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 子 教 案

教 师 用 书

参 考 答 案

课 文 录 音

“ 教 学 之 星 ”
 大 赛 优 秀 视 频

精选历年“教学之星”大赛冠军微

课作品、现场教学视频及教学设计

方案，作为备课补充资源，为教学

设计提供借鉴，以交流促发展。

“外研虚拟教研室”是面向全国高等院

校外语教师的在线集体备课与教学交流平

台，旨在帮助广大一线外语教师解决教学备

课难题，突破院校和地域的制约，共享集体

智慧，共建集体资源，共促备课与教学实践，

为智慧课堂的构建群策群力。自 2017 年开展

第一次线上备课活动，截至目前，“外研虚

拟教研室”已开展十余期大学英语及英语类

专业多种课型的教研活动，来自全国不同类

别院校的数千名教师通过在线收听及在线互

动等方式集体备课、集思广益、交流互促。

外研虚拟教研室

干货梳理
助力教学

同行分享
互助互促

骨干教师
说课交流

大咖专家
在线指导

突破时空
集体备课

添加“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微信号
（微信号：heep2016）为好友，获取
最新“外研虚拟教研室”活动资讯

高等英语教学网
http://heep.unipus.cn/support 教材支持中心

全面优质资源  助力高效备课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系列教材交互式课件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系列教材全新配套交互式课件以电子书的形式原版原式呈现纸质教材内容，

并补充丰富的辅助教学资源，配置功能强大的实用工具，使教学演示直观、便捷，实现了真正的所见即所教，

为教师开启全新的教学体验。

一键呈现练习答

案，帮助教师提

高教学效率。

重视语言基础知

识讲解，提供单

词注释、长难句

解析、技巧策略讲

解、课文译文等，

内容全面丰富。

通过按钮或鼠标滚

轮按需放大、缩小

页面，操作灵活，

便于课堂授课。
可在任意位置添加超链

接，补充包括Word文档、

PDF 文件、音视频等在

内的不同形式的资源。

可在任意位置添加

笔记本，补充文字，

进行批注或注释。

额外补充音视频及相关练习、背景知识介绍、

结构分析等内容，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

体验。

教学课件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1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系列教材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针对国

家、社会、个人对于英语课程的新需求，全新设计、全新编写而成。系列教材包括《读写教

程》、《视听说教程》、《综合训练》、《泛读教程》和《长篇阅读》。本教材吸收先进外语

教学理念，融合优质国际教育资源，选取富有时代气息、体现国际视野的教学材料，经过科学

严谨的设计编排，构建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创新型、立体化教学体系，为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

提供丰富资源和有力保障。

教学理念先进多元 教材编写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突出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通过灵

活的练习和丰富的策略讲解，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

学活动；教材倡导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鼓励

个性化学习。

教学内容鲜活丰富 选篇话题新颖、内涵丰富，集思想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注重观点的碰

撞与互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BBC原版音视频展现世界各国风土

人情和真实的语言交际场景，有利于学生学习地道表达，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练习设计科学创新 练习形式灵活多样，任务注重真实性，与学生的大学生活及未来发展

密切相关；活动设计突出思维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多元视角，以及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练习编排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有效提高学生

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教学资源立体多元 教材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由课本、光盘、数字课程、移动学习

资源构建的创新型教学体系；数字化互动教学平台为师生提供立体化

的教学环境和便捷的教学管理功能，完备的助教资源为教师的教学与

科研提供全方位支持。

项目负责：谢    芸    荀晓鸣    孙    琳        责任编辑：孙    琳    荀晓鸣        装帧设计：郭    子

总主编：郑树棠

视听说教程
VIEWING, LISTENING & SPEAKING

第 三 版
T H I R 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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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9.90元
（含DVD-ROM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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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英语类
精品
推荐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P14

新应用大学英语

4
4

职
场
篇 

COLLEGE ENGLISH
PPLIED

新应用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PPLIED

CO
LLEG

E EN
G

LISH
PPLIED

新
应
用
大
学
英
语

职
场
篇

总主编    

张克建

主    编    

李道顺   

夏    芬

项目负责：陈新    责任编辑：冷文箴    执行编辑：邢悦    李胜男    封面设计：郭子    版式设计：涂俐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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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陈新    责任编辑：杨芳莉    执行编辑：黄骥    封面设计：郭子    版式设计：涂俐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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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陈新    责任编辑：冷文箴    陈新    封面设计：郭子    版式设计：涂俐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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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负责：陈新    责任编辑：冷文箴    陈新    执行编辑：黄骥    封面设计：郭子    版式设计：涂俐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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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英语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
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博
雅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发、设计与编写的一套新

