settings）、ACE（Asian Corpus of English）等语料库的研究，阐

释了非英语母语者究竟如何运用英语进行国际交往。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环境中灵活地使用英语，使

其更加符合实际交流的需求。语言在不断的运用中变化发展，它应该是一个开放、动态的系统，这一点应该引

起所有人的重视。

以“经验”开拓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新趋势 “以英语母语者”为中心的态度以及英语的全球化

主旨发言主题：

Experio-linguistics: 

Towards a Study of Language as Lived Experience

主旨发言主题：

Anglophone-centric Attitud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nglish

著名应用语言学专家，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用学、话语分

析、语料库语言学、修辞学和英语教育。他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之一，并在国

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过40余篇论文，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语言学重

要会议并作特邀主题发言。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语及应用语言学教授。她的教学和

研究重点在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及语用学

和语音体系等多个领域，尤其是这些领域的理论在语言教学

中的应用。她指导的“语言动态和多样性的管理”项目的研

究，使得英语在欧洲多样混合语语言中产生影响。同时，她

也是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语料库的创始人。

顾曰国教授 Barbara Seidlhofer教授

主旨发言
大会邀请了5位世界著名应用语言学专家作主旨发言。5位专家在“多样中的和谐”这一主题下，探究学

科前沿，创新研究理念，分享经验方法。他们的发言凝聚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引领了未来发
展方向，为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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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 Coulthard教授在发言伊始简要阐述了法律语言学18年来的发展历程，介绍了该研究领域为促进法

律专业人士与普通民众之间有效交流而取得的累累硕果。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向与会者展示了法律语言学的研究重

点：法律文本、法律程序中的口语以及作为法律证据的语言。

针对法律文本的研究，Malcolm Coulthard教授援引保险金赔偿规定、向陪审团解释“排除合理性怀疑”

等生动而贴近生活的例子，阐明了法律语言学不仅旨在描述语言现象，还要为改善人类生活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法律程序的口头交流方面，他提出三方面基于研究成果的建议：警方需要专门语言训练以更有效地进行

审问、获得供词，法律事件的记录应积极应用声频、视频技术来确保真实性，在多语言法律环境中的翻译者需

要多关注。

关于作为法律证据的语言，Malcolm Coulthard教授介绍了语言学在司法证据鉴定中的应用。他认为在司

法过程中声音和文字等证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声音的高低、语言风格以及言语上的缺陷都是其独

特特征的体现，这是其他人难以模仿的。关于语言学在文本分析中的应用，Malcolm Coulthard教授举了一个

特别生动鲜活的例子，即对剽窃的检测。在英国申请本科学位，申请人的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等

其他申请材料要先提交给UCAS（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即统一为英国大学提供招

生服务的一家公共服务机构。这家机构运用应用语言学可以轻易检测出申请人的个人陈述是否剽窃了他人作

品。因此，他建议在写申请材料时句子越长，结构越复杂，申请材料也就显得更独特，从而避免剽窃之嫌。

在发言的最后的Malcolm Coulthard教授提及当前他和同僚们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非英语国家所讲英

语的特点，通过翻译而剽窃他人作品，协助警察模仿少女声音以侦破有关恋童癖的案件等。他还介绍了法律语

言学的相关发展历程：1993年国际法律语言学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Linguists）成立；

1994年法律应用语言学的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创
立并发行；另外，有关法律语言学分析的夏令营也已成立，将于2012年7月在吉隆坡与巴塞罗纳正式开营。

在主旨发言的第一部分，Allan Bell教授首先阐述了解释弧(Interpretive Arc)理论。解释弧是一个代

表着人类认知解释某一事物过程的弧形，分为疏离(Estrangement)、预览(Pre-view)、初始理解(Proto-
understanding)、分析(Analysis)、理解(Understanding)、完全所有(Ownership)。

Estrangement是读者自动地把所阅读的文本与原作者、原始读者、原始社会文化疏离开来。这样，

某一文本放到新的语境中，就会产生新的解释。Pre-view是解释弧的第二阶段。由于人类本身具有思考能

力、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所以在开始分析解释之前，必定会有一定的预判断和立场预设。接下来，读者

进入Proto-understanding。这一阶段是在理性分析之前对文本产生的印象。在这个阶段，读者会对文本所要

表述的含义进行一个“猜测”。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处理各种篇章文本的主要模式。第四个阶段——

Analysis是解释弧中的中心环节。这一阶段是对前一阶段中“猜测”的核实，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就是猜测

与核实的相互作用。在Understanding阶段，读者像打开一张地图一样，追寻各种线索，发现文本中的含义。

Ownership阶段是解释弧这座大桥上最后一根撑柱。在这一阶段，读者真正地抓住了文本含义。

在用各种各样的地图辅助解释“解释弧”后，Allan Bell教授进一步诠释了媒体与解释弧之间的关系，

同样是从解释弧的六个阶段出发。首先是Estrangement，虽然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从单向交流发展到互动

媒体，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仍然存在。在Pre-view阶段，贝尔教授指出面对媒体，个人的社会阶级、文

化背景、历史和国家决定了其立场的预设。当我们面对媒体所提供的文本和话语，大多数人通常是停留在

Proto-understanding阶段，即在首次接触某事物时，自己做出初步可能的猜测。相对前三个阶段来说，后三

个阶段中Understanding比Analysis重要，而Ownership又比Understanding更重要。

在最后的总结中，Allan Bell教授强调作为“解释弧”概念中的诠释者，我们应该努力去解释与揭开文

本背后含义，抓住文本内涵核心、有扬有弃，以新鲜和开放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与社会。同时他还特别指出

该理论与本次大会的主题异曲同工，都是追求多样中的和谐，但他提醒追求和谐不应以牺牲多样化为代价。

促进普通大众与法律界专业人士的有效沟通 媒体话语与解释弧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文化、话语与交流学院的负

责人，以听众设计(Audience Design)、媒体语言与交谈

(Media Language and Discourse)、新西兰英语等方面的

研究而闻名。

Allan Bell教授

主旨发言主题：

Applied Linguistics in Forensic Contexts

主旨发言主题：

Media Discourse and the Interpretive Arc: Text 

of Empire

世 界 上 第 一 位 专 门 从 事 法 律 语 言 学 研 究 的 教 授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Linguistics: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 的创始编辑、法律语言学国际协会

的首任会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法律语言学，法律与语

言，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及口、笔语分析。

Malcolm Coulthard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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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ne Larsen-Freeman教授以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些创新词为引导，介绍了第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简称SLA）这一名称在早期发展中的相关轶事，以此说明一个研究领域的名称是可以有一定的

变化，强调不同的措词代表不同的理念。

Larsen-Freeman教授指出，应用语言学家对语言以及语言使用的认知不仅构建了我们的理解，同时也反

映着我们的理解。基于这一共识，她认为我们应当为应用语言学的重点研究领域赋予一个更为准确的名称，

认为第二语言发展（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简称SLD）能更为恰当地描述我们所研究的领域。

随后，Larsen-Freeman教授从“复杂理论”视角为我们提供了12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她认为SLD能够准

确概括这一学术领域。她以生动形象的图片及不同研究的具体数据、图标进一步阐释了“习得”与“发展”

之间的区别，强调使用“发展”这一词能体现出语言不断变化的动态性。Larsen-Freeman教授强调“语言发

展”注重语言学习的非线性过程，能够体现语言学习中出现的“语言退化”现象、“语言丧失”现象以及多

语现象。“语言发展”这一名称能够更好地体现学习者主动构建自身语言系统的过程，也能充分展现语言使

用的多样性。

最后，Larsen-Freeman教授向研究者以及教师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及热忱的呼吁。她提倡所有研究者应

当从学习者的角度认识并理解学习者行为，在研究语言学习者时我们要摈弃传统的视角，采用动态系统理论

重新探索语言学习过程。她还倡议所有的语言教师，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教的内容是语言，而更为重要的

教学对象是学习者。语言教师应当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向学生传授语言规则背后的“原因”，让学

生达到“知其然”，同时也“知其所以然”。在总结其演讲时，Larsen-Freeman教授认为“第二语言发展”

承认不同学习者在学习方式、过程及结果上的差异，这一点也正符合了本次大会主题“多样中的和谐”。

重新阐释第二语言习得，提出语言发展新概念

8月2 8日，第1 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主题为

“Language Testing: Expanding the Construct, 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的特邀研讨举行。

研讨的主持人是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Elana 
Shohamy教授，参与发言的特邀主讲人有来自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的Jamie Schissel教授，来自东非教育发展学会

的Pauline Rea-Dickins教授，以及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的

Aubrey Logan-Terry教授。两位特邀研讨员分别是来自澳大

利亚墨尔本大学的Tim McNamara教授和来自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立大学的Antony Kunnan教授。

Elana Shohamy教授的报告从对语言的一般观点开始。

报告认为语言是动态的、多样化的、不断演化的系统，而现

存的语言测试往往建立在以一个语言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下。

报告指出，在多语言世界和课堂环境下，以一个语言为中心

的语言测试对移民和外语学习者极为不利，阻碍他们利用自

己的母语充分表达自己的真实知识。

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Jamie Schissel教授汇报了

美国宾州两所学校实行的测试调节（Test Accommodation）
在移民学生中间产生的反拨作用。该研究指出作为政策导

向的教育行为，测试调节带来了一系列的反拨作用。该研

究以人种志案例研究的方法呈现了这两所学校实施测试调

节的过程，说明了测试调节和以英语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促

使移民的多语言能力逐渐边缘化。

Pauline Rea-Dickins教授的报告分析并讨论了四组来自

非洲的高风险英语测试的数据，从而说明了英语作为测试

的唯一语言，只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装”，并不符合外

语教学和使用的实际情况。Rea-Dickins的数据说明学生如

果使用自己的母语或母语外语的混合，他们能够在同样的

测试中比仅仅使用外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知识。学生

使用母语对知识的表述更加细致、流利、复杂，而即使外

语高水平者在使用外语时也出现语法、用词及流利性方面

的问题。这四组数据来自同样以英语作为高风险外语测试

的国家，同样对我国的外语测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很强的

借鉴作用。 

来自美国乔治城大学的Aubrey Logan-Terry教授的报告

讨论了单语测试和学生的多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数据

来自语言测试、课堂观察、学生作业和访谈。该研究发现

学生的书面测试答案与其他数据来源显示的结果存在显著不

同。研究证明以一种语言为中心的测试项目阻碍学生对内容

知识的表达。报告最后提出了多语言测试、多模态测试、对

学生表现的总体评价等解决方案。 

专题研讨最后，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Tim 
McNamara教授和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Antony 
Kunnan教授围绕本次研讨主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提出测

试构念与国家政策、社会价值观等密切相关，构念的改变

需要政策的引导。

动态、多样和演化中的语言测试
——关于语言测试构念和测试后果的特邀研讨

主旨发言主题：

Saying What We Mean: 

Making a Case for Language Acquisition to 

Become Language Development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语言学院研究员，教育学及语言学

教授，同时也是佛蒙特国际培训学院研究所的杰出高级教研

员、国际核心期刊 Language Learning 编委会的重要成员。

她的教学和研究着重于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教师教育、应用

语言学、语言教学方法以及复杂性理论。迄今为止，Larsen-

Freeman博士已在世界60多个国家的会议上发言，在她感兴

趣的研究领域发表了100余篇文章。

Diane Larsen-Freeman教授

除了主旨发言，大会还进行了8场特邀研讨、61场专题研讨、9场研究兴趣
团队研讨、7场工作坊，共769篇论文在会议期间宣读，56篇论文进行了展示，
议程充实而丰富。本刊在此特别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专题活动进行纪实介绍，与
读者共飨这一学术盛宴。

专题发言

特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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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主题为“Applied 
Folk Linguistics: Non-linguists’Ideas about Language”
的研究兴趣团队研讨举行。

所谓应用民俗语言学，从广义上讲，是指非从事语

言学研究的人，即所谓“外行人”对语言（及其相关领

域研究）的认识。虽然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民俗语言学

被认定是一门水平较低，认知较浅，相对“业余”的研

究，但是此次研讨的专家们却认为，事实上，民俗语言

学的研究意义深远，对整个应用语言学的发展都起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应该成为应用语言学今后研

究的大方向之一。

参与此次研讨的专家均为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于

2008年下设的“民俗语言学”研究兴趣团队的成员，而

此次也是应用民俗语言学作为专题研讨第二次在世界应用

语言学大会上亮相。会场发言的嘉宾分别是：来自奥地利

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的Martin Stegu教授、来自德国锡

根大学的Antje Wilton教授、来自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

学的Dennis Preston教授以及来自美国基石大学的Michael 
Pasquale教授。

Antje Wilton教授以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简单介

绍了应用民俗语言学的研究兴趣团队的现状。接下来，

Martin Stegu教授重点阐述了民俗语言学在应用语言学背

景下的地位和意义。二者虽然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学科，但

其契合点在于都重点关注了语言在真实生活中的交流沟通

作用。

Stegu教授同时也指出，谈到民俗语言学，就不能不

谈民俗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否能够

得到认可的问题。Stegu教授指出，每论及研究，传统的

科学方法与民众方法、“外行人”与科学家的两极化分法

都不能涵盖一项研究的全部主体。专业水平低于科学家的

行业专家、研究根基不及语言学家的语言教师等都在语言

的研究与应用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中间人”角色。因

此，Stegu教授主张，在研究语言时，不要把“民众的看

法”和“科学研究的看法”视作两极，而是要相辅相成。 

Dennis Preston教授归纳了民俗语言学常见的四种

研究方法，并逐一进行了介绍：传统方法（Traditional 
Techniques）是从文化、民族志的角度探讨民众心目中

的语言；操作性方法（Operational Techniques）是让民

众根据既定的标准或要求，来描述他们对不同地区的语

言（或“方言”）的看法；实验性方法（Experimental 
Techniques）是让民众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去发现和界定

对语言的认知；话语性方法（Discoursal Techniques）是

根据人们在对话之中不经意表露出的特定字眼所包含的语

言学含义来研究人们的语言心理。 

最后发言的Michael Pasquale教授专攻的课题是民俗

语言学对二语习得的影响。Pasquale教授认为，对这个课

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分别为：定量研究、话语框

架和认知方法。而这三种方法本身并无孰优孰略，三者

在当今民俗语言学与二语习得的研究中都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由于民俗语言学这一研究领域打破了传统观念和理

论，别具新颖性和实用性，而且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和语言

学自身的发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所以一直吸引

着世界语言学专家的关注。此次研讨，也是“应用民俗语

言学”研究兴趣团队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成果展示。

在研讨的尾声，Stegu教授也表达了他对应用民俗语

言学未来发展的看法，他说：“如何改变大众对语言学的

普遍（有一定偏差）的认知是应用语言学家未来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努力发展的方向。只有大众对应用语言学的认知

普遍有了提高，语言学才能真的得到发展。”

关注真实交流，打破“两极”观念的应用民俗语言学
——国际应用语言学会“应用民俗语言学”研究兴趣团队研讨

专题研讨

8月26日上午，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主题为“Teacher 
Learning in Diversified Classroom Contexts”的专题研讨

举行。该场研讨以在不同教室环境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

讨教师作为学习者的具体学习方法和教师职业发展的困惑

与需求。

研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周燕

教授主持，出席专家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Lawrence 
Zhang教授、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张东兰博士、北京外国语