型大学英语学科基础通识教程。本系列教程理念取法“博雅”之意，立足“学科英语”，

作为各学科领域 ESP 阶段的入门级教程，与大学英语基础阶段教学相衔接，以英语语言

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以人类文明、科学、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有内容、有深度的知

识信息传递，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思辨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语言能力。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由心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西方文明等若干学科

分册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学科性

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视角，注重学科的专业性及条理性，以提升学生的学

科素养。

通识性

选材多源于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介绍学科概况、著名学者及著作、学术研究等学

术通识知识。理论介绍力求通俗简要，旨在拓展知识视野。

思辨性

介绍学科知识的同时，不囿于某一学科思维的局限，取法庄子“得鱼忘筌”之旨，

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探索，让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而独立的思辨。

趣味性

注重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避免过于学术化的专业术语和艰涩的理论讲授。

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定价：4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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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  技能类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

P46

P47

大学英语
文化口语教程

P37 大学英语
文化翻译教程

P42

P32

精品
推荐学术英语类

国际人才类

文化类

学术英语  学科类P45

跨文化交际：
中英文化对比

P35英语畅谈
中国文化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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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系列P49

专业英语类

商务英语
INTELLIGENT BUSINESS

Advancing in a Career

职场进阶

商
务
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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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易    封面设计：高  蕾    版式设计：涂  俐   袁  凌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精选国际畅销教材Intelligent Business中的优秀内容，精心补充

和设计符合中国商务英语学习者特点和实际水平的材料和活动，设置“商务学习（Learn 

Business）”和“商务实践（Do Business）”两大模块，引导学习者“学”“用”相长，

锤炼商务语言，积累商务知识，践行商务技巧，提升职场素养，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提升职场竞争力。

锤炼商务语言: 出自权威期刊《经济学人》的阅读篇章以及体现真实情境和多元语音的视听

材料，合力为学习者营造地道鲜活的语言体验。精心设计的语言活用训练帮

助学习者习得正确规范的商务术语和得体地道的职场沟通表达。

积累商务知识: 根据学习者知识背景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炼重要的商务知识点进行简明讲

解，同时强调在完成其他任务时对于商务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应用。

践行商务技巧: 任务设计真实灵活，有效引导学习者综合运用语言表达能力、商务知识以及

商务沟通技巧，提高商务实操能力，应对商务实战。

提升职场素养: 讲练结合，帮助学习者熟悉职场规范，养成职业操守，培养沟通合作意识和

分析决策能力，提升职场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

满足测试需求: 在培养商务综合素养的同时考虑学习者备考需求，在阅读文章的长度、难度

以及各部分题型设计上均一定程度地参考BEC高级考试，同时提供模拟试

题，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应对考试。

商务英语
INTELLIGENT BUSINESS

定价：4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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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DVD-ROM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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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P59

核心词汇 / 听力

通用英语课程

夯实语言基础，提升人文素养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P02

读写教程

视听说教程

听说教程

综合训练

长篇阅读	

泛读教程

快速阅读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发展篇）  P08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综合训练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  P14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文化阅读教程

长篇阅读

综合训练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P18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长篇阅读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P20

新应用大学英语  P22

新视界大学英语  P24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综合训练

长篇阅读

E 英语教程（艺体类大学英语）  P26

E 英语教程 综合训练

技能提升

 口语类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P37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P37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P37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P38

	生活英语听说	 P38

 写作类

	新一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P39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P39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P40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P40

 翻译类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P42

 语法类

	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P44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英语考试与学习

英语专业四级历年语法考点宝典  P61

考研英语全真考场秘笈  P61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官方指南 /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 / 国才考试模拟题集

“经典710 分”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  P59

模拟试题 / 词汇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全真题解  P59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单项备考  P60

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宝典 /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	大学英语学术讲座听力教程 /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真题全解＋标准预测  P59