大学的吴一安教授、唐锦兰副教授和张莲副教授，以及新

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顾永琦博士。

新加坡教师岗前培训课堂中的教师学习
Lawrence Zhang教授为大家展示了新加坡教师岗前

培训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他首先对比新加坡与中国教师培

训的不同，并指出，新教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培训所学知

识不能灵活运用以及缺乏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而研究这一

问题的方法之一是观察教师培训课堂中教师之间的互动，

这种互动能够培养教师对自己角色的认知。接下来，他展

示了他与张东兰博士对教师培训课程中教师表现的记录与

分析。调查结果显示，教师们能够在理论上正确完成教学

过程的设计，但在具体操作中缺乏对课堂的总体认识和前

后连贯性。Lawrence Zhang教授还指出，教师对自身角

色的认识形成较早，并且是不断变化的，而角色认知只是

教师发展的第一步。

中国在职教师的自我学习与发展
张莲副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前虽然教师发展的理

论模型很多，但教师怎样在具体环境中发展自我却很少

有人研究。研究者只有走进教室，倾听教师讲课才能真

正找到教师发展的途径。张莲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她的新

模型，即教室话语分析。接着介绍了三个研究步骤：初

步教师采访、录制课程并进行话语分析、回忆性教师采

访。研究结果显示：教师是可以在教室中通过教学来学

习和发展的。同时，教室话语分析模型是教师发展的一

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吴一安教授就信息通信技术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影响作

了发言。她认为传统写作教学中教师任务重，不能及时反

馈，而且互动比较困难，而信息通讯技术对于教师教学能

够帮助教师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1) 对学习目标、

结果和评价标准的把握；(2) 与学生互动的广度和深度；

(3) 让教学适应学生需求的能力；(4) 教师对教学法以及信

息通讯技术辅助教学的理解。吴一安教授和唐锦兰副教授

以一项针对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的数字化在线英语

教学软件的使用情况研究为例，说明应用数字教学手段能

够帮助教师及时反馈、学生互评，让教学与评估形成系统

的整体，同时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

周燕教授在这次研讨中介绍的研究主要关注从1949

到1978年教师在没有专业培训的情况下怎样通过各种方

法发展自己，使自己变得更加专业。周教授首先从历史背

景、教师自身和团队特点等方面简要介绍了研究背景。接

着，周教授总结出教师发展的几种方法，包括：树立学习

榜样、建立完善的监管系统和重视年轻教师的实践和自我

反省。同时，周教授还提出了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例如，

语言能力、自我提高的意识、举止得当和对学生与教育事

业的奉献精神。最后，她强调，良好的学习团体、经验的

分享和完善的监管体系对于教师发展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

少的。虽然这项研究关注的是过去几十年间的情况，但周

教授表示，这仍然与当今的教师发展息息相关。

顾永琦博士对研讨进行了简短的总结。他指出大家已

充分认识到教师发展的重要性，而对于教师发展的研究需

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不容忽视的教师发展
——“多样课堂环境中的教师学习”专题研讨

研究兴趣团队研讨

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研究兴趣团队（Research Networks，简称ReNs）是国际
应用语言学学会下设的旨在推进应用语言学研究、交流研究成果的团队。研究
兴趣团队以能够拓展交叉学科研究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课题为重点。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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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外语学习
——吴红云教授在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的论文宣读

过去自我、当前自我与可能自我的相互作用 
——许宏晨副教授关于英语学习动机自我系统的阐述

8月2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

心许宏晨副教授介绍了他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

论文“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udy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首先，许宏晨老师回顾了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学

角度进行的第二语言习得动机研究以及综合方法的研究趋

势，重点介绍了21世纪以来Zoltán Dörnyei教授通过社会

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综合研究的方法。 

许老师认为Dörnyei教授构建的模型是二语习得动机

研究的一项进步，但认为其构建的多自我系统存在社会文

化方面的缺陷，其模型中二语学习经历这一因素包含的影

响因素过多，过于宽泛，导致无法对动机机制进行研究；

而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其内部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之间的

关系不清晰，当前自我被忽略。

许老师提出，第二语言习得动机系统应由过去自我、

当前自我和可能自我构成，其中过去自我与可能自我、当

前自我与可能自我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过去与当前自我

又有着间接联系。许老师通过自己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

整个系统可以解释41%的语言习得动机的不同。当前自我

和可能自我可以共同转化为现实自我。

许老师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将结构方程模型稳定性

检验和模型比较技术引入到动机和自我认同的关系研究当

中，还将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合起来判断

模型优劣，增加了统计检验的效度和理论模型的可信度。

最后许老师表示该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只能研究

有意识的自我对学习的影响，而无法涉及无意识自我的影

响，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数据统计，缺少综合方法，因此今

后还要进一步采用综合方法改进二语习得动机自我系统的

研究。

8月24日下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的

吴红云教授宣读了题为“ESL or EF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的论文。

吴教授的论文宣读主要分为四个部分：(1) 选择这个

题目的原因；(2) 外语学习环境的重要性；(3) 关于第二外

语学习理论的潜在挑战；(4) 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吴教授从三个方面说明了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首先，

中国的外语学习者众多，所以找出好的外语学习方法和策略

对于学习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国现在已有各种各

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所以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

外语理论也是理所当然的。再次，在前人的研究中，在第二

外语学习理论上还存在一些不明确的地方，这就需要学者们

进一步研究并解决。

关于学习环境的重要性，吴教授表示不同的学习环

境会带来不同的学习效果，也就是说，学习环境和学习

效果之间是因果关系。因此，学习环境应该被给予足够

的重视。

吴教授接着介绍了第二外语学习理论所面临的挑

战。她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学习目标上的看法是

不同的，因此，这种冲突的观点给第二外语学习理论带

来了挑战。

最后，吴教授列出了几点需要今后研究和解决的问

题。例如，ESL和EFL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具有中国

特色的第二外语学习研究是否有助于学者们理解认知和元

认知学习策略；ESL和EFL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ESL的
一部分是否可以通过修改应用到EFL之中去、还是ESL和
EFL之间是毫无关联的。

论文宣读

运用读者剧场 激发学生兴趣
——日本资深教员Patrick Ng Chin Leong展示Readers Theatre英语教学法

8月28日，一场以“Drama in  the  Asian  EFL 
Classroom: Enhancing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rough Readers Theatre ”为主题的工作坊举行。发言人

为日本新潟县立大学的资深教员Patrick Ng Chin Leong。
他研究多年的领域为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读者剧场（Readers Theatre，简称RT）以及

语言政策及管理（Langua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等，而且在口头演讲（Oral Presentation）及公共演讲

（Public Speaking）等英语口语教学方面有着丰富的教学

经验。

这次工作坊Ng Chin Leong老师就其多年的研究及教

学经验，向大家展示了在英语作为外语的亚洲学校课堂上

如何使用读者剧场这一教学策略，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

兴趣，让他们主动在课堂上讲英语，并且做到表达清楚，

通顺流畅。

关于RT在课堂中的具体应用，Ng Chin Leong
老师将其分为了五大阶段：介绍故事（ In t roducing 
the Story），撰写剧本（Writing the Script），彩排

(Rehearsing)，表演（Performing）以及评量（Reviewing 
the Performance）。具体的实施过程为：(1) 老师选择一

个大约5-15分钟的小故事或者一小节故事，难易程度要符

合学生的水平，然后给学生讲解文本，使其了解剧情梗

概。(2) 老师提供剧情，由学生分组撰写剧本。(3) 经老师

同意后学生进行彩排。(4) 学生进行表演（表演时最好进

行录音或摄像，以便于表演结束后进行分析评价）。(5) 
老师播放学生的表演，鼓励学生对其同伴的表演进行评

价，并撰写日志（Journal）。 

RT这种教学策略非常适合在非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学

课堂中实行，而且大有裨益。Ng Chin Leong老师说，根

据自己多年在新加坡执教的经验，学生在课堂上都不主动

讲英语，而且讲英语时结结巴巴，很难做到表达清晰流

畅。通过实行RT，让学生自己写剧本，说自己想表达的

语言，这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且让他们

在表演过程中注意到自己在发音、语速、语调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经老师指导后再加以纠正，就能够大大提升其口

语水平及交流能力。 

发言期间，在场的听众不断提出自己的疑惑，例如如何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如何让所有的同学都在剧中能够扮演主

导角色，怎样使学生的表演发挥到其最高水平等等。针对这

些问题，Ng Chin Leong老师援引自己丰富的课堂实例，对

大家一一做了详细的解说，使大家获益颇丰。

工作坊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会议动态



外研之声18 外研之声 19

文化活动

学术探讨的背后，流淌的是温暖的友谊、隽永的情怀。北京的夜，打动着每个人的
心。对语言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期待、日间谈不完的文章、无意中错过的精彩，终于在夜
色与霓虹的交辉中融汇，一点一点，蔓延到每个人的心底。

纯白的帐幔，映衬着不同的肤色与服饰。文化与思想

在各种口音之间传递。上一刻我们未曾相识，下一刻我们

互为知己。玻璃杯轻响，嘴角弯起笑容的余味。我们在这

里，北京，AILA。

欢迎晚宴
——迎宾朋，叙旧情，话发展

Congress Party
——爱上北京的AILA

Australia Night
——展望精彩未来

欢迎酒会
——五湖四海来相聚8   23月 日

8   24月 日

8   26月 日

8   27月 日

难得的AILA，难得的大师荟萃，更难得的是老朋友

的相逢。中外应用语言学大师在主办方专设的欢迎晚宴上

同举杯，共话学术发展。酒微酣，笑语盈，人生难得几回

聚，知己同携共此时。

轻柔与委婉雕刻在小小的手工艺品之间和细密的服饰

针脚之畔，恢弘与大气糅合在大红地毯之上和戏曲与功夫

之巅。这就是中国。不知这些，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诠

释“和谐”二字。

当考拉熊攀爬到每个人的袖口、领结，远道而来的疲

惫也抵不过期待的欣喜。在为下一届大会主办国澳大利亚

举办的“热身活动”——“澳大利亚之夜”上，宾主尽情

愉悦，热情攀谈。三年后，我们再见！

第17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将于201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
斯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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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Bygate教授是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AILA）

现任主席，同时也是国际著名应用语言学家、英国兰卡斯

特大学教授。他曾在世界各地多所大学任教、讲学，精通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等多种语言，学术水平

很高，著作等身。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期间，Martin Bygate教
授热情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耐心回答了本次大会在中国

举办的意义、影响、突出特色以及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状况等问题。

中国、北外是当然之选 
Bygate教授告诉记者，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来到中国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AILA自身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发

展，来到中国、来到亚洲有利于扩大AILA的影响力。第

二，此次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中国举行，不仅让世界各

地的学者有机会来到中国，同时也让中国的学者能够更方

便地参与到这样国际性的学术大会中来。 

Bygate教授坦言AILA与北京外国语大学长期以来一直

维持着良好的学术研究和工作关系。而且北外基础设施齐

全，学术水平高，地理位置好，是大会理想的承办单位。

外研社组织工作专业、高效
Bygate教授告诉记者很多参会人员都向他称赞了本

次大会组织有条不紊，效率极高。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方

之一，外研社从前期准备到会议组织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

力。大会的成功举办使Bygate教授对外研社印象深刻，称

赞其极具国际性、学术性和专业性。

Bygate教授指出，一项国际会议的成功举办，需要有

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机构，把关学术、征集报名、设计场

地、服务会务、宣传推广，并处理各类难以预料的突发情

况，而当Bygate教授得知这些工作主要是由外研社的编辑们

完成时，他对此表示惊叹和赞赏。 

多样产生和谐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

社会”，Bygate教授认为这个主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

解读。 

第一，没有不同就没有和谐。在应用语言学研究领

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在做研究的

过程中必然从他们各自的文化和背景出发，这种多样性、

这些不同的研究分支，使应用语言学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

整体。 

第二，应用语言学这个大学科下面有很多细分的研究

领域，而研究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常常是各做各的研究，跨

领域直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本次大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共同交流、共同发展的平台，有利于实现整个学科的和谐

发展。

大会别具特色 
Bygate教授还指出，这次大会很多方面都别具特色。 

首先，参与这次大会的中国学者及其论文数量创下了

历史新高。其次，这次不仅有来自全世界的外国学者到中

多样和谐 蓬勃发展
——访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席Martin Bygate教授

特约撰稿：吕靖玮

8月25日下午两点，正值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在北京

召开的第三天，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国际学术委员会委

员、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Anne Burns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

访，畅谈对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的体会和展望，并对当前

新兴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行动研究进行了精彩阐述。

Anne Burns 教授作为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国际学术

委员会委员之一，从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筹办之日

起，全面参与了论文评审和筛选工作，对本届大会从酝酿

到诞生的全过程有深入了解。Burns教授基于本人的数十

年教学经验，在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这一新兴的

应用语言学领域颇有建树，已有若干专著发表。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应用语言
学“地区化”序幕拉开

Burns 教授首先谈到了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第一次

在中国举办的意义。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AILA)诞生之

初，仅仅是个面向欧洲的学术组织，如今仅在亚太地区就

已经吸纳6个国家学术单位。AILA秉承“包容性”的准

则，在不断吸纳各国优秀成员的同时，也把AILA的精神

不断向各个地区深入。Burns 教授认为，在中国召开世界

应用语言学大会，以及和文秋芳教授在AILA执委会上共

事，是“地区化”的理念逐渐落实的绝佳催化剂。Burns
教授对此满怀期待。

谈及本届大会主题“多样中的和谐：语言、社会、文

化”，Burns 教授认为这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召开以来

最具挑战性、也最富有特色的主题。应用语言学的多样，

从本届大会多个不同分支的讨论中就可见一斑；而和谐，

体现在尽管各位学者研究角度各异、重点不同，但都关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语言，如何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进行顺畅的交流，完成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正是这种

“异中有同”，催生了诸如母语研究、法律语言学、心理

语言学等精彩纷呈的分支学科，更成就了应用语言学本身

以及语言学者们“多样中的和谐”。

科技蕴希望，行动有研究
——访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 Anne Burns 教授

特约撰稿：孟圆

名家声音
国参会，旅居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也回到中国参加这次

大会。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再次，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顾曰国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应

用语言学发展十分迅速，而且中国学者所研究的角度，有

很多是美国、英国等国的学者所想不到的。中国应用语言

学界的发展必将促进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另外，本届大会的论文展示人数、研讨会数量、受邀

发言嘉宾的数量均创历届大会之最，非常难得。

中国学者很出色 
在记者问及Bygate教授对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看法

时，他盛赞中国学者的敬业和投入。他说，在过去几年的学

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已经展示了很多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善于

收集和分析大量的语言数据，尤其在语料库研究方面成果显

著。中国学者还将这样的方法用于分析语篇、商业信函、新

闻和语言用法等方面，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十分期待看

到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得更好更快。 

采访最后，Bygate教授还对本次世界应用语言学大

会提出了四点美好祝愿：第一，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的成

功举行，世界各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也包括生活在

世界各地的中国学者之间能够建立起良好而紧密的工作

与研究关系。第二，希望在此次大会之后，中国学者可

以更多地参与到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之中，包括三年后

在澳大利亚和六年后在巴西举行的大会。第三，北外从

这次大会的举办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希望可以以此为

基础，在未来举办更多的世界性学术会议。第四，希望

中国应用语言学的蓬勃发展能够有力推动世界应用语言

学产生新发展、新变化。

大会期间，国际知名应用语言学专家学者纷纷畅谈参加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
会的感受，展望应用语言学研究发展前景。他们对大会丰富的议程、鲜明的特色和严
谨的组织高度肯定，并对中国应用语言学发展和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赞赏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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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科技孕育新希望
Burns 教授接受采访之前，刚刚结束了一场大会主旨

发言的主持工作。她高度评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顾曰国教

授所作的大会第一场主旨发言的学术意义和影响。Burns
教授认为，顾曰国教授对语言研究要“因地制宜”的呼

吁，尤其切合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现状。在中国，英语是一

门必修课，学习英语的学生多达数百万。如何从中国学生

实际的学习体验出发，就地取材地教好英语这一门“国际

语言”，值得中国语言学家和一线教师们更多关注。

谈及中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Burns教授感到非常振

奋，并赞扬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对科技的纯熟运用。在与文

秋芳教授、顾曰国教授等学者十多年的接触中，Burns教
授感受到了应用语言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并惊喜地看到