“国才考试”系列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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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文
化

 文化类  P34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跨文化交际：中英文化对比

	英语畅谈中国文化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跨文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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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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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口语类  P37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英语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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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跨文化口语教程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写作类  P39
	新一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

 演讲辩论类  P40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翻译类  P42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听力类  P42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大学英语学术讲座听力教程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大学英语泛听

专
业
英
语

 商务英语  P49
	商务英语：初入职场	 商务英语写作（修订版）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英语入门（修订版）	 跨文化商务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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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专门用途英语  P52

大学专业英语系列

医学主题英语——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军事英语听说教程（修订版）

后续课程

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多元能力

建设优质教学资源，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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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
传承时代经典  凝聚创新智慧

《新视野大学英语》自2001年出版以来，广受师生好评。新的时代，新的使命。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进一步深

化的形势下，在学生主体和教学手段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课程目标更加立体、综合的要求下，《新视野大学英语》

的编者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精神，全新设计、编写《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在立足国内教学实际的基础

上，引入先进外语教学理念，融合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打造精品数字课程，力求为大学英语课程发展提供优质资源和

有力保障。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精心选材，与时俱进 
选材内容突出时代性、趣味性，主题多样、内涵丰富，符

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和思维特点；选篇重视思想性和人文
性，培养多元视角，提高思辨能力，提升综合文化素质。语言
材料鲜活地道，展现各国文化风貌和真实交际场景，帮助学
生拓展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科学设计，强化应用
练习设计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夯实语言基础，增加语用

知识，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进行有效交际的能力。语言活动突
出思维培养，通过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问题和真实灵活的交际
任务，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主导，学生主体
教材编写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策略，通过探究
式、合作式的活动鼓励学生积极思考，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内容设计注重语言输入和输出的有机结合，着力提升学生的
综合应用能力和交际能力。

    教学支持，立体丰富
基于主体教学内容，补充多种载体、内容丰富的拓展教

学内容，课本、光盘、数字课程、移动学习资源、网络补充训
练等多种媒介的内容提供多模态、交互式、个性化的数字解
决方案，构建便捷、立体、开放的自主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
巩固语言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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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篇时代感强，内涵丰富
选材充分考虑新一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体现时代特色，注重

趣味性、思辨性。选篇题材广泛，涉及社会、历史、科技、经济和文化等范畴，丰
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视野；主题内容富有人文内涵，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
力，提高文化交流能力。

    练习设计丰富，科学有效
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练习活动，将读、写、译单项技能训练和综合能力培养相结合。

活动安排由易及难，由输入到输出，在巩固语言知识的基础上，重视语篇理解能力、思辨能力
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重视策略培养，强化自主学习
融语言学习与策略培养于一体，结合输入材料，系统讲解词汇、阅读、写作等方面的技

巧和策略。通过以课文为例、现学现用的设计，帮助学生及时强化语言技能，实际运用语言
策略，提高学生举一反三、进行自主学习的能力。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 1 5135-5681-1(08) 45.90

读写教程 2 5135-5845-7(07) 45.90

读写教程 3 5135-5734-4(07) 46.90

读写教程 4 5135-5687-3(07) 46.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综合版 - 配综合训练
读写教程 1 5135-8819-5 57.90

读写教程 2 5135-8818-8 57.90

读写教程 3 5135-8817-1 59.90

读写教程 4 5135-8816-4 5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综合版 - 配长篇阅读
读写教程 1 5135-8819-5(01) 57.80

读写教程 2 5135-8818-8(01) 57.80

读写教程 3 5135-8817-1(01) 59.80

读写教程 4 5135-8816-4(01) 59.8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 1 5135-9027-3 58.90

读写教程 2 5135-9026-6 58.90

读写教程 3 5135-9025-9 59.90

读写教程 4 5135-9024-2 5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教师用书（含 MP3 光盘 1 张）

读写教程 1 5135-5964-5 43.90

读写教程 2 5135-5995-9 40.90

读写教程 3 5135-5945-4 37.90

读写教程 4 5135-5963-8 44.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适用于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的通用英语课程，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所设定的“基础目标”
教学要求，并适当兼顾“提高目标”教学要求而设计。本系列教材共分四个级别，每个级别包含《读写教程》（配教师用书）、《视
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综合训练》、《长篇阅读》和《泛读教程》。同时提供与教材配套的
学习光盘、助教课件、数字课程、移动学习应用、试题库等教学资源。不同课程、不同媒体之间紧密联系，相互支持，互为补充，
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补充训练

A hero is a man who does what he can. 
— Romain Rolland (French writer)

Heroism is latent in every human soul. 
— Joshua Lawrence Chamberlain (American college professor)

4

Heroes of our tim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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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personal computers have become the most empowering 
tool we’ve ever created. They’re tools of communication, they’re tools of creativity, 
and they can be shaped by their user.