科技手段在中国语言研究和教学中的显要地位。其高效、

简便、灵活的特质，能够帮助学者更加深入地探究应用语

言学的发展、开发更多研究课题、拓展研究深度。

Burns教授认为，中国学者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制作

语言研究的图形、公式、动态资料库等，简单明了，生动

醒目，非常值得西方学者关注并吸取经验。Burns教授幽

默地说道：“也许要做到这一点，（西方学者们）还得学

学中文，因为中文也是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这

样可以从中文的视角，发现更多的研究主题和方向。”

行动研究，应用语言学大家庭中的新星
在语言学的背景下，行动研究就是教授第二外语的教

师对他们想要改进、发展、探索的领域主动地展开研究。

这种研究，是研究主体对自己日常工作的研究，Burns教
授将这些研究主体比作“戴了两顶帽子”，即兼具两种身

份：教学场景下的行动者和对教学的研究者。

Burns教授同时强调，行动研究的目的，并不一定是

要改变某一教学情景，而是结合自身经验加深理解，这样

每一个参与到此情景中的人，无论是教师、学生、校长，

甚至是家长都能更好地把握学生学习的过程。

谈到行动研究，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行动者的

研究与学者之间的研究有何不同。Burns教授认为差别有

两点：第一，方法不同。教师的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

是从日常的真实教学中挖掘研究方向；语言学家的研究，

则是经验性质的，通过科学程序进行研究。第二，目的不

同。教师的研究，是为了对自己每天正在进行的教学活动

有更好地理解和驾驭；语言学家的研究，则更多出于学术

和理论的需要。

注： 11月5日到6日，Anne Burns教授将再次访华，主讲中国

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研社主办的“全国高校外语学科中青

年学术骨干研修班”下的“Doing Qualitative and Action 

Research in TESOL: An Introduction”专题研修班，与

中国学者和高校教师专门针对行动研究展开深入探讨。

展示研究成果，凸显中国特色
这是Larsen-Freeman教授第三次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

议。这次参会，令她印象最深的是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

彰显出全球化的时代气息。谈到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Larsen-Freeman教授谈道，中国应用语言学已经成为国际应

用语言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学者对应用语

言学研究领域各类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将自己的学术

成果展示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并且十分注重加强和与世

界各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将对中国应用

语言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本届大会为世界各地

的专家学者搭起了一座桥梁，使之相互了解，有利于中国

学者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学者建立起持久的合作关系，有利

于不同语言、文化，以及思维方式之间的相互沟通，增进

各国之间的友谊。 

本届大会不仅将对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对促进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也意义重大。

Larsen-Freeman教授认为，英美国家学者对应用语言学发

展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英文书籍、期刊和杂志等。对这些学

者来说，如何了解其他国家的学者使用其本族语所发表的

学术成果，是他们在学术交流上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本届

大会为国际应用语言学发展创造了交流的平台，其中中国

专家学者对本次大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广泛参与到

专题研讨、工作坊和论文展示等议程中，向世界各国学者

展示了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成果。 

大会将中国的本土化气息带入国际应用语言学界，

使得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处处彰显出中国特色。大会

“和谐”的主题，体现出应用语言学学术研究领域的“和

而不同”。她认为各国不同的社会文化气息是每一届世界

应用语言学大会各具特色的重要原因。 

保持动态视角，探求发展前沿 
Larsen-Freeman教授在访谈中说道，源于对语言、学

习和教学三者的浓厚兴趣，她选择了研究应用语言学，并

亲眼目睹了应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轨迹。20世纪60、70
年代，行为主义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以诺姆·乔姆斯基为

代表的生成语言学派认为语言受规则制约。但是，之后的

认知科学革命改变了应用语言学的发展方向。当今，应用

语言学领域存在着许多热点问题，例如：语言的非线性特

征、涌现论、复杂系统理论、学习者的能动性、多语言现

象等。 

Larsen-Freeman教授认为，学习者学习语言不是单

纯地对语言规则进行加工处理，而更多地是与语言接触。

这一学习语言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并且因个体差异的不

同，导致个人的学习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此外，她强

调，语言学习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并

且内化的动态过程。 

Larsen-Freeman教授详细地介绍了她近些年来从事

复杂理论研究的成果。复杂理论是指在复杂系统视角下的

一种语言观。她说到，她将复杂理论与应用语言学相结合

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和尝试。复杂理论起源于自然科学，并

较早得以运用。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是一个复杂、动

态、非线性的系统，而Larsen-Freeman联想到语言同样也

具有以上这三个特征，于是她将复杂理论运用到应用语言

学的研究中。她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物体是完全静

止的，然而人们却经常利用各种方式来弱化这种动态性。

从传统意义上说，人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成品，而不是把

它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复杂理论中的复杂性，来

源于一个层面上的现象到另一个更高层面上的自组织性，

是一种看待语言的整体观。 

说到如何将复杂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Larsen-Freeman教授以其2003年出版的著作Teaching 
Language: From Grammar to Grammaring为例，阐述她

在“grammar”这一单词后加上“-ing”的缘由。这是因

为她将语法的学习过程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动态过

程，而不是一系列固定不变的语法规则的机械记忆过程。

因此，她指出，复杂理论可能会改变一些教师的教学观和

教学方法，使得他们能正确地看待语言教学，以动态发展

的眼光去从事教学工作。这一理论将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

有所影响，使人们不断地接受新的观点和知识，使人们的

思想与时俱进。 

专注研究，严谨治学 
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云集了世界各地近1500名

专家学者，应用语言学作为一个跨语言、跨学科的研究

领域，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在采访的最后，Larsen-
Freeman教授给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和教师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她指出，研究者应该培养良好的探究精神，

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处处存有一颗好奇心，学会和同事

进行学术合作与交流，并学会从全球化动态视角看待、从

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从全球化动态视角看应用语言学发展
——访本届大会主旨发言人Diane Larsen-Freeman教授

特约撰稿：曹泽煌

Diane Larsen-Freeman教授长期从事多领域的应

用语言学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着精深

的学术造诣。作为本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的主旨发言

人，Larsen-Freeman教授在访谈中主要围绕本届大会的

主题“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社会”从全球化动

态视角对中国应用语言学及世界应用语言学的发展进行

了简述，针对其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了介绍，并给

从事应用语言学工作的学者和教师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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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Multilingualism and Language Policy”的特邀研讨吸引了众多与

会者的目光。研讨会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Patricia Duff教授主持，发言

嘉宾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李端端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李丽生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Terrence Wiley教授，以及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Joseph Lo Bianco教授。

研讨会上，李端端博士总体介绍了加拿大与中国的国家语言政策与发展，分

析了中加两国语言多样化的成因。李丽生教授作了“改变单一外语教育政策，促

进东盟国家语言教学”的发言，阐述了云南省自2006年以来施行的改变英语作为

唯一语种的外语教育政策，大力发展小语种专业和教学的情况，以及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特邀研讨

工作坊

宣读论文

中国学者在会场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世界应用语言学最前沿、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汇聚、碰撞；同时，大会
也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和广大高校教师与国际一流专家、学者交流接触提供了宝贵机会，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应用语
言学创新的研究视角、丰富的研究成果和蓬勃的发展趋势创造了有力平台。

五天的大会中，中国应用语言学者活跃在大会的每个角落。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第一次如此大规模、深入地投入
到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中。正如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副主席Bernd Rüschoff教授所说，“中国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被世界
接受和肯定”。

专题研讨

“An Automated Scoring System for Subjective Items in Large-scale EFL 
Tests”专题研讨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

中心梁茂成教授、扬州大学王金铨副教授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进林博士分别就

自动评分系统对写作、汉译英和英译汉等主观题的评测作了精彩的讲解。英语考

试中主观题（作文、翻译）的机器评分若能达到高水平并实际应用，就能够很好

地解决人工评分时间、人力、精力、财力均耗费较大的问题。中国学者在这一方

面的出色研究受到了各国学者的肯定。

“Promoting Teacher Learning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A University-
School Collaborative Approach”专题研讨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王蔷教授主持，陈则航副教授，马欣教授和张虹

博士和与会学者分享了她们所研究的“开展课堂教学行动研究，促进高中英语新

课程与教师自主能力发展”课题。整场研讨中，中方团队的和谐精神、丰硕的研

究成果和她们对于教育事业的热情感染了所有与会者。

在主题为“Harmony and Divers i ty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n Exploratory Practice 
Approach”的工作坊研讨中，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

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跨文化交际研究所所长吴宗杰教

授、英国利兹大学Judith Hanks教授、巴西里约公用

事业委员会Ines Miller副教授及伦敦雷金斯学院Assia 
Slimani-Rolls教授和与会学者们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

热烈研讨。

吴宗杰教授在工作坊上最后发言。他指出，解

决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存在的疑惑及问题具有特殊的意

义，探索这些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作国际性的思考，而

采取具有地方特色的措施。比如，去探索课堂生活质

量的意义时，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来认

识。理解教育生活的本土意义时也是如此。他的发言

为此次工作坊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吴红云教授宣读论文“ESL 

or EF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左）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许宏晨副教

授宣读论文“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al Self Syste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tudy o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右）

中国学者风采
Confer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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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要“顶天立地”
——专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秋芳教授

记    者 文教授，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有近1500位世

界学者齐聚一堂，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被誉为应

用语言学界的“奥林匹克”的世界应用语言学大

会。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大会在中国召开的

重要意义吗？

文教授 像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是第一次在

中国召开，对我们国家应用语言学的发展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世界语言学的研究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迄今为

止有70多年。我们国家的语言学研究起步比较

晚，应该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

但是我们现在赶超比较快。我们的专业队伍从质

量、数量上来说还是不错的，在世界上是重要的

应用语言学研究力量。但是我们与世界语言学的

沟通不够、交流也不够。原因之一是我们国家的

教育经费有限。到国外参加这么大规模的语言学

会议，有些学校会承担不起昂贵的费用。大会办

到家门口来，从国内四面八方来的语言学者就可

以和国际一流的语言学者面对面交流。同时，我

们可以在世界性的大会上宣读我们的研究成果，

让国际学者听到。否则我们关在家里面作研究，

人家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让我们的研究成果走向世

界，而且让我们的学者能够听到、看到最前沿的

研究，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

记    者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

化，社会”，您能为我们简要阐释一下这个主题

的内涵吗？

文教授 应该说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各个国家的经济、

金融越来越趋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相依赖、互相依存。但是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

下，对这种多元文化、多种语言、多种多样的社

会制度，大家的认识还不是非常的自然。有一些

大国，他们有一种文化、思想上的霸权主义，有

一点以他们为主。这次我们特别把多样化的和

谐强调在主题当中，其实是传递了我们中国哲学

思想的“和而不同”。这次在会场里，我们可以

看到“和谐”的“谐”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实际

上就是希望参会学者来宣传我们的这种思想，把

“和谐”的理念带到全世界去。

记    者 关注社会语言生活，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

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优良传统。目前，应用语言学

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

文教授 应用语言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应用语言

学就是研究第二语言作为外语的一种教和学的学

科。广义上的应用语言学是对以语言和交际为中

心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严格来说，

广义上的应用语言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

开放的，是以解决现实语言问题为导向的平台。

本次大会基于广义语言学，与语言有关的问题都

可以拿来解决，这样就等于用多个学科来解决现

实的语言问题。比如说我们要解决中国儿童学习

外语的最佳年龄究竟应该从哪个年龄段开始。实

际上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是一个学科可以解

决的，是需要心理学、教育学、二语习得和教育

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来协同解决。

 目前国内提到应用语言学，更多是指它狭义的概

念。我们的学科建设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

始的，应该是说中国应用语言学的创立人和宣传

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桂诗春教授开启了这门

研究。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

培养的。

 目前，我们这个队伍拥有非常多的硕士、博士学

位的研究者。每年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科有

很多的应用语言学科研项目。作为学科建设来

看，我们做的还是比较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主要

是研究外语的教和学，这里面包括中国人学习外

语和外国人学习汉语。与亚洲一些国家相比，我

们的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实际上是非常成

功的。当然我们的社会、政府对外语教学，特别

是英语教学有很高的期待值，觉得它还需要进一

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如果放在一个国际背景下，比如和我们的邻

国日本相比，他们的英语教学实际上要比我们

差。但是，国内人往往不知道这一点。只要我们

走到世界范围里面，比如韩国、越南、日本，他

们都知道中国英语进步的速度太快了。我们会讲

英语的人很多，特别到国际会议发言的时候、在

作论文宣读的时候，我们的语音语调比其他国家

的好很多。从我们应用语言学的实践来讲，我们

在亚洲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现在不足的是，我们做了一些实证研究，也写了一

些论文进行了发表，但是在构建中国的外语学习理

论上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把我们的理论和世界上的

各种理论进行接轨和交流这一点是我们的弱项。我

们还没有创造出中国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和

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相交流，这点我们没有做到。

所以在中国这个大国，教的人很多、学的人很多，

但是我们的理论创新是很不够的。还有我们的对外

汉语教学也有这方面的缺陷。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

要加强和奋起直追的。这次大会也给我们不少的学

者开了眼界。有许多教师表示，听了大会发言，有

“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记    者 相信这次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一

定会给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者和高校教师传递新的

理念、新的思路。文教授多年来一直进行二语习

得教学策略与教师发展的研究，能不能借此次大

会的契机，给我国高校外语教师提一些从事语言

研究并将研究应用于教学实践方面的建议？

文教授 说实在话也谈不上是建议，最好是共勉。因为我

认为目前我国大部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是“上不

着天、下不着地”。“上不着天”，我们的研究

者都着力在构建外语教和学的理论。理论要“高

到天上”能够和别人去进行交流，这个工作没有

做好。“下不着地”，我们有不少研究者，他们

的研究没有进课堂，也不关注教师的教和学，更

多的是关注论文是否能发表，论文发表出来之后

很多是放在书架上给别人作为文献用的。 

 近年来我思考比较多的是如何让中国的应用语言

学研究者“顶天立地”。“顶天”是说我们要努

力创新理论，扎扎实实地作研究，同时提出一些

在世界舞台上能够让大家认可和肯定的理论，在

这方面争得一片“天”。“立地”，希望我们的

研究者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心，能够真正地

进入课堂，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怎么教好、学好，

使得我们的外语教学质量能够有明显的提高，为

社会作更大的贡献。所以我的建议/共勉是希望中

国的语言学研究者能够“顶天立地”。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期间，大会中国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
秋芳教授接受了媒体专访。文教授充分肯定了本届大会在中国召开的重要意义，阐释了大会“和
谐”主题的深刻内涵，介绍了中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并鼓励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者以此次
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做“顶天立地”的学者，推动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走向世界。

专家访谈
Confer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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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世界应用语言学界的盛会，是一次富有成
果的盛会，是一次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盛会。各国学
者在5天的时间里碰撞智慧、交流观点、形成共识，在
中国举办的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语言沟通世界。祝愿大会圆满成功！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陈雨露教授

 祝中国应用语言学尽快地走向世界！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文秋芳教授

Love AILA，
Love China

寄语AILA大会，期待精彩未来

“这次AILA大会在咱们北京举办，为国内

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和高校教师创造了非常难得

的聆听国内外著名学者讲座的机会。不用远出国

门，我们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广泛交流、深入

探讨、拓宽视野，确实让我们受益匪浅。作为高

校教师，我们为能在国内参加这样的会议感到兴

奋，为大会严密有序的组织感到骄傲，为大会的

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 在 大 会 上 ， 一 方 面 是 看 到
较多国际合作，同时也加入了很多
中国元素。中国学者的表现也越来
越引人关注。很多中国学者已经在
开展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比如这两
天我看到有中英学者的跨国合作研
究，研究英语在中国作为外语的学
习和汉语在英国作为外语的学习，
并比较这两种情况的异同。这是这
次大会最有意思的地方。”（译）

“ 大 会 能 够 在 北 京 举 行 实 在
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大会
的筹备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中国有
那么多的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教授，
这样有利于促进国际学者之间的交
流。此外，大会的主题是‘多样中
的和谐’，这不仅从理论的角度体
现出完美，而且大会也真正做到了
‘多样中的和谐’。”（译）

“能到中国参加应用语言学的顶级盛会
是一种荣幸。这是我第四次参加世界应用语
言学大会。每次到一个不同的国度，都会有
不同的感受。这次的中国之旅又一次让我发
现了一个文明，一个让世界着迷、一个古老
与时尚碰撞的文明。”（译）

“I think the conference is very 
interesting, very well organized, 
s t imulat ing and enriching and 
allows interaction with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alike. We find the 
volunteers’ contribution very helpful 
and friendly.”