—Bill Gates (American entrepreneur, co-founder of Microsoft)

The Internet is so big, so powerful and pointless that for some people it is a complete 
substitute for life.

—Andrew Brown (British journalist, writer, and editor)

3

Digital campus:
blessing or curs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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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cluding 
Internet access, is connected to many 

parts of your life at the university. It links 
with your studies, your teachers, other 
students, and the world. Within seconds, it 
gives you access to a sea of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ytime, 
anywhere, whether by voice, email or text.

Instant Internet access and connectivity 
are a huge gif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important to watch how much time you 
spend online as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may become something bad. That is 
because even though the Internet increases 
efficiency and frees you up, it also presents 
challenges as to when to turn off the virtual 
world and to re-engage with the real world. 
How will you set limits on the online time 
to gain the benefits of Internet connectivity 
while avoiding its pitfalls? How will you 
balance your time online with life in the real 
world?

Section A Preview 
Pre-reading activities
Look at the pictures showing different way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wa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2 Which way do you prefer? Give your reasons.
3 Do you think the Internet is indispensabl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nowadays? Why or why 
not?

60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Thi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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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Internet age

Text A

  1 The college campus, long a place of scholarship and frontiers of new technology, is 

being transformed into a new age of electronics by a fleet of laptops, smartphones and 

connectivity 24 hours a day. 

  2 On a typical modern-day campus, where every building and most outdoor common 

areas offer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one student takes her laptop everywhere. In class, 

she takes notes with it, sometimes instant-messaging or emailing friends if the professor 

is less than interesting. In her dorm, she instant-messages her roommate sitting just a 

few feet away. She is tied to her smartphone, which she even uses to text a friend who 

lives one floor above her, and which supplies music for walks between classes. 

  3 Welcome to college life in the 21st century, where students on campus are electronically 

linked to each other, to professors and to their class work 24/7 in an ever-flowing river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many schools offering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 anywhere on campus, colleges as a group have become the most Internet-

accessible spots in the world.

 

  4 Students say they really value their fingertip-access to the boundless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line, and the ability to email professors at 2 a.m. and receive responses 

the next morning. “I always feel like I have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 in class and 

out of class,” says one engineering major.

  5 Many are using smartphones, not only to create their own dialects when texting, 

but also to do more serious work, such as practic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analyzing 

scripts from their theater classes. In a university class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o, 

61UNIT 3  Digital campus: blessing or c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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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sample paragraph and see how it develops with a topic sentence supported by details.

Topic:
How to choose a suitable university 

Topic sentence:
When choosing a university, you must consider 

some key factors. 

Factor 1: Preparing you for your future

• up-to-date courses

• qualified professors

Factor 2: Affordability

• reasonable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 scholarships

Factor 3: Good location

• quiet location

•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Concluding sentence:

Consider these points carefully and find the 

most suitable university.

Sample paragraph

When choosing a university, you must consider 

some key factor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s whether the university can prepare you well 

for your future. It should provide up-to-date 

courses and have qualified professors. Another 

factor is affordability. You need to be able to 

afford the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Some schools offer scholarships to outstanding 

students or to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the 

tuition fees. Finally, a good location is also 

important. An ideal school should be located 

in a quiet place and have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You should consider these factors 

carefully in order to find the most suitable 

university.

Structured writing

9  Write a paragraph on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One topic has an outline that you can follow.

Topic:
How to succeed in college

Topic senten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to succeed in 

college. 

Three things to do:
• pursuing passions

• seizing opportunities

•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Concluding sentence:
You will become successful not only in college, 

but also in your future career.