AILA副主席Bernd Rüschoff教授（左）

大会主旨发言人 Barbara Seidlhofer教授（前排中）

莫斯科州国立师范学院
Vasiliy Ivshin教授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
Sdua Haudin，Ora Mayrose   

吉林大学
董岩 

“I think the conference sets up 

carefully and wisely to accommodate all 

different cultures presented here. I am sure 

that the conference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We learn a lot in this conference 

about how applied linguistics is practiced 

in China, and vice versa, China will learn 

a lot of how applied linguistics is practiced 

in the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这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举办

得非常成功。希望中国年轻的应用语

言学研究者能够参加下一届以及六年

后在巴西举办的大会，继续增加国际

间的学术交流。”（译）

AILA秘书长

Daniel Perrin教授

大会主旨发言人

 Malcolm Coulthard教授

加强国际合作，发扬创新精神。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荣誉会长

胡文仲教授

谐，语言之美。祝 A I L A大会成功举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

蔡剑峰

大会期间，国内知名英语教育专家、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荣誉会长胡文仲教授，中

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文秋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和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蔡剑峰社长接受了记者专访，并纷纷寄语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期待中国

应用语言学界以此次大会为契机获得跨越式发展。

Conference Information

会议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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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科研与教学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念，外研社近年来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文学与文学研究、翻译与翻译研究、教师教育与发展等各领域出版了丰富的学术图书和

期刊。如近两年精心策划、陆续推出的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世界应用语言

学名家自选集”等，教师既可学习相关外语教学科研理论与方法，也能在专题研修之后进

一步深化研修效果，并为自己的研究获得启示。《中国应用语言学》、《中国外语教育》、

《中国ESP研究》等专业期刊则为教师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

建设中的外研社学术科研网是外研社策划与建设的一个综合性科研网站，面

向高校外语教师，包括不同外语语种与对外汉语教师，以“为高等学校广大外语教

师的教学科研与专业发展提供支持”为宗旨；定位在为高等学校外语教师提供学术

研究资源和在线学术交流平台。

本网站从一线外语教师从事研究的实际步骤出发，提供从选题、确定研究方

法、论文写作到投稿的一站式研究指导与服务，既便于有经验的研究者从丰富的资

源中按需选取参考，也为初涉科研领域的教师提供系统清晰的全程指导。研究者还

可分享自己的研究经历、交流心得或探讨具体问题，形成研究者社区。网站同时建

设有大型学术文献数据库，与国外文献数据库合作，支持用户跨库检索。

数据库是广大教师进行科研工作的常用工具，因此权威、全面、专业的数据库是教师

们的亟需。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外语教育资源出版机构，外研社与全球最大的集成数据库

出版商和期刊代理商EBSCO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为全国高校提供多学科、多语言、高质量

的学术数据库，全方位服务高校外语教学与科研。

助科研，促教学，与教师共同发展
为服务国家教育事业，推动广大高校外语教师的教学科研与专业发展，外研社通过学

术出版、教师研修、基金项目、学术会议、数字资源等多个角度和方式，建设了全面、高
效、完善的高校教师支持体系，为高校外语教师提供了专业研修课程、科研课题、研究指
导、学术资源和发表、交流的平台。

外研社
高校外语教师

支持体系

外研社自1999年起面向广大高校英语教师举办系列教师培训；并从2006年起，与中国

教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成系列、分专题的“全国高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和“高等

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2011年，骨干教师研修班作为唯一覆盖全外

语学科的研修项目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项目”正式立项。

系列研修班主题丰富，涵盖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教学能力与教学方法、新课程教

学等子系列，因其专业的指导、互动的模式、规范的管理及后续的支持广受参班教师的好

评。自2012起，我们将融合每年的教师发展班与骨干研修班，使更多高校外语教师获得研

修的机会，并便于教师根据自己的时间和需要选择不同的研修主题。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由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于2001年联合设立，旨在通过资助全国各级各类院校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促进

外语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的特色是从启动到结项都由中

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专家进行全程指导，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

的发展。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已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完成了

四批项目，第五批项目于2009年底启动，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之中。第六批项目于

2011年底启动，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

外研社积极举办或协办应用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研究的各类学术会议。每三年与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合作组织一次大型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每两年组织一次

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并为每届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讨会、

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研讨会等提供多方面

的支持。这些会议有力推动了广大高校外语教师展开科研活动，促进了全国高校之

间的学术交流。2011年8月与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

育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是该大会第一次来到中国，也是国内

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应用语言学界学术大会。

教师研修

基金项目

学术出版

学术会议

数字资源 . 学术科研网

数字资源 . EBSCO学术全文数据库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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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讨论让我变得更加开放，对

将来自己要写的文章能站在一个读者的

角度进行批判，完善其框架、脉络和细

节。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读”文章，并“读懂”文章。

许家金老师热爱生活、富有创

意，PPT处处彰显良苦用心；许

宏晨老师逻辑清晰、风趣幽默，理

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两位老师都让

人受益匪浅！

2011年全国高校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
2011年，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继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与研究

相结合的理念，举办了一系列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为目标的研修班。研修主题包括应用语言学
论文阅读与写作、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语篇分析与外语教学等。
2011年研修班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创新，更侧重基于教学实际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在教
学实践中的应用，从而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与科研水平。

应用语言学论文阅读与写作研修班
外语教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入门研修班

研修时间：7月14-18日

主讲专家：文秋芳教授

研修内容：

文秋芳教授首先从阅读文献的目的与方法入手，详细讲授了进行学术论

文阅读与评价的流程与标准，帮助教师们了解论文的要素、评价的标准以及

写作的规范。教师们围绕两篇实证研究论文展开讨论，分析了论文的研究问

题、研究方法等，并在文老师的引导下提出了修改建议。最后，文教授还专

门针对论文审稿与投稿做了详细讲解，就审稿流程、审稿标准和投稿建议等

教师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研修时间：7月18-22日

主讲专家：许家金副教授、许宏晨副教授

研修内容： 

第一天

许家金副教授首先讲授了SPSS软件的功能用途，并引导教师进行软

件操作。随后许宏晨副教授带领参班教师学习了T检验和方差分析的方

法，并结合研究数据，指导大家如何在论文中汇报统计结果。

第二天

许宏晨副教授带领教师们梳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框架。之后许家金副

教授具体讲解了回归分析和卡方检验，并结合一篇应用语言学论文实例，

讲授了一篇规范的论文的框架结构、如何结合统计方法撰写论文，及在设

计研究和写作论文时的注意事项。 最后，六位教师结合具体研究案例进

行了操作演示。许家金老师和许宏晨老师对六位教师的演示一一进行了点

评，对演示中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指导。 

学员研修感悟： 通过两天的学习，对于一篇学术论文的内部逻辑，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结果报道等流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于一篇学术论文的评价和写作，通过对两篇论文的阅读与讨论掌握了基本的标准；对于一些细节，包括实验设计的对象、工具、步骤、数据采集和结果讨论也终于消除了困惑。

生平第一次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

看了原来自己看一眼就不会再看下去的

“枯燥无味”的论文，惊奇地发现，在

文教授的指导下，在tutor、同行们的共

同努力下，我居然大致看懂了！
非常感谢老师们的精彩讲解，它确实给了我温故知新的机会。首先，两位老师的讲解帮我回顾了以前写论文使用过的方法；其次，更重要的是，边讲、边练、边操作的形式给了我很好的实践机会，以前很模糊的知识变得清晰。例如：对正态分布图的细节更了解，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的异同等，以上知识的学习让我对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更有信心。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学员研修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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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真的很累，越来越投入其中了。今天李教
授讲解的搭配框架分析让我印象深刻，这部分课程
让我明白了应该运用什么工具进行框架分析，理清
了操作思路，以后要继续摸索和运用。三天来的收
获，简直无法总结。展望未来的研究，我会更多地
运用语料库这一方法。当然会有很多困难，但是我
会不断地在实践、反思与交流中探索、提高！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研修班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研修班

语料库系列研修班举办六年来，梁茂

成教授、李文中教授和许家金副教授

一直不断探索，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

研究资源与教师们分享。这次研修班

上首次与大家见面的sub-corpus-creator

软件即是他们的心血之作。这也是该

研修班一直以来受到广大教师推崇的

“奥秘”之一。除了通过研修班与教

师们直接接触，三位专家还通过《语

料库应用教程》、“corpus4u”论坛、

共建CROWN语料库等形式与教师们

交流，甚至百忙之中对教师科研给予

宝贵指导。他们的智慧、执着与热情

感染着每一位教师，也引领着更多教

师投入到语料库的研究与应用中！

研修时间：7月22-27日

主讲专家：韩宝成教授、许宏晨副教授

研修内容：

第一天

韩宝成教授首先总体介绍了问卷调查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问卷调查是量化研究方法的一种，能够帮助教师收集数据，回答研究问题。而

对得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描述和检验数据特征，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随

后，许宏晨副教授帮助教师们明确了调查问卷的定义、优势和弊端，并详细介

绍了调查问卷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之后，韩老师带领大家熟悉了统计学的

基本知识，并初步进行了统计方法软件SPSS的操作。

第二天

许老师带领教师们从问卷预测、项目分析、抽样、发放、回收策略和研究

伦理几个环节深入了解问卷调查。之后，在韩老师和许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教

师们对应用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和效度分析有了全面的认识，不仅理解了其概

念、分析方法和衡量指标，还掌握了运用SPSS软件进行相应操作。

第三天

在引导教师们了解调查问卷的设计、预测和实施方法之后，韩老师和许老

师讲授了如何对问卷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两位专家从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

分析和卡方检验的定义与功能讲起，指导教师进行SPSS软件的操作，并仔细讲

解了如何分析统计结果并在论文中将其规范呈现。

随后，八位教师进行了汇报演示。他们按照分析、操作与总结的思路，说

明研究问题、研究工具与统计方法，呈现并解读统计结果，清楚而完整地展示

了学习成果。韩老师和许老师结合教师的问卷实例指出了容易出现的问题，并

对三天的研修进行了总结。

研修时间：7月27-8月1日

主讲专家：梁茂成教授、李文中教授、许家金副教授

研修内容：

第一天

梁茂成教授首先讲授了语料库的定义、类型、应用流程和语料库语言

学的基本概念。李文中教授以几个研究任务导入，利用AntConc、Range 和
PowerGrep软件进行语料库分析的基本操作。许家金副教授详细介绍了如何

生成词表；在语料库建设的基础上，许老师还指导了教师们利用sub-corpus-
creator软件创建子语料库。 

第二天

许老师首先以一个词语搭配的练习为例讲授了词汇中心教学法的应用原理

和方法作用。梁老师运用案例分析法讲解了如何将语料库应用于外语研究。李

老师讲解了语料库检索和文本清洁过程中必备的技术——正则表达式。

第三天

梁老师讲解了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两种研究方法的特点、贡献和前

景。李老师和许老师基于两则研究案例指导教师如何应用研究方法，了解其研

究思路、路径和意义，熟悉文献阅读视角、逻辑条理和批评方法，同时也将语

料库研究工具的操作进行了复习巩固。 

最后，三位学员与大家分享了她们利用语料库进行研究的成果，三位专家

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点评与指导，并表示将与教师们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沟通与

交流。 

三位专家的讲授条理清晰、归纳精辟，颇

具大师风范，而且配合默契。在研究上，我在

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熟悉了语料库研究方法和软

件操作；在学术上，我被三位专家的造诣和师

德深深感染！我会坚定地继续学习“鸟语”，

飞得更远！

 今天的学习让我受益匪浅。问卷的

制作、实施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需要不

断地预测、检验、修改、实施。专家的授

课内容、学术态度让我深受启发，为我明

确了努力方向！

注：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韩老师的授课生动活泼，统计概念的讲解浅
显易懂，各部分内容的衔接由浅入深，逻辑性非常
强。真切感受到学者的风范，把自己真正研究的内
容拿出来让我们分享，打消了我们年青教师对统计
方法原有的恐惧，从理论角度给予我非常大的指
导。许老师上课幽默细致，听了他的课让我从一名
新手很快进入了角色，可以熟练操作。总之，此次
学习让我倍感有价值！

学员研修感悟:

学员研修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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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内容：

金立贤博士和Martin Cortazzi教授经过多年的教学实

践研究，从庞杂的语篇分析理论中提炼出最适合应用于英

语课堂教学的5大语篇分析要素，并创造性地为大学英语

教师提出了简明实用的语篇分析框架——“5C模型”。 

什么是“5C”？ 

Five C’s = 

Cohesion, Coherence, Culture, Critique and Context

5个“C”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5C”如何应用于教学？ 

教师立足语篇整体，通过分析衔接（Cohesion）、

连贯（ C o h e r e n c e ）、文化（ C u l t u r e ）、评论

（Critique）、语境（Context）等五个要素，引导学生对

课文进行分析、理解和概括。“5C”框架不仅可以帮助

学习者学会话语技巧，获取文章所传递的深层次信息，同

时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英语实际运用能力。 

讲授中熟悉语篇

研修班特别重视教学示范和教学实践环节。参加研修

班的教师身临其境地体验了活泼生动、充满魅力的英语课

堂。金立贤博士声情并茂的讲授，对如何设计课堂教学、

如何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及如何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等方面给参班教师提供了思路。

图表中理解语篇

金立贤博士从语篇分析的基本概念入手，层层深入，

由浅入深地介绍了5个“C”的概念和方法。在介绍概念

时，金立贤博士在演示中运用了大量图表，将复杂的概念

图表化，便于学习者理解和掌握。在教学中运用视觉辅助

工具（Visual Aids），这也给各位老师自身的教学形式带

来许多启示。 

金立贤博士在讲解衔接（Cohesion）、连贯（Coherence）时所运用的图

表。

实例中分析语篇

 金立贤博士的教学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穿插新

颖丰富、生动贴切的实例，使研修教师既感新鲜、有趣，

又受挑战、启发。通过选取趣味盎然的实例和新颖的角

度，参班教师加深了对“文化”这一语篇要素的认识。 

实践中应用“语篇”

在研修模式方面，本期研修班采用体验与合作式的教

学方法，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得益彰，教师们在“做中

学”，学习效果显著。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高级研修班
暨2011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第四期

研修内容：

第一天

与前一期研修班相比，本班更加注重语料库的研究应

用。在第一天的研修中，专家主要讲解了语料库语言学基

本概念，语料的采集、整理、标注和检索，并分析了如何

研究学习者词汇发展状况。 

第二天

三位专家紧密结合实际案例为教师讲解了中文语料和

汉英双语语料的采集与加工、正则表达式的编写、句法结

构分析及基于语料库的话语分析。语料库应用的建库、数

据提取、统计和数据分析三个主要阶段正在教师们的头脑

中明朗起来。

第三天

三位专家指导语料库研究方法、讲解语料库分析统计

学、介绍语料库研究资源，带领教师们领会语料库研究选

题的思路方法。在专家生动灵活的讲解下，教师们掌握了

语料库的基本理论知识，明晰了语料库研究思路，构建起

了语料库研究方法的框架。

汇报演示是教师们汇报学习成果、探讨研究问题、

启迪研究思路、学习交流提高的平台，也是研修班的高

潮。本期研修班演示的四位教师有备而来，基于语料库

学习者语言研究、语料库双语对比和翻译研究，教师们

将创新的研究课题与大家分享。三位专家对演示教师给

予了细致的点评与指导，教师们也针对其展开了热烈讨

论。

本期研修班也是2011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

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第四期。在“Problem-driven”
的模式下，教师们问道语料库研究的方法，结合案例讨