More topics:

• How to manage time in college

• How to deal with stress in college 

14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Thi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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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to 
English.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

学派（Confucianism）的创始人，被尊称为古代的

“圣人”（sage）。他的言论和生平活动记录在《论

语》（The Analects）一书中。《论语》是中国古代

文化的经典著作，对后来历代的思想家、文学家、

政治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不研究《论语》，就不能

真正把握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孔子的很多思

想，尤其是其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在21世纪的今天，孔子的学说不仅受到

中国人的重视，而且也越来越受到整个国际社会

的重视。

10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to 
Chinese.

Socrates was a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er 
who is credited with laying the fundamentals 
( 基础 )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e is a 
mysterious figure known chiefly through the 
accounts of later classical writers, especially 
the writings of his most famous student Plato. 
Socrates has become well known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ethics. His method 
of teaching, known as the Socratic Method, by 
asking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o stimulate 
critical thinking and to explain ideas remains 
a commonly used tool in a wide range of 
discussions. He also made important and las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field of epistemology ( 认

识论 ) and logic,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ideas 
and approach remain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Western philosophy that followed. Socrates 
was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His fame was widespread 
in his own time, and his name soon became a 
household word although he constructed no 
philosophical system, established no school, 
and founded no sect ( 宗派 ).

Translation

15UNIT 1  Fresh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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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教程

教材结构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智慧版综合版 综合版

综合版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综合版”除纸质教材外，还配备《综合训练》或《长篇阅读》数字课程，院校在

使用教材的同时，可按需选择增设课程的类型，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强化技能，拓展视野，习得策略，进一步提

高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智慧版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智慧版”教材配备 U 卡通学习卡，基于 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为院校提供除教

材配套数字课程外的多种拓展类数字课程，包含测试类、文化类、商务职场类等多种类型，助力院校开展混合式教学。

院校可按需选择增设课程的类型，教师可通过 U 校园的教学管理功能对学生课程学习进行组织管理及监测等。

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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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系列教材依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针对国

家、社会、个人对于英语课程的新需求，全新设计、全新编写而成。系列教材包括《读写教

程》、《视听说教程》、《综合训练》、《泛读教程》和《长篇阅读》。本教材吸收先进外语

教学理念，融合优质国际教育资源，选取富有时代气息、体现国际视野的教学材料，经过科学

严谨的设计编排，构建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创新型、立体化教学体系，为新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

提供丰富资源和有力保障。

教学理念先进多元 教材编写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突出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通过灵

活的练习和丰富的策略讲解，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开展教

学活动；教材倡导课堂教学和自主学习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鼓励

个性化学习。

教学内容鲜活丰富 选篇话题新颖、内涵丰富，集思想性和趣味性于一体，注重观点的碰

撞与互补，开阔视野，拓展思维；BBC原版音视频展现世界各国风土

人情和真实的语言交际场景，有利于学生学习地道表达，提升跨文化

交际能力。

练习设计科学创新 练习形式灵活多样，任务注重真实性，与学生的大学生活及未来发展

密切相关；活动设计突出思维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多元视角，以及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练习编排循序渐进、环环相扣，有效提高学生

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教学资源立体多元 教材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及由课本、光盘、数字课程、移动学习

资源构建的创新型教学体系；数字化互动教学平台为师生提供立体化

的教学环境和便捷的教学管理功能，完备的助教资源为教师的教学与

科研提供全方位支持。

项目负责：谢    芸    荀晓鸣    孙    琳        责任编辑：孙    琳    荀晓鸣        装帧设计：郭    子

总主编：郑树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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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I R D 
EDITION

1

www.pearsonelt.com

1

定价：39.90元
（含DVD-ROM光盘一张）

C

M

Y

CM

MY

CY

CMY

K

C

M

Y

CM

MY

CY

CMY

K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含 DVD-ROM 光盘 1 张）

视听说教程 1 5135-5679-8(03) 42.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5682-8(03) 42.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5683-5(03) 45.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5684-2(03) 45.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教师用书
（含 DVD-ROM 光盘 1 张）

视听说教程 1 5135-5942-3 59.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5965-2 59.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5944-7 6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5943-0 69.90

DV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视听说教程

3

Life moments

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talk about unusual experiences
 identify time-order sign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make phone calls
 make a radio program on unusual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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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先进，高效课堂 
践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增强教师过程

性引导，鼓励自主性、探究性的学习模式。单元结构基于“感知—理解—

巩固—运用—反思”的结构，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听说技能。

     BBC原版视频，文化多元
引进国际获奖教材 Speakout，利用 BBC 优质资源，语料视角丰富、场景真实，

语言鲜活生动，语音地道纯正，展现世界各国文化，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跨文

化交际能力。

     设计合理，模式创新
教材设计注重系统性和层次性，语言知识和交际技能相结合，语言输入与输出相结

合；活动形式多样，基于任务，帮助学生掌握语言、训练思维、提高技能。

Imitation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read 
them out loud. 

Role-play

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    

I’ve been to lots of interesting places 
but there’s always something new to 
experience. (Sharing)

1

The most exciting thing I’ve done in 
London recently is to see Oasis live. 
(Sharing)

2

It was a lovely day so I walked and 
walked ... and then I realized I didn’t 
really know where I was. (Listening)

3

It was the most frightening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Listening)

4

Maria and Jorgos’ first dance as man 
and wife includes all the close family. 
(Viewing)

5

 New words 
drag /dr{g/ n. 令人讨厌的事物

credit card /'kredIt "kA:d/ n. 信用卡

Madrid /m5'drId/ 马德里（西班牙首都）

Spain /speIn/ 西班牙（欧洲国家）

Central Park 中央公园（美国纽约）

1  Read the table. Then listen to three phone 
conversations and complete the table. 

Whom do they call Why do they call

Caller 1

Caller 2

Caller 3 

2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again and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following extracts.

Extract 1:
B: Hi, Sean. 1) ____________ Debbie.
A: Hi, Debbie. What’s up?
B: Is Kevin 2) ____________?
A: No, he’s not. He went out about 10 minutes 

ago.
Extract 2:
B: Could I 3) ____________________ for him?
A: Of course.
B: Just ask him to 4) ____________ me.
Extract 3:
B: Hello. Could I 5) ____________ to customer 

services, please?
A: Just a 6) ____________.
Extract 4:
B: Could you 7) ____________ me back?
C: Of course. Could you give me the  

8) ____________ there?
Extract 5:
B: Hello, uh ... Who’s 9) ____________?
A: My name’s Marianne.
B: Thanks for 10) ____________________.

46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 Thi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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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play

S P E A K I N G  S K I L L S 
Making phone calls

Here are some tips for making a phone call:

•	 Speak	clearly.	Try	to	avoid	difficult	words	and	long	sentences.		

•	 Use appropriate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informal expressions when calling someone you are very 

close to, such as a family member or a good friend. But you should use relatively formal expressions 

and avoid being too direct when calling someone you are not very familiar with or close to.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Hi, Jim. Is your brother in? when talking to your friend’s brother, but when 

talking to someone you do not know, you should say Could I speak to Mr. Johnson in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for making phone calls:

What to do What to say

Identify yourself •	 Hi. This is Janet Smith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Caller)

•	 Good morning. My name is Janet Smith. I’m calling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Caller)

•	 Hello, Janet speaking. (Person answering the call)

Explain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	 I’m calling about / calling to ask …

•	 I’d like to know if your company is hiring.

•	 I’m calling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next Friday. 

Ask people to wait •	 Please hold.

•	 Hold on / Hang on, please.

•	 One moment / Just a moment, please. I’ll get him.

•	 I’m sorry. Her line’s busy at the moment. Please hold on.

Confirm	what	you	

have heard

•	 Do you mean I should arrive at 9 a.m. on Sept. 28?

•	 Is your address 17 East Monroe Street, Chicago?

•	 Did you say that you don’t need him to call you back?