论与操作，从建库、数据提取、统计和数据分析三个主

要阶段深入学习，提高了利用语料库从事研究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在三位专家的指导下，教师们开拓了语料

库研究“视野”——掌握了语料库这一新的研究角度，

拓展了语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树立了语料库研究“精

神”——在探索中发现语料库研究的乐趣，挖掘富有创造

性的研究课题。

语篇分析与外语教学研修班

金立贤博士在讲解“culture”时

所应用的教学实例。

研修时间：8月1-6日

主讲专家：梁茂成教授、李文中教授和许家金副教授

研修时间：8月7-11日

主讲专家：金立贤博士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外研之声38 外研之声 39

教材使用与教学方法研修班
为使广大教师充分了解教材理念，熟悉教材结构，交流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外研社专门设计了基于《新标准大

学英语》和《新视界大学英语》的两期研修班，邀请教材编写者讲解教材编写思想与教学理念，并邀请多位一线教师展示
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帮助教师充分发挥教材优势，实现“师生共赢”。

《新标准大学英语》教学理念与方法研修班 《新视界大学英语》教学与教法研修班

研修时间：8月4-9日

主讲专家：文秋芳教授、金立贤博士

研修内容：

文秋芳教授讲述了《新标准大学英语》的教学理念与特色。文教授提到，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把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综

合文化素养设为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此呼应，教师授课也不应只局限于

课文讲解及词汇注释，抑或完全应试导向。《新标准大学英语》力求通过板块结

构梳理教学流程，以精选的主题、高质量的语言输入及多样的练习设置培养学习

策略，以文化碰撞与思辨创新提高综合素养，以开放、多元化的模式让教师充分

发挥导学作用，让学生实现自我管理。此外，教材配套的完善体系也使师生双方

能在满足基础的教学、学业需求之后，兼顾科研、就业乃至终身发展的需求。  
文教授总结：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研修时间：8月11-15日

主讲专家：金立贤博士

研修内容：

自今年4月出版以来，《新视界大学英语》以其精细划分教学对象的

定位和“教学相长、学用相成”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英语教学界引起了广泛

关注与反响。《新视界大学英语》教师用书注重拓展教师教学思路，并提

供全面的教学支持，也受到了教师们的一致好评。 

金立贤博士以“College English for Future Workforce”为题介绍了

《新视界大学英语》教师用书的突出特色。金立贤博士提出，在新的形势

下，英语课程应当培养学生思维、满足学生需求、促进全面发展、关注学

生差异。面对这些挑战，教师用书不仅为教师教学提供详细的辅助材料，

如语言讲解、文化信息、练习参考答案等，更为教师提供全面的教学支持

和参考，如教学策略、教学建议、个性化的教学活动等。 

随后，金老师以“Start Point”为例进行了精彩的教学示范。她完全

以《新视界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教师用书》所提供的材料为基础，通过轻松

有趣的活动设计让全班同学参与进来，以思考、讨论、发言等形式帮助学

生温故以往知识，同时导入所学单元的话题，在热烈的氛围中，课堂真正

地“Start Up”了！

之后，教师们分为10组，分别以《新视界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和

《新视界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中的一个单元为例，进行20分钟的教学

演示。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和精诚团结的合作，教师们教学设计合理、

注重实效，目标明确，步骤清晰；课堂教学选材恰当，互动性强，活动

组织灵活有效，圆满完成了演示。金立贤博士对教师们的演示进行了细

致而富有针对性的点评。她对教师们演示中的具有创造性的教学方法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与鼓励，并对教师们未来的课堂教学和职业发展提出了

中肯建议。

《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教学示范总结

金立贤博士：

我们不是在完成孤立的Tasks，而是在一系

列Activities中完成学习。

夏效刚老师：

给学生宽容的学习气氛，每堂课都是一个

Party。

周爽老师：

文化体验的旅程也是学习脉络的形成。

张卫晴老师：

不断Pause and Recall，注重教学实效。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教学示范总结

金立贤博士：

Absorbing or memorising the information 
through repetition in a fun way.

曹庆华老师：

A bad teacher is not prepared; a good 
teacher is well-prepared and the best 
teacher is half-prepared.

周爽老师：

学生的创意和潜力是无限的。

鲁玲萍老师：

深度挖掘教材，重视教师自身发展。

如何有效地、灵活地运用教材中丰

富的语料，提高学生对语言的综合运用能

力，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综合素质，

成为我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

学生对英语课不感兴趣，学

习成效高不高，教师要去主动承

担责任，多想办法。

研修班最后，教师们将几天内的所学和领悟都施展出来，使用《新标准大学英语》课文进行教学演示，与同行切

磋。教师们除了将设计好的教学任务及目标彰显在课堂之初，使教学有序、有目的地进行，在具体操作时也各显其能，

将个人风格和团队特色有机结合，展现了充满创意的教学设计与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学员研修感悟：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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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迎接机遇与挑战 共创大学英语教学的美好未来

四川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石坚教授认为，大学英语教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

战。他深入剖析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

国家对新时期人才的需求，认为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进行

深入的改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大学英语教学要拓展课程的

内涵与树立科学的理念，即以探究精神为核心，注重批判式、

原创性思维。

认识大学英语教学发展趋势，共谋师生共赢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

长、中国ESP专业委员会会长孙有中教授指出，思辨能力培养

与ESP教学将是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孙教授从

特尔斐项目组（1990）所发布的《特尔斐报告》中对思辨能

力的定义谈起，对思辨能力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孙教授提出，

思辨能力在教育中是一种解放力量，在个人和公民生活中是一

种强大的资源。

提升大学英语教育层次，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浙江省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

化与国际交流学院院长何莲珍教授从大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研

究、大学生英语学习策略研究，以及自主学习环境下教师的角

色现状等方面深入解析了大学生自主学习现状，探讨了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何教授指出，教师的工作在学生自主

学习的环境下变得更具挑战性，教师的作用不应削弱，反应加

强。教师应尽最大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和优化学生

的学习策略，同时要转换传统的教师角色，帮助学生在自我管

理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引导学生监控和管理自己的学习，让

学生自己承担起学习的重任。

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己任，丰富大学英语教学内涵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

长、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文秋芳教授从外语在国家发

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谈起，提出在当今中国由“本土型”向

“国际型”转变，由“向己型”向“向他型”的转变过程中，

外语教学承载着“让世界走向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

使命。文教授认为，外语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是国家的核

心竞争力的关键力量。因此，培养国际化人才成为大学英语教

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外语教育内涵与学生素质培养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宝成教授同与会教师探讨了大学英语

的定位和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韩教授认为对大学英语的定位

很重要，定位在哪里，学生就收获在哪里。他从如何正确理解

大学英语、如何给大学英语定位的角度出发，分别从语言的本

质和功能层面、外语教育的目标层面、一堂课的五个境界层面

及大学的功能层面阐释了大学英语的内涵，重新对大学英语进

行了定位。韩教授指出，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门课程，

应兼具工具性、人文性及思想性，而非被一味地定位为一门附

属的工具课、技能课。大学英语教育的目标是“学文化、启心

智、爱生命”，要把大学英语教育提升到思想层面，提升课程

内涵。

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与教师角色转变

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霄翔教授从教学观念转变、

课程体系建设、教师发展及师资队伍建设几方面同与会教师分

享了自己的看法。在分析大学英语教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李

教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学模式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李教授同与会教师深入交流了在大学

英语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所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多模态多媒体教学探讨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董剑桥教授从ICT背景下大学英

语教学改革谈起，围绕课程体系建设、教师团队建设以及多

模态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同与会教师分享成功经验。董教

授提出，“泛在化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必然趋势。

“泛在化学习”即可利用“any device”，在“anywhere”向

“anyone”学习。同时，董教授指出，在大学英语课时不断

缩减的今天，如何计划“计划外”时间，是探讨中国特色的

“校园泛在化学习”的关键。“泛在化学习”需要从学习的管

理、技术支持、资源保障以及教师作用几方面进行考量，其关

键在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如何检验学生自主学习

的效果。

构建课程体系 师生共赢未来
——记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

2011年暑期，外研社先后在南昌、昆明、德州举办了七期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研修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万名高校一线英语教师参加了研修班，与专家、同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研修班以专题报告和教学示范的形式探

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演讲课程设计与教学效果等话题，共同探讨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的使

命、教师的发展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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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示范
听说教学示范

四川大学的夏婉璐老师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

教程》为依托，以听说课堂为例，展示了如何引入话题、

探索话题，从而激活学生现有知识，带着兴趣进行学习；

并进一步同与会教师探讨在学生有了兴趣之后，如何来引

导学生批判性地观看视频和表达思想，发现逻辑关系和文

化差异，主动分析评价课文或试听素材，进而上升到对这

个话题的思辨性思考。

江南大学的唐听雨老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听说教

程》为依托，结合教材，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精彩的课堂设

计和教学实践，并和与会教师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新视野

大学英语》提供的素材对学生进行思辨能力的培养。

山东大学的曹庆华老师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

教程》为素材，展示了自己生动活泼、充满魅力的听说课

堂。他在课堂中注重提高学生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以多

种形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思辨能力，如角色扮演、

个人展示、小组讨论、对话等，同时重视及时评价，发现

问题，点明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曹老师认为语言能力

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是相辅相成的，他在课堂设

计中也注重将三种能力结合起来，共同培养。

中国人民大学初萌老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听说教

程》为依托，将自己的听说课堂生动地呈现给所有与会

教师；并结合自身教学实际，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课程

设计、活动组织等方面的宝贵经验，以及对于教师角色

的反思。

读写教学示范
四川大学的胡敏霞老师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

程》为依托，以读写课堂为例，展示了如何激活学生现

有知识，带着兴趣进行学习，并进一步引导学生批判性

地学习，上升到进行思辨性思考，最终用创意写作等形

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江南大学的撒忠清老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

教程》为依托，针对学生写作中缺乏思想性、语言错误

多、条理不清晰等问题，提出需要通过引导式写作等方

法来训练。

东南大学的鲍敏老师和金曙老师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为素材，向与会教师展示了课程设计的理念和

思路。两位老师展示的教学手段环环相扣，通过丰富的多

媒体手段层层深入，启发学生思考，深入挖掘文章内涵，

并通过引导、互动的方式，在难句、词汇、语言块的讲解

中适时导入文化要素，拓展学生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

文化敏感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曹巧珍老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为依托，做了一堂生动的读写示范课。曹老

师将如何设计课堂教学思路，如何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以及如何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等宝贵经验与在场

教师一一作了分享。

高校英语演讲教学示范
为推动新课程建设，促进人才培养，2011年研修班

特别设计了演讲课程交流环节。与会教师结合本校教学实

际和自身发展需求，对于演讲教学的目标与意义、教学方

法、教学效果以及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实际问题进行

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四川大学胡敏霞老师结合本校课程设置与教学情况，

对于演讲教学的目标与意义、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同与会教师进行了探讨。

复旦大学万江波教授提出，演讲是“a skills course”
（by Stephen E. Lucas），是技能训练型课程，而不是知

识传授型课程，同时，也是一门融入了ESL、修辞学以及

传媒学的跨学科课程。谈到演讲教学内容，万教授选用精

彩演讲片段，分析评价了演讲前准备的必要性，说明了不

同场合、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演讲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初萌老师同与会教师深入交流了演讲课

的教学体会，并向大家热情推荐让自己受益匪浅的演讲教

程——《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湖北大学周红兵老师基于自身在英语演讲教学方面的

成功经验，从后续课程的目的、开展英语演讲教学课程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等方面与研修班教师进行了交流与分享。

周老师指出，后续课程的设置旨在突破传统的专业设置界

限，培养优秀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使学生成为“懂英语的

‘人’”，而非“会英语的‘机器人’”。英语演讲课程

的开设，无论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甚至是对国家都

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积极互动，深入探讨
在每一期的教学示范课结束后，与会教师都会就自己

在教学实践以及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与专家和同

行进行坦诚而热烈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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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充分细致的筹划、安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

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研修班于8月1日至2日在杭州

之江饭店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英语专业教师参

加了研修班。本次研修班以“提升思辨能力，培养专业人才”

为主题，邀请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朱刚教授作主旨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金利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张在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李朝晖博士、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刘军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副院长詹成副教授分别就英语专业各类课程的思辨能力培养作

了专题报告。

朱刚教授在题为“英语专业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的主

旨报告中，首先对思辨能力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并对思辨能

力培养的要求进行了概括。朱教授在对英语专业的历史和现状

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分析之后，强调了英语专业改革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指出英语专业应重点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和探索

精神，将思辨能力的培养潜移默化地融入整个英语专业教学过

程当中。朱教授的报告有理有据，对英语专业的过去、现状和

未来进行了阐释，让与会教师对思辨能力的培养有了宏观的理

解和把握。

金利民教授作了题为“口语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的专

题报告。金教授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思辨能力，即分

析、评价、综合、创新的能力，英语专业亦不例外。金教授以

北外口语课程改革为示例，介绍了北外口语改革的总体目标和

改革后的课程设置，分享了口语课程所使用的教学材料，并对

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说明。她独到的

见解、科学翔实的论证、深入浅出的分析也博得了在座教师的

热烈掌声。

张在新教授在其报告“写作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中，

结合其主编的教材《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

维》，对思辨能力在写作教学中的渗透融合作了精彩的讲解与

分析。张教授通过丰富的实例对创新思维和批判思维的训练进

行了详细阐释，他鲜明的观点和丰富的实例活跃了会议气氛，

令与会教师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领略了大家风范，受益匪浅。

李朝晖博士就思辨能力和精读课程的结合作了题为“精

读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的报告。首先，李老师从精读课程的

教学目标、阅读技能的培养等方面阐释了思辨能力在精读课堂

上的重要性。随后，李老师围绕课前、课堂、课后各环节的安

排、设计，对如何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作了具体细致的介绍，

并以《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中的一篇课文为例进行了教学示

范。李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生动切题的示范，令与会教师对

精读课的设计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刘军教授在题为“文学和思辨”的报告中，简要回顾了

国内外语教学的历史，并分析了不同模式院校的不同课程设

置。刘教授指出：英语教育应以英语基本技能为基础，但绝不

能离开思辨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他说，文学文本在教学中

的使用可以提高语言技能，也有利于思辨能力的培养。刘教授

以两篇文学作品为例，详细地展示了如何在文学课堂上培养学

生的分析、思辨能力。刘教授风趣的谈吐、生动的例子和细致

的讲解深深地感染了在座老师，令他们对文学课程的教学有了

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詹成老师通过其“翻译课程教学与思辨能力培养”的报

告，介绍了翻译教学中融入思辨能力理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对传统翻译强调译者的工具性和机器性进行批评的同时，詹

成老师提出，翻译与思辨能力是密不可分的。他通过多个案

例，表明译者在进行翻译时绝不是进行机械的转化，而应不断

地进行思考和辨析，理解源语的内涵意义。最后，詹成老师利

用口译听辨、信息加工、逻辑重组等部分的教学环节示范，演

示和讲解了思辨能力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提出了宝贵实用的

教学建议。他细致投入的讲解、妙趣横生的案例、精彩深入的

示范赢得了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

为了加强交流，互通有无，研修班在每场报告的提问环

节之外，还设置了专家与教师的交流活动。与会教师积极参

与，踊跃发言，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就自己感兴趣的、有疑问

的话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外研社编辑与参会教师代表进行了

座谈，就英语专业改革和教材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教师代表积极参加，畅所欲言，对外研社英语专业教材的专

业、质量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也为将来的课程设

计和教材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提升思辨能力，培养专业人才
——记2011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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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领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深化英语教学改革

研修班特别邀请了教育部高职高专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黛琳教

授作主旨报告。刘教授为参班教师解读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了职业教育要“大力发展”；并指出，在职业教育改革中，英语教学在培养目

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评价和教师发展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培养学生职场