Take or leave a 

message

•	 Can I leave her a message? (Caller)

•	 Please ask him to call / ring me back. My number is … (Caller)

•	 Can I have her call you back? (Person answering the call)

•	 Would you like to leave a message? (Person answering the call)

•	 Can I take a message for him? (Person answering the call)

•	 I’ll make sure Bob gets the message. (Person answering the call)

47UNIT 3  Life mo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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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教程》各级别单元主题与《读写教程》相呼应，同时充分考
虑大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有效结合四、六级考试的新需求。

C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含 CD-ROM 光盘 1 张）

听说教程 1 5135-8815-7 39.90

听说教程 2 5135-8829-4 39.90

听说教程 3 5135-8831-7 42.90

听说教程 4 5135-8828-7 42.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教师用书
（含 CD-ROM 光盘 1 张）

听说教程 1 5135-8833-1 57.90

听说教程 2 5135-8830-0 57.90

听说教程 3 5135-8832-4 59.90

听说教程 4 5135-8827-0 59.90

听说教程

     听力素材主题丰富，体裁多样
主题覆盖面广，涉及校园生活、人际交往、求职就业等话题，帮助学生拓宽视野；贴

合四、六级考试改革方向，提供新闻报道、长对话、篇章、讲座等不同类型的听力素材，有
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听力技能。

     内容循序渐进，难度梯度合理 
选材长度与难度贴合学生语言水平，语言标准地道，语速循序渐进；活动可操作性强，

从情景对话到小组讨论，再到口头汇报，活动难度层级递进。

     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综合提高听说能力
教材设计强调听说训练的有机结合。从基础听力训练入手，引导学生掌握听力技能

与策略，同时帮助学生内化语言知识，积累与主题有关的表达；口语活动围绕输入材料
展开，引导学生表达个人观点，全面提升学生语言应用能力。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9023-5 55.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9022-8 55.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9021-1 58.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9020-4 58.90

智慧版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听说教程 1 5135-9019-8 52.90

听说教程 2 5135-9018-1 52.90

听说教程 3 5135-9017-4 55.90

听说教程 4 5135-9016-7 55.90

智慧版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试题库

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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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训练 1 5135-5680-4(01) 28.90
综合训练 2 5135-5740-5(01) 28.90
综合训练 3 5135-5739-9(01) 29.90
综合训练 4 5135-5741-2(01) 29.90

泛读教程 1 5135-5686-6(01) 26.90
泛读教程 2 5135-5742-9(01) 26.90
泛读教程 3 5135-5744-3(01) 29.90
泛读教程 4 5135-5743-6(01) 29.90

长篇阅读 1 5135-5983-6(02) 29.90
长篇阅读 2 5135-5984-3(02) 29.90
长篇阅读 3 5135-5985-0(02) 29.90
长篇阅读 4 5135-5998-0(02)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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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篇内容更加新颖、符合学生
兴趣。教材将英语阅读技能进行分
解，并通过各类练习帮助学生系统
掌握阅读技巧，开拓视野，培养文
化意识。

泛读教程

与《读写教程》配套使用，通
过词汇、语法、阅读、段落翻译、
写作等练习进一步巩固所学知
识，加强各项技能训练，提高语言
运用能力。

综合训练
数字课程

选取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
容多元的文章，重点参考相关考试
长篇阅读题型，以其他阅读练习为
补充，有效提升阅读能力和综合运
用语言的能力。

数字课程
长篇阅读

  《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和《听说教程》提供助教课件。其中，《读写教程》配备通用版、活动版、交互式三套课件：

● 通用版课件：讲解细致全面，充分挖掘课文深意，补充多样的语言训练。

● 活动版课件：践行“产出导向法”这一教学理念，将单元内容整合为一个项目，融各项技能的训练于项目实操过程之中，
并提供详细的语言及策略指导，帮助学生习得语言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培养合作意识，锻炼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 交互式课件： 原版原式呈现纸质教材内容，使教学演示更加直观、便捷；

  全面多维语言基础知识讲解，帮助教师丰富教学内容；

  一键呈现练习答案，操作灵活，协助教师提高教学效率；

  丰富的补充资源，详尽的扩展知识，便于教师进行个性化教学；

  强大实用的教学工具，优化教学体验，助力教师搭建多元立体的课堂教学环境。

助教课件 下载网址：http://heep.unipus.cn/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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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写作”推荐教材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总主编：郑树棠
顾  问：胡文仲  王守仁 
        Joyce Wilkinson（加）  Frank Borchardt（美）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多维的选篇视角	 选材注重趣味性、信息性、实用性和时代性，题材广泛，体裁多样。