环境下的语言交际能力，提升学生职业综合能力，与专业院系、行业企业合作共建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做一体”的英语教学体系是高职英语教学改革的正

确方向。

明确方向，实现师生共同发展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广东理工职业学院院长方健壮教授从全国高职高专教育

的宏观环境出发，探索英语教学改革的意义与重要性，并为教师如何在改革中实现专

业发展、成为“双师型”优秀教师指明了方向。方院长认为，外语教师应“具有外语

水平、教学组织能力、教育实施能力、较高的人品修养和令人愉快的个性特征。”具

体到高职英语教师，当前的紧迫任务是“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研究高职英语教学

规律，到行业、企业进行实践，丰富行业知识，提高合作与沟通能力，以适应高职英

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教学实践交流

发挥教材优势 注重教学实效

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与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依托《新职业英语》教学资源，在英

语教学改革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两所院校的英语教学负责人路聪歌老师和周东

老师分别针对基础英语教学与行业英语教学同参班教师分享了宝贵经验。

基础英语

路老师深入研究了目前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其中，创新能力、合作沟通和责任

意识等是必备素质。在学校，路老师着力通过课堂活动夯实学生语言基础并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她谈到，《新职业英语》每个单元所提供的语言操练任务构成完整的项

目，为设计课堂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有利于在课堂上创建职场氛围和企业文化，

为学生学业与职业的衔接搭建桥梁。使用《新职业英语》以来，学生的课堂表现有了

令人惊喜的变化：从上课开小差到认真听课并积极参与，从只能蹦出几个单词到表达

完整语句，从机械背诵到懂得眼神与动作的有效交流，从模仿式完成课堂表演到创造

性地完成，从只注重自身到关注他人、追求合作。

行业英语

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后可以学习与行业相关的内容，以掌握与未来职业相

关的语言应用能力。周东老师通过讲述《新职业英语——艺术设计英语》的亲身教学

经历纠正了部分教师对行业英语的错误理解：行业英语不是专业英语，而是搭建基础

与专业的桥梁；如果行业英语教学方法得当，比基础英语教学更容易开展，更容易调

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参班教师切实感受到行业英语教学为高职英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

力，是高职英语教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周老师认为英语教师要有危机

感，不断学习，不断挑战，才能使高职英语教学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专题报告

把握教改契机 提高科研能力

高职英语教学改革不仅为教师的教学提供生机，同时给教师的科研带来契机，但

如何有效地开展科研、确立合适的选题、进行项目申请以及撰写论文、发表成果，是

高职教师最关心的内容。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的两位专家为教师提

供了切实的帮助与指导。

许宏晨副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教师在科研中常苦于找不到研究课题，而新的教

材与教学方法则是一个可供挖掘选题的金库。他以《新职业英语》为例，列举了许多

颇具研究价值的选题，包括高职学生英语学习需求、学习动机、学习策略、综合素质

发展等与学生相关的选题，以及英语教师发展需求研究、双师结构下的高职英语教师

与兼职教师发展、双师素质下的高职英语教师行业知识发展等与教师相关的选题。许

老师所提供的选题精准而富有建设性，并结合这些选题讲解了应用语言学量化研究方

法、统计学、问卷调查法等常用科研方法。

许家金副教授针对教师最疑惑的“发文章、申请项目为何难”以及最想知道的

“期刊杂志一般喜欢什么样的文章；项目评审一般喜欢什么样的项目负责人”等进行

了解答。但无论何种捷径和技巧，许老师郑重提出，多写论文才是王道，并针对“如

何写、如何提升科研方法”从教师个人和科研团队两个角度提出了见解：对于教师个

人，“模仿”是基础，要学习研究他人的优秀论文；对于团队，要“请进来、走出

去”，吸引有研究经验和潜质的教员，邀请专家讲学，鼓励教师参与学术活动。

深化高职英语教学改革  谋求师生共同发展
——记2011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

在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新阶段，高职英语教育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主动适应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才能切实服务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但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推进教学改革、转变教学模式、创新实

践，营造生动的职业英语课堂？如何把握改革契机，实现师生共同提高？为应对新的挑战，解决新的问题，2011年，外

研社举办全国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研修班，为广大教师提供学习交流、共同探索的平台，以切实推动高职高专英语教

学改革与发展。

2011年7月，来自全国的1600多名高职院校英语教师参加了以“深化高职英语教学改革，谋求师生共同发展”为主

题的英语教学研修班。研修班包括主旨报告、教学实践交流、专题报告和专题研讨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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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
外语教师丛书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包括理论指导、科研方法和教学研究三个
子系列。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既有精心挑选的国外引进著作，又有特邀国
内学者编写的专题论述。本套丛书的特色为：突出科学性、可读性和操作性，
做到举重若轻，条理清晰，例证丰富，深入浅出。

理论指导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已经轰轰烈烈地进

行了三十多年，但研究结果在一线教学中

的应用还很有限。那么，外语学习策略究

竟如何运用？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运

用学习策略？

本书作者精心设计了策略培训模式和

素材，教师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可

切实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学习策略，并鼓励

学生将其广泛运用于学习之中，逐渐形成

有策略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本书包括阅读

策略与写作策略两部分。每部分包括九个

策略培训模块，每个模块各侧重于一个具

体策略的培训，并以教案的方式呈现培训

材料与步骤，清晰明确。

本书适用于高校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

业本、专科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近年发展迅速，

硕果累累，但对一些重点问题的研究一直

争论不断。本书针对二语习得领域中的要

点、热点和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面、深

入的分析和评述。全书共有八章，每章均

以不同意见的争辩为组织内容的出发点，

对相左的理论取向和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

进行分析、梳理和评述，最后介绍或者展

望国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

本书以“Readers-fr iendly”为

撰写原则，语言简洁明快，深入浅出，

易读易懂。既可作为二语习得课程的教

材，又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有助于二语

习得领域的初学者了解关键概念和研究

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及时把握

最新的学科动态 。

本书从学习心理学和教学心理学的

视角论述了外语学习与教学的心理过程和

原理。全书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外语学

习心理学”包含三章；第二部分“外语

教学心理学”包含五章。通过本书，读者

能充分了解外语教师“教什么”、“怎样

教”，而且“为什么要这样教”以及“什

么时候要这样教”；不仅注重目标和方

法，而且注重原因和过程，从而增强外语

学科教学的科学性和自觉性。同时对增强

外语教师的自我认知意识、教学反思意识

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既可用作外语专业高年级本科、

研究生的教材，也是很好的外语教师培训

参考资料。

张庆宗 著文秋芳 编著

教学研究系列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
阅读与写作
顾永琦 胡光伟 张军 白蕊 著

科研方法系列

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库的应

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语料库语

言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设计、

程序、步骤等的规范化，许多人或“虽不

能至，心向往之”，或“心虽向往，力有

未逮”，亟需一本简易实用的语料库应用

教程的指导。本书注重操作与应用，便于

学习者边读边做，既可作为教学与培训教

材，又是很好的自学入门读物。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介绍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与

语料库的基本操作；

第二部分: 介绍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外语

学习中的应用；

第三部分: 探讨语料库在外语研究中的应用。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如何正确选择和

运用数据收集方法，是二语及外语研究过

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之一。本书

深入探讨了目前业界所普遍采用的各种数

据采集方法。

作者从分析数据收集方法与二语研究各

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通过举例，

提供不同类型的数据样本，抽丝剥茧，为读

者揭开数据收集方法的神秘面纱。

本书语言简洁易懂；内容丰富翔实、

前沿实用；例证阐释详尽；各章节编排合

理，便于读者使用。既可以作为英语专业

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了解数据收集方法

的教材，也可为研究者提供实用参考。

问卷调查在第二语言研究中应用广

泛，问卷的质量往往决定了研究的质量。

本书针对问卷设计、实施、数据分析等各

个阶段为读者提供了全面指导，以帮助使

用者设计一份有效的问卷。

全书包括五章：第一章探讨了问卷的

性质、优缺点，及问卷在定性、定量研究

中的应用；第二至四章通过大量实例分别

详细介绍了问卷的设计、实施与数据分析

方法；第五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国外研究

实例，展示如何运用书中方法为一个关于

学习动机的研究设计问卷。同时，书后特

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究案例，以帮助国内

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操作性、实用性很强，也有较高

的理论价值。适合外语教育工作者，同时

适合作为研究方法课程参考书，也可作为

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个案研究法是质性研究的重要方法之

一，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本书专门介绍应用语言学领域个案研究法

的使用。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介绍了应用语言

学领域个案研究法的重要性及常见的研究

角度；第二章介绍了个案研究法的定义、

起源、特征及在应用中的优势和缺陷；第

三章通过实例展现了近30年来个案研究

法的研究主题和趋势；第四、五章介绍了

个案研究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包括研究设

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读，以及研究

评价等；第六章介绍了如何撰写个案研究

报告。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

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

的内容。

本书既可作为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

学习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又是应

用语言学研究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行动研究近年来得到日益广泛的关

注。本书介绍了行动研究的概念，对行动研

究的过程逐步进行详细讲解，并辅以丰富的

案例，帮助读者掌握行动研究的方法。

全书共五章，每章均以问题出发，引

导读者回顾已有知识；并在文中穿插思考

问题，引导读者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反思；

通过各种行动研究任务帮助读者及时进行

练习；“课堂声音”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

的行动研究案例；每章小结则对要点加以

归纳。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

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

的内容。

本书以直观和“Readers-friendly”

为撰写原则，深入浅出，简明易懂，适合外

语教育工作者，既可作为外语专业研究生、

高年级本科生研究方法课程的教材，也是很

好的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启动研究法是心理语言学的重要研究

工具之一，于20世纪80年代起被用于第

二语言习得研究。本书全面介绍了启动研

究法的使用、设计和实施，以及在启动研

究中如何进行数据分析和结果报告。

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综述启动研究法

在语言学习与使用的相关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至四章分别介绍三种启动研究法——

听觉启动、语义启动、句法启动研究法；

第五章介绍如何分析启动研究数据和报告

结果。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

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

的内容。

本书既可用作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

学习第二语言研究方法的教材，又可作为

第二语言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
方法
Zoltán Dörnyei & Tatsuya Taguchi 著

应用语言学中的个案研究
方法
Patricia A. Duff 著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启动研究
方法

Anne Burns 著

Kim McDonough
& Pavel Trofimovich 著

语料库应用教程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
方法
Susan Gass & Alison Mackey 著梁茂成 李文中 许家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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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

目前已出版分册：

目前已出版分册：

即将出版分册：

“中国英语教育名家自选集”是国内知名英语教育家从事英语

教育与研究数十载的论文精选，所收录的文章发表于不同时期的国

内外学术期刊，展示了诸位名家在英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脉络，是我

国英语教育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料。

本丛书所收录论文涵盖英语教育各个领域，包括语言政策、英

语教学改革、英语教学法、词典与英语教学、第二语言习得、特殊

用途英语、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文学文化与英语教学、语料库与

英语教学、教师培训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课程设计与材料评估、

英语专业教学、大学英语教学、中小学英语教学、儿童英语教学、

双语教育、在线英语教育、远程英语教学等。

“世界应用语言学名家自选集”收录国际知名语言学家不同时

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的文章，展示了诸位语言学家多年来在应用

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脉络，是应用语言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本丛书所收录论文内容涵盖语言政策、教学法、二语习得、计

算机辅助外语教学、双语教育、教师教育与发展、评估与测试、词

典学、计算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

践、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中国应用语言学》（原《中国英语教学》）是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刊，是

国内唯一一本刊登用英语撰写的有关中国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论文的外语类学术期

刊，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主办。每年四期，16开。

本刊主要栏目包括：英语教学法、二语习得、测试与评估、语音政策、课程设

计与教材评估、跨文化与英语教学、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词典与英语教学、教学实

践创新、翻译教学、语音教学、文学教学、书评与文评等。主要刊登国内高校英语

教育专家和在华外籍英语专家撰写的以上领域的原创性研究论文，反映了我国英语

教育界的最新科研成果，是国内外英语教育研究者及学者的科研交流平台，及国外

同行了解并研究我国英语教学现状的窗口。

本刊已与德国De Gruyter出版公司合作推出《中国应用语言学》国际版，在

世界范围发行。

《中国外语教育》（季刊）是教育部国家重点文科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

究中心创办的外语教育专业学术期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承

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每年四期，16开。

本刊主要栏目包括：外语教育政策及理论研究、外语课程与教学资源研究、外

语教师与教学研究、外语学习者与学习研究、外语测试与评估研究，同时将根据需

要开设教师论坛、教育技术、教学一线、书评等栏目。

本刊以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性与应用性兼容、科学性与社会性并重为办刊宗

旨，鼓励研究者以教师所关注的问题为研究重点，支持一线教师开展具有个性的研

究，是我国外语教育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世界应用语言学名家自选集

中国应用语言学（原《中国英语教学》）

中国ESP研究

朱梅萍

梁茂成

《中国ESP研究》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专用英语学院创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协办的专业学术集刊。每年两期，16开。

本刊主要栏目包括：理论探索、语言研究、课程建设研究、教学法研究、教材

研究、国外学界等，并不定期开设学术争鸣、学界动态、书评等栏目。内容涉及专

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开发与评价研究；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研究；测试研究；教

材研究；网络资源开发与使用研究；教师培养模式与职业发展研究；职业需求分析

研究等。

本刊欢迎具有创新性、学术性和指导性的高水平论文或研究报告，着力推介原

创性理论成果与具有可操作性的教学实践成果，是专门用途英语教育研究者进行学

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中国外语教育

名誉主编

主 编

主 编

王宗炎英语教育自选集

桂诗春英语教育自选集

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

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

刘润清英语教育自选集

戴炜栋英语教育自选集

秦秀白英语教育自选集

张正东英语教育自选集

文秋芳英语教育自选集

刘道义英语教育自选集

钱冠连语言学自选集

顾曰国语言学海外自选集

盖苏珊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上、下)

魏多逊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理查兹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纽南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利奇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韩茹凯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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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阅读网址：
http://www.celea.org.cn

投稿邮箱：
chinesejournalesp@gmail.com

在线阅读网址：
http://www.celea.org.cn

胡文仲 文秋芳  Grahame Bilbow（英）主       编

执行主编

副 主 编

孙有中

文秋芳

韩礼德应用语言学自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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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暨应用外语全文数据库
Communication Mass Media 
Complete （CMMC）

CMMC提供通讯及大众传播媒体相关领域最健全、质量最佳

的研究解决方案。CMMC整合CommSearch与Mass Media Articles 
Index及其他数种与大众传播、大众媒体等研究领域相关的期刊，建

立了一个囊括研究大众传播领域所需的参考资料库，其范围之大与内

容之深入是前所未有的。CMMC内容涵盖传播学相关领域的议题，

收录期刊逾700种，其中380多种为全文收录，209种期刊没有时滞，

243种为全文收录专家评审刊（Peer-Reviewed）。CMMC内容主要

来自美国传播协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数据库

及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之Mass Media Articles Index数据库，其中99%
的全文期刊为ASC未曾收录的。所以，CMMC可以说是新闻学院、

外语学院、教育学院等学院必备的电子文献资料库。 

英语学习者数据库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Reference Center （ELLRC）

 ELLRC是EBSCO公司主要的检索平台之一，主要针对英语为

非母语的读者设计, 其主要用途是供师生查找不同等级的原版英文资

源，帮助学习者循序渐进地提高英文阅读能力。ELLRC同时提供音

频播放功能，增进读者的英语听说模仿能力。主题涉及自然科学、人

文历史、生活技能等各个方面。

ELLRC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包含的1000种基础文稿均已标识蓝思

（Lexile）分级。教师可以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英文阅读能力，挑选

适合该学生学习的文章。学生也可以根据难度，自由选择，循序渐进

地进行英文阅读学习和训练。在ELLRC平台上可以找到各种学科的

英文文章，包括目前学校比较匮乏的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

理等专业的英语阅读材料，可以很好地满足专业英语学习需求。

思辨能力训练数据库
Points of View Reference Center  

Points of View Reference Center 是一个专为学生研发的，旨在

为学生提供一系列针对时事问题的多角度评论文章的数据库。该数

据库收录280个主题，每个主题均提供总览（客观背景/描述）、支

持论点和反对论点。该数据库也有助于引导辩论，发展论据和撰写

形势论文。此外，该数据库还收录有20世纪视频百科全书，为学生

展现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时刻。Points of View 
Reference Center 还提供一些基本原理，学生们可以据此进行实际应

用训练，提升论据和文章的说服力，更好地去理解有争议的问题，同

时提高自身分析问题的能力。针对每一个主题的辩证思考指南可帮助

学生评判事实、观点，同时增进学生阅读和辩证思考的能力。

EBSCO
学术全文数据库

人文学全文数据库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Complete (HIC)

收录逾2,300种人文学期刊, 百分之百收录H. W. 
Wilson的Humanities Abstracts，其收录的期刊出版

时间最早回溯至1925年, 收录全文期刊及专著逾1200
种。此外，该数据库还特别收录了逾130种欧洲语言

全文期刊（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

萄牙语等）。

外语文学全文数据库
Literary Reference Center
（LRC）  

LRC为用户提供与各文学主题或特定时代相关的广

泛信息，包含众多重要的研究评论、文章以及专业的文

学期刊和书籍。该数据库收录了超过 35,000篇剧情简

介、概要和书籍概述，100,000篇文学评论，253,000篇
作者传记，693,000篇书评，78,000篇古典与当代诗选，

19,600篇短篇故事以及超过460种的文学全文期刊。此

外还有超过8,200篇古典小说全文、6,500 篇作者访谈与

1,000幅重要文献图片。

Elton B Stephens Company (简称EBSCO) 成立

于1944年，是全球最大的集成数据库出版商和期刊代理

商，迄今为止，已制作和出版400多个集成数据库，涉及 

260,000 种以上的期刊、杂志，专业包含理、工、农、

医、天、地、生、经济等学科领域，同时为全球 50,000 

多个图书馆提供信息订购服务，在集成数据库领域享有

很高声誉。

2011年，外研社与EBSCO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为全

国高校提供多学科、多语言、高质量学术数据库，全方

位服务高校外语教学与科研。

Teach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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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

语教育研究中心承担着实施我国重大科研项目、培养高层

次研究人才、就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向国家相关决策

机构提供咨询的重任。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与外语教学

与研究出版社于2001年联合设立“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

目，以资助全国各级各类院校开展教学与科研活动，促进

外语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该基金自设立以来，已先后于2003年、2005年、

2007年、2009年完成了四批项目，产生了很多具有较高

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项目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高

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为全国各高校数百位项目主持

人创造了科研创新的机会，促进了项目主持人所在高校的

科研团队建设。

第五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于2009年底启

动，由国家级基金项目经费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提供

的基金经费构成。课题范围涵盖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优秀

外语教育传统研究、大学英语教学研究、英语专业教学研

究、高职高专英语教学研究、大学生英语语言与思维能力

发展研究、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外语测试与评估研

究、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研究、跨文化交际研究、英语

教材评价研究、语料库研究、新课程研究等。目前本批课

题仍在实施过程之中，其中96%的子课题已经通过中期评

审，正在紧张地进行下一步分析研究，将于2012年3月底

结项。

第六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将于2011年底启

动，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从启动实施、数据收集与

分析、中期检查，到报告撰写、结项都由中国外语教育研

究中心的专家进行一对一的全程密切指导，及时解决了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项目主持人和课题成员提供了科

研方法上的引导，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的

发展。

“中国外语教育基金”
项目

2011年，外研社创办的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步入第十

个年头。

回顾这一国内最权威的高校英语演讲赛事九年来的历

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外语界专家学者的关怀指导下，

在广大高校师生的热情参与下，大赛已产生了深远影响，

收获了累累硕果。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这一服务于外语教育、服务于高

校学生的公益事业，凝聚了主办单位、各地大学外语教学

研究会（指委会）、各院校以及指导教师的心血与努力。

正是这种不计回报、无私奉献的精神推动了大赛的蓬勃发

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称颂。

九年来，大赛的影响力遍及全国。每年五月，各省、

市、自治区的大赛组织者集聚北京，献计献策，精心准

备。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大赛覆盖全国30个省、市、自

治区及港、澳、台地区，近千所高校积极参与，千万余名

大学生踊跃参加。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不仅是我国最权威、

最专业的英语演讲赛事，也是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成果的

高端展示平台，其严密的赛程、严谨的赛制和专业的评

判，对展现选手实力、选拔优秀人才、促进教学发展产生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应时代所需，随时代而动，引导大

学生关注人类发展，聚焦社会热点，了解民族文化，开拓

国际视野，搭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实现培养国际化、

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

九年来，大赛通过精心的赛题与赛制设计，体现人

文精神，鼓励自由创新。从第一届大赛的演讲题目“My 
Virtual University”对大学生活的憧憬，到“1+1=2?”挑

战常规的思辨，到“____ Is My Top Concern”关注社会

的深思，大赛一直在影响和引导着大学生开阔眼界，锻炼

思维，培养责任，实践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中所提出的“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

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战

略目标。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立足教学，推动教学，为全国高

校创建了一个展现教学水平和创新理念的平台，也为广

大英语教师交流教学方法、提升专业能力提供了机会。

九年来，在演讲大赛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高校

认识到英语演讲的重要性，纷纷开设英语演讲课程，提

高学生的语言能力与综合素养。大赛获奖选手和指导教

师有机会出国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与活动，也有教师

在演讲教学方面不断探索，师从国际演讲艺术大师学习

深造。每年大赛期间组织的“全国英语演讲教学与研究

学术研讨会”和“高校英语演讲教学交流座谈会”等活

动，已成为国内外专家与学者交流的平台，热爱演讲的

教师在这里分享心得，交流经验，共同推动英语演讲教

学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

在新的教育发展形势下，在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发展到

新的阶段之时，外研社审时度势，力担重任，自2010年起

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学校英

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联合举办“外研社杯”全国英语

演讲大赛。在各地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指委会）的支持

下，大赛沿承优良传统，继续开拓创新，再次将全国英语

演讲大赛推向新的高潮。

走过辉煌的九年，展望未来的精彩。在这意义非凡的

第十年，我们与您共同回顾一路走来的付出与收获，并期

待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与您携手共绘新的篇章！

大赛十年，与梦想同行

Teacher Development

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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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间，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经历了初始、发展、创新的历程。回顾过去的比赛，演讲大赛汇
聚多方智慧与支持，贯彻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的教育方针，在推动高校英语教学、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师职业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讲，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已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项事业。今天，我们从选手的赛题和成绩两方面来
梳理这项事业，感受它如何“随时代而动”，“体现国际视野”，“展现中国精神”。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历届回顾

定题演讲题目

荣誉榜

2002

2002
My Virtual University

2005

2005
The Greatest Invention in My Eyes

2008

2008
1+1=2?

2003

2003 
The Future Is Now

20062006
Unity and Diversity

2009

2009
Cultural Smart or Science 
Intelligence?

2004

2004
Man and the Internet

2007

2007
Global Citizenship Begins at Home

2010

2010
______ Is My Top Concern

冠军：
卜　洋	 中国传媒大学

亚军：
孙　峥	 北京大学
李佳玉	 江西师范大学

季军：
郑晓菊	 安徽大学
胡　芳	 中国人民大学
王　媛	 南京大学

冠军： 
余　皪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军： 
陶　然	 长沙理工大学
阿地里江·阿布都克力木
	 新疆大学

季军： 
刘若星	 上海交通大学
吴晨迪	 中南民族大学
王琛烨	 厦门大学

冠军： 
施宇鹏	 复旦大学

亚军： 
张瑞婷	 西南交通大学
柴逸飞	 北京科技大学

季军： 
杨啸寒	 武汉大学
俞宏晋	 电子科技大学
徐　楚	 上海交通大学

冠军： 
原　牧	 天津财经大学

亚军： 
毛成轶	 华东理工大学
金德锋	 贵阳中医学院

季军： 
阳柳青	 湘潭大学
李　薇	 天津商学院
王向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冠军： 
陈　东	 武汉大学

亚军： 
闫　术	 中南大学
王怡婕	 北京工业大学

季军： 
刘亦然	 北京大学
王　婷	 西安外国语大学
沈　斐	 清华大学

冠军： 
单理扬	 北京外国语大学

亚军： 
赵新侃	 北京大学
王　欢	 湖南大学

季军： 
韩沛均	 天津大学
邹　韵	 北京工业大学
杨　梓	 江西财经大学

冠军： 
艾黎莎	 江西师范大学

亚军： 
李　勤	 西南财经大学
夏　鹏	 南京大学

季军：
梁慧齐	 澳门理工学院
卡斯木江·阿不都热依木	
	 新疆大学
冷　宁	 中国人民大学

冠军： 
王恋斯	 湖南大学

亚军： 
戴月蓉	 中国传媒大学
吴　玥	 浙江工业大学

季军： 
林晓岸	 天津外国语大学
董　博	 中国人民大学
袁勇翔	 中南大学

冠军： 
庞　慧	 华东理工大学

亚军： 
胡				骏	 厦门大学
袁宇泽	 浙江大学

季军：
向				杨	 四川大学
高				天	 西北大学
曹雪春	 江汉大学

English Contests

赛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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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决赛精彩回顾 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有严密的赛制和多样的赛

题。特别是进入全国决赛后，四个阶段的赛题形式丰富，视角独特，
为选手创造了直抒胸臆、挑战观点、碰撞思想、展示个性的平台。

为给备战2011年大赛的选手和指导教师提供参考，我们特别对
2010年大赛决赛的赛制和赛题进行了回顾。希望参赛选手和教师有
所收获，祝愿选手和教师取得佳绩！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四
阶段

1.	 定题演讲（3分钟）	

2.	 回答两个问题（各1分钟）

1.	 即兴演讲

	 （3分钟）

2.	 回答两个问题

	 （各1分钟）

3.	 综合知识速答

	 （共4道小题，涉及

常识、时事、语言知

识、历史文化等）

18位选手分为6组，每组3人，使用同一道题目进行演讲。

1.	 即兴演讲（2分钟）

2.	 回答问题（1分钟）

3.	 拓展演讲（1分钟）

4.	 综合知识抢答（每组5道题，3人抢答）

	 Commentators对选手表现进行点评

1.	 即兴演讲（6位选手各代表一处中国地标式建筑，阐

释其应作为中国国家宣传片的形象代表，3分钟）

2.	 辩论（与Debating	Panel进行辩论，3分钟）

3.	 辩论演讲（2分钟）

4.	 总结发言（1分钟）

6人中分数居于前4位者进入最后冠军争夺

In July 2010,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ided to shoot 
a national publicity film, consisting of two parts: a 15-minute feature and a 30-second commercial. 
The film will provide a panorama of China’s picturesque landscape,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markable 
accomplishments and aims to present the world with the Spirit of China. 

People have different ideas of which sit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film. Our six contestants have 
nominated a particular site which they believe is indispensible to the film. They will present their 
choice, defend their decision and persuade the judges to back them. The chosen sites are Birld’s 
Nest, Confucius Temple, Great Wall, Temple of Heaven, Three Gorges Dam, and Yellow River. 
Suppose only one proposal could be adopted by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Which one 
should it be? 

1. How would you introduce the song, “Jasmine Flowers”, 
to foreigners?

2. 2012 is a Hollywood disaster film. In the film, an ancient 
prophecy comes true. Doomsday has come: the earth 
shakes, the oceans erupt, mountains collapse and 
people die. Arks are built and in the end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people survive. 

 After the disaster of 2012,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human survivors?

［即兴演讲］Time magazine’s announcement that “the Chinese Worker” was one of the four 
runners-up for its Person of the Year award surprised many people.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workers 
who have left their homes, and often their families, to find work in the factories of China’s booming 
coastal cities,” the magazine explaine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nd to the recovery of the global economy.” However, while people talk about the immens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se workers, few realize that they are still the lowest paid group in society 
despite having to do many of the toughest job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综合知识速答］It is a Geneva-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est known for its annual meeting in 
Davos (达沃斯). Its motto is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global public interest”.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A.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B. The Bo’ao Forum   C. The Group of Twenty (G20)

_____ Is My Top Concern

赛制

赛制

赛制

赛制

赛题
选摘

赛题

赛题
选摘

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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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Speaking Un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Cultural Stud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沟通思想，领略文化
——选手与指导教师海外交流

George Mason Institute of Forensics Asian Debate Institute

大赛冠、亚军奖项

时间：2011年7月10日—7月24日

地点：美国 乔治·梅森大学

大赛冠、亚军指导教师奖项

时间：2011年8月7日—8月13日

地点：英国 牛津大学

大赛季军奖项

时间：2011年8月8日—8月18日

地点：韩国 中央大学

大赛一等奖选手、指导教师奖项

时间：2011年3月27日—4月2日

地点：新加坡、马来西亚

“在辩论场上，最优秀的Speaker不一定是好的

Debater，但最好的Debater必定是个优秀的Speaker。
辩论是激烈交锋状态下的演讲，辩手如果具有好的

演讲功底，会让辩论更具观赏性。ADI的口号是：

‘Making the world awesome one debate at a time’。

而我，作为经历过辩论洗礼的演讲者，还要补充一句：

‘Making yourself awesome one speech at a time!’”

2010年大赛季军 向杨

“GMIF连续几天有关于演讲写作的小型论坛，每天内容各异，但强调的重点

都是演讲最重要的是‘Talk WITH Your Audience’，而不是‘Talk TO Them’。

如果让观众觉得是在很自然地和他们说一个故事，而不是曲高和寡地宣扬一个道

理，那这篇演讲就成功了。”

2010年大赛亚军 胡骏

"Attending the 2011 ESU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at Oxford 
University provided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hrough its lectures and activities 
to expand my cultural acuity concerning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t also 
allowed me to forge long-lasting friendships with its speakers and delegates that 
will enable me to create new memories through our continued correspondence 
and reunions. "

2010年大赛亚军指导教师
Michael Oviedo

“辅导我们的一个老师Tracy在送我的离别卡片上写到：

‘Never forget the power of your words!’ 通过这次的美国

之行，我感受到了演讲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改变力。”

2010年大赛冠军 庞慧

English Con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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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为大学英语个性化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有力

支撑，为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实现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目标

创造了多样化手段。在网络信息技术普及和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下，

先进的教学管理系统、全面的资源共享空间和优质的教学服务平台正在教学中发挥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引领教育发展趋势。

近年来，外研社与国内外教育机构和专家合作，系统开发了多项服务高校英语教学

的数字产品，取得了良好的反馈。iTEST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和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

统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全方位和个性化的服务，全新上线的英语专业教学管理平台为

英语专业教学提供了针对性、综合性的支持。

本期《外研之声》特别从众多使用外研社数字教学系统的院校反馈中选摘数篇，从

使用者的角度展现其优势与特色。

试题资源丰富: 提供了四级试题库、六级试题库、硕士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模

拟试题库、分级测试题库等，这些丰富的测试资源可供日常测试、期中、期末测

试出题使用。同时，音视频资源主题多样，语速适中，适合学生使用，能够有效

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

全真模拟四级网考流程：学生模考界面同真实考试界面十分相似，可以帮助

学生熟悉机考操作和考试流程。

测试任务综合性强：把听力、跟读、语法和写作考核融为一体，从而更有效地

考核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网络信息化手段管理考试：如期中期末考试、分级测试等，该系统节省了一次

大规模考试动用许多老师监考及批改试卷的时间，并且提高了批改试卷的信度。

客观题即时评分，反馈及时：客观试题测试后即向学生报道得分，便于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辅导。

成绩统计分析科学详细：可通过后台查阅学生成绩及答题情况，成绩统计分

析模块不仅可以看出总体分数分布状况，而且具体到某一道题，从而更好地帮助师

生对测试进行反馈。

教研结合：提供专业的测试统计分析，为老师提供教学诊断和测试研究所需的

参考数据。

训练学生综合能力 全面助力教学评估
——iTEST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使用反馈

iTEST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是一个为高校提供英语试题库资源和在线评测服务的综合测试管理平台。iTEST为
学校提供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BEC商务英语考试等高质量模拟题库和基础训练题库，

支持学生进行词汇、语法等基础训练、听说读写译专项能力训练和自主模考训练，为老师提供自动组卷、阅卷、专业成

绩分析统计等个性化教学管理功能，全面助力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与评估。

教师反馈

学生反馈

基础能力训练：可以进行相关语言基础如英语词

汇、语法等的学习和训练。

自主学习：是自主学习教程十分必要的补充，可根

据个人情况进行自主练习，能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从

而更有针对性地练习，真正达到自主学习的效果。

专项能力训练：可根据自己的弱项，有针对性地选

择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等专项训练模块训练自己的专项能

力。

四六级笔试模拟及网考模拟：可熟悉题型和四级考

试的各个环节，有效地了解自己的水平，预测英语四级

考试表现。

综上所述，iTEST系统提供的试题科学性强，系统

使用灵活、方便、快捷，对大学英语教与学以及教师科

研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辅助和推动作用。

机考相对传统纸笔考试有着多方面的优势，“iTEST

大学英语测试与训练系统”的使用，使这些优势得以最好

的体现。

从试卷角度来看，在线测试比纸质试卷便于携带，节

约纸张，可重复利用，不易损毁；电子试卷更好管理，不

会出现漏印错印等情况，一旦某个试题有修改，可以通过

服务器终端修改而全部试卷得以改正，因此在试卷管理上

更加有效。

从施测角度来看，机考在多媒体文件的播放和控制

上较传统纸笔考试更有优势。传统纸考时播放听力常常是

监考老师在班上统一播放，很多时候由于播放设备质量、

学生座位离播放设备的远近而在听音效果上打了折扣，坐

得近的嫌声太吵，坐得远的嫌听不到。但是机考每人一个

耳麦，立体声，声音大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调节。同时，

iTEST机考可实现实时监控，了解考生做题进度；iTEST 

可实现机器阅卷，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同时较手工阅卷，

稳定性和准确度更高；相邻考生的AB卷设计，可以有效

地杜绝作弊现象。

从测试任务来看，iTEST还提供视听测试材料，使纸笔

考试不可能采用的题型成为可能，因此使听力考试任务更具

真实性；同时，使测试任务变得更加综合，把听力、跟读、

语法和写作考核融为一体，从而更有效地考核学生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这都是传统纸笔考试难以企及的。 从考生角

度来看，机考作文优势非常明显，传统纸笔考试一旦写错想

改就会留下痕迹，影响卷面整洁，在线测试可以自由地修

改、添加；以打字代替传统的写字，从打字的一般速度来

讲，打字比手写要快很多，由此提高了写作效率。 

从测试后反馈来看，机考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

性。传统纸笔考试后，老师很难统计某一道题有多少人

做错，每一道题的得失分分布，但是iTEST完全胜任这一

难题，提供成绩统计分析。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总体分数

的分布状况，而且具体到某一道题，从而更好地帮助师

生对测试进行反馈，教学相长。

石家庄学院使用反馈

北京师范大学使用反馈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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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一名大学英语教师，出于对

网络的热爱及对新技术的兴趣，最早在2007年就开始使用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

执教20余年中，我发现随着国家的开放以及伴随而来

的语言学习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学生的英语听力、会话和

阅读能力均有大幅度的提高，而写作能力虽然比20年前有

提高，但是提高的幅度不如其他能力大。今天的大学英语

课堂在注重听说读的同时显然没有大量的时间可以用于写

作能力的培养，如何才能培养学生对英语写作的兴趣进而

提高他们的英语写作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师面临的难题，我

始终认为大量的练习及点评是提高学英语言写作能力的重

要保障。

当我苦于没有时间批改学生作文之际，我找到了英语作

文智能评阅系统，它使我每星期布置学生写一篇作文的设想

得以实现，不仅如此，系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使学生认识到

自己能力的不足及提高的目标。很多学生就此对英语写作产

生了兴趣，常常期待下一篇作文，甚至不是我班里的学生也

会搜索我布置的作文题并提交作文。 

五年来，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在技术上不断更新，

准确性越来越高，使用界面友好便捷，教师可以设置对学

生的要求，比如：文章字数、词汇的使用、平均成绩和

提交时间；学生可以使用不同方式寻找教师布置的作文，

如老师提供的序列号或查学校名以及老师姓名。使用了英

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教师可以经常布置写作练习，并定

期讲解作文中学生的典型错误。我的一些学生在使用系统

时，经历了从惧怕写英语作文，到对英语作文产生兴趣进

而爱上写英语作文的过程，有学生下课后对我说，“我找

到了写英语作文的快乐！”而多数学生不再怕写作文，学

生的英语写作能力大大提高，这不仅反应在量上（作文字

数），也反应在质上。我布置的作文字数从150词到后来

的250词，多数学生的作文都超过250词。学生作文的成

绩也有大幅提高，从最初的平均10分到后来的平均12-13
分，可以看出他们英语写作能力的提高。

我将在我的教学中继续使用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

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教学服务。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http://writing.heep.cn）是

一套计算机自动评阅作文的教学服务产品。该系统稳定可

靠，与人工评阅作文相比速度快、评价客观，可以克服大规

模人工评阅作文带来的诸多问题，快速有效地进行评阅并给

予反馈，使学生多练多写，老师省时省力。经过三年多、数

十次大规模试用，每次试用都经过人工鉴测，确认能评出学

生的实际写作水平，准确率高达95%以上。

英语主观题大规模自动评分是目前英语教学研究热点

之一。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的突出性能引领了这一教学发

展趋势，为解决学生英语作文评阅的各种难题提供了有效方

案，受到了使用院校的一致好评与肯定。

客观、个性、稳定、高效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使用反馈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在我校已经使用了两年多，我

校大学英语教师已使用该系统累计布置作文900篇左右，

85%的老师已经把该评分系统作为一个辅助英语写作教学

强有力的工具。特别是在学生参加四、六级考试的那个学

期，老师布置写作练习的频率显著增加，满足了学生要求

增加写作锻炼的要求。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大大减轻了老师

负担的同时，帮助学生多练多写，促进了学生写作质量的

提高，成为教师和学生写作的好帮手。以下是两年来笔者

和老师们使用作文智能评阅系统的体会：

 一、高效性、自主性
作文的评分与批改既费时又费力，给教师增加了无

比沉重的负担。现在大学英语教师人均大约120位学生

左右，认真地批改一篇作文耗时4分钟左右，这样仅仅评

阅一篇作文，教师要花8小时，其投入与产出显然不成正

比。教师非常害怕布置作文，对写作的批改更是有心无

力，使学生在写作方面训练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写”成

为学生英语技能中最薄弱的环节，而且影响到其他英语技

能的提高。而作文智能评阅系统把教师从繁重的作文评分

与批改任务中彻底解放出来，把作文评分与批改交给电脑

自动完成。教师所需要做的就是安排好写作的频率以及如

何更好地将作文智能评阅系统融入到教学体系中。

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使用后，教师布置作文练习的量显

著增加，每学期有6-7篇，甚至10多篇。这样学生练习写

作的机会大大增加，写作能力也随之提高，学生的写作兴

趣也被激发。在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下，学生可以浏览其他

老师的作文题目，在无风险的情况下，根据兴趣爱好安排

写作练习，朝着个性化写作、自主式写作方向发展。 

二、客观性、可靠性
人工阅卷由于受到阅卷人生理、心理等人为因素影

响，评分容易出现偏差，使作文分数的信度大大地降低。

而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不会疲劳、厌烦，并且不带有任何错

误的信念或偏见，严格按照评分标准对每一篇作文进行评

阅，保证评分的公平性、客观性和一致性。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下的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其准

确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在两年多的使用过程中，笔者训练学生先自我判断，

如有疑问，提交给教师人工复核。至今很少发现与教师再

次评分相差2分以上（15分制），准确性非常高。每次在

课堂讲评作文时，根据系统评分结果，在13、10、7分各

个档次随机挑选1-2篇作文进行讲评，发现各个档次评分

准确性非常高，与教师人工评分几乎一致。 

三、反馈及时
人工阅卷由于费时又费力，导致反馈严重滞后，经常

出现教师开学初布置作文，直到期中才讲评作文，直接影

响到反馈的效果。作文智能评阅系统以互联网为媒介，实

现信息的实时传递。该系统除了自动评分外，还从语法、

词汇、语体、内容等方面提供多方面的反馈，为进一步提

高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当然系统反馈存在着不具体等不

足，但与教师和同伴反馈相结合，会达到最佳的效果。笔

者将系统反馈、同伴反馈以及课堂讲评相结合的反馈模式

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写作教学实验，发现效果非常好，学生

反映对他们提高写作能力很有帮助。

 鉴于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具有如此多的优点，在低风

险英语写作教学中值得大规模推广，作为提供反馈的工

具，辅助学生不断进行写作练习，提高写作能力。笔者非

常同意黄深源教授关于英语写作的观点：“归根到底，

好的文章不是‘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而是

‘写’出来的。”搞好英语写作教学的关键在于“写”。

写作课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学生写，保持写作的频率，培养

学生对写作的兴趣。作文智能评阅系统能够帮助教师很轻

松地完成上述任务。

当然，把作文智能评阅系统引入传统课堂中，教师不

能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工具来使用，只关注应用的结

果，更应该创造性地将其融入到教与学的体系中，以优化

教学效果，在关注结果的同时更关注过程和过程参与者，

这需要每一位教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更新教学理

念、认识、方法和行为等。

浙江工商大学使用反馈

浙江大学使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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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课程内容多样、辅助教学  

提供与外研社各类英语专业教材配套的网

络课程，如《现代大学英语》系列等；此

外，还包括针对专业教学和学科发展需要

特别设计的专项技能课程网络平台，如翻

译平台和写作平台等。

➡ 学习资源注重互动、培养自学  

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特点，提供教材

mp3、扩展阅读、练习答案、参考译文等

学习资料，可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并提高其自主学习意识。

➡ 教学资源设计科学、内容丰富  

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以有效减轻教师的备课负担和教学压力，其中包括教

学课件、备课资料、示范课堂、教师用书等内容，有利于提高教学效

率，改善教学效果。

➡ 教学管理功能齐全、使用便捷  

融成员管理、作业管理、资源管理和测试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教学管理

功能，可以辅助教师更有效地实现对学生自主学习的监督和指导。

➡ 呈现方式亲切友好、便于交流  

平台采用社区型设计，更方便师生之间实现畅通的即时互动和交流；界

面设计时尚、活泼，更符合高校学生的年龄特点和使用需要。

  外研社 • 英语专业综合教学平台针对高校英语专业的教学需求设计而成，是一个集网络课程、教

学资源、教学管理和资讯发布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具备辅助教师课堂教学、学生自主学习、教学管

理/交流、在线测试/评价等多种功能。平台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外研社

英语专业综合教学平台
http://enmajor.heep.cn

本平台已于2011年暑期上线，并将根据英语专业教与学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断完善，敬请关注！

网 络 课 程 / 平 台

教材配套课程：
现代大学英语　听力1-4级

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第二版）1-4级

…

教学平台：
翻译平台      写作平台

…

学  习  资  源

教材mp3  扩展阅读  

练习答案  参考译文

教  学  资  源

教学课件              

备课资料 

示范课堂         

教师用书

教  学  管  理

教学评估管理    在线作业管理  

在线测试管理    学习情况查询  

教学通知管理    教学日程管理

班级成员管理    教学资源管理

测  试  中  心

出题组卷  自建题库  

在线考试  自动阅卷评分

社  区  交  流

个人中心 我的好友　

教学圈子 通知 留言　

日志 相册 书架

信  息  发  布

教学资讯

教学前沿

图书介绍

精品推荐

外研社英语专业

综合教学平台 ➡

➡➡

➡

➡➡

➡

英 语 专 业 综 合 教 学 平 台
结 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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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演讲系列图书”为配合高等院校英语演讲教学及备战各类英

语演讲比赛而推出，由英语演讲界知名专家编写，涵盖从理论到实训各

方面内容，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针对性。

外研社·英语演讲系列图书

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主办，

并邀请两大权威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教育部高

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合办。在决赛的舞台上，来自全国30个省、

市、自治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9名选手展现了他们的语言水平、思维能力、

知识视野与综合素质。

本书精选大赛内容，再现大赛盛况，主要包括以下部分：

*	决赛第一阶段：

	 定题演讲精选30篇，并邀请知名英语演讲教学专家宿玉荣、万江波、Roger	

Olesen进行点评

*	决赛第二阶段：

	 即兴演讲精选30篇，并邀请知名英语演讲教学专家任文、田朝霞、Sue	Kay

进行点评

*	配套光盘：

	 精彩展现2010“‘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决赛四个阶段的实况

*	大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参赛感言

全书内容丰富，既适合英语演讲爱好者学习欣赏，也适合英语演讲教学使

用，更是英语演讲赛事备战的必备参考用书。

新发展英语
Fresh Start English
总主编：晨梅梅    顾 问：王守仁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

A Modern English Course
主编：楼光庆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第二版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710分“快速突破”系列
总主编：方振宇

Choice Books

精品推介

严格按照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及试点考

试样卷编写，在题型设置上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新题型完

全一致，体现了新题型测试的难度及特点。

“快速突破”四级系列包括《模拟试题》、《核心词汇》、

《阅读》、《听力》、《综合测试》、《写作》、《真题精讲与

预测》以及《预测试卷》共八个分册，详细解读了大学英语四级

考试最新题型，并分析了解题步骤及方法。该系列自出版以来，

深受广大师生喜爱，销量稳居同类图书前列，并且紧跟考试最新

变化进行修订，反映了四级考试最新动态和趋势。

“快速突破”六级系列包括《模拟试题》、《听力》、

《阅读》、《综合测试》、《预测试卷》以及《真题精讲与预

测》共六个分册，全面讲解解题方法、分析解题思路，并进行

实战演练。该系列图书根据考试最新变化进行修订，反映六级

考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有助于考生更好地备考六级考试，实

现考前快速突破。

本书由国际演讲领域的知名学者斯蒂文·E.	卢卡斯

教授专门针对中国英语演讲学习者“量身定制”：

在保留原书最新第十版精华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学

习者的特点及文化背景，进行精选与改编，使其更

具实用性与适用性。

作者：Stephen	E.	Lucas

定价：

43.90元

(含CD-ROM光盘一张)

定价：

49.90元

(含DVD光盘三张)

*	 系统介绍英语演讲的基本原则、方法以及各类型

演讲的技巧，融理论讲解、技能指导与实例评析

于一体，结构清晰，语言生动

*	 内容编排与练习设计充分考虑国内英语演讲教学

需要，便于操作；选材与例证贴近中国学习者的

知识结构与文化背景，易于理解

*	 新增竞技性演讲章节，评析国内演讲大赛实例，

指点参赛演讲技巧。同时补充更多演讲名篇与学

生演讲，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与分析

*	 为提高教学效果，本书提供CD-ROM光盘一

张，包含与书中各部分内容相关的示范演讲录像

和辅助学习资源

（第十版） 中国版

《新发展英语》是一套专门为高等继续教育非英语专业

学生专升本、高升本而编写的教材。本套教材针对高等继续

教育的特点和应用型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巩固学生已有

基础知识的同时，有效提高和拓展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本套教材共四级，每级包括主教材《综合教程》和配套

辅助教材《学习指南》。

《现代英语教程》是一套专门为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学生

编写的英语教材，在多年的使用中获得了各方面的认可和好

评。为适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编者对教程进行了

修订。

本套教材共六级，每级包括主教材和《教学指导与练

习》，另有一册《英语语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