 合理的练习设计	 单项技能训练与综合能力培养相结合，接受性技能与产出性技能相
结合。在巩固词汇与语法的基础上，增强对语篇分析与理解能力的培养。

 系统的技能培养	 循序渐进地讲解和训练阅读与写作技巧，注重核心词汇的掌握和运用。

 有效的词汇控制	 适当控制课文长度和生词比例，符合外语习得的相关理论。

 多样的教学资源	 配有光盘与数字课程，并为教师提供课件、试题库等教学资源。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听说教程 1 5600-6167-2(06) 36.90
听说教程 2 5600-7304-0(06) 36.90

听说教程 3 5600-7305-7(06) 36.90

听说教程 4 5600-7306-4(06) 36.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教师用书  
听说教程 1 5600-6168-9(01) 43.90
听说教程 2 5600-7307-1(01) 45.90

听说教程 3 5600-7308-8(01) 43.90

听说教程 4 5600-7309-5(01) 45.90

 立体化教学模式 教材与光盘、数字课程密切结合，满足课内教学与课外自主学习、教
学管理与教学评估的需要。

 多样的听力素材 提供多样的听力素材，语言标准地道，语速循序渐进，梯度合理。

 系统的听说训练 从基本听力训练入手，提高学生对听力内容的理解、分析归纳和推理
能力；从模仿对话到自由表达，引导学生掌握常用的会话策略和交际技能。

 互动的口语活动 口语活动注重多样性、真实性和互动性，兼顾语言表达的准确度和流
利度。

C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读写教程

听说教程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读写教程 1 5600-7111-4(07) 43.90

读写教程 2 5600-7297-5(06) 43.90

读写教程 3 5600-7298-2(06) 44.90

读写教程 4 5600-7299-9(06) 44.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教师用书
读写教程 1 5600-7300-2(01) 32.90

读写教程 2 5600-7301-9(01) 30.90

读写教程 3 5600-7302-6(01) 30.90

读写教程 4 5600-7303-3(01) 30.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读写教程 1 5135-9034-1 56.90

读写教程 2 5135-9035-8 56.90

读写教程 3 5135-9036-5 57.90

读写教程 4 5135-9037-2 57.90

智慧版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针对大学英语“一

般要求”层次教学而设计，共设四个级别，每一级别包

含《读写教程》（配教师用书）、《听说教程》（配教师

用书）、《视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泛读教程》、《快

速阅读》、《长篇阅读》和《综合训练》。各教程自成一体，

又彼此联系，相互强化，全方位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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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材丰富  主题更贴近学生生活，视听语料更富时代感，体现不同视角与多元文化。

 练习多样  增加与主题相关的口语任务，通过形式多样的练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提
高表达能力，锻炼思维能力。

 梯度合理  在三、四级增加难度适中的原版视频，语境更真实，语言更丰富。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教师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135-0858-2 53.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0856-8 53.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0958-9 5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0992-3 5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0860-5(05) 42.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0857-5(05) 42.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0960-2(05) 44.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0999-2(05) 44.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9030-3 55.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9031-0 55.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9032-7 57.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9033-4 57.90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视听说教程》根据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设计和编写，旨在通过真实的情境、
地道的语言和多样的练习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视听说教程》既可与《读写教程》配
合使用，也可独立使用。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
Second Edition

总主编：郑树棠

长篇阅读
Skimming and Scanning

新视野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Second Edition

总主编：郑树棠

泛读教程
Extensive Reading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系列教材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本教材在保持第一版优势的基础上，依据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的精

神及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对整体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全面完善和提高。  作为一

套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通过

课本、光盘、网络等不同载体的有机结合，为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多层次、多

渠道、立体化的服务。

　　先进的教学理念：教材编写充分考虑教学过程，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

方法及教学手段的创新，遵循分类指导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倡导课堂教学与自主

学习相结合， 提高语言能力， 培养学习策略。

　　完备的教材体系：系列教材包含 1-4 级，每级有  《读写教程》、《听说教程》、

《泛读教程》、《快速阅读》、《长篇阅读》 和 《综合训练》。 各教程自成一体，又相

互联系，在巩固和强化专项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丰富的主题内容：教材内容以主题为线索， 涉及文化交流、道德情感、信息技术、

科学教育、社会焦点等各个方面， 选材注重信息性、趣味性、时代感和文化内涵， 有

助于开拓视野， 培养人文素质和文化意识。

  

　　多样的活动设计：教材针对不同技能的培养需要设计了各类训练活动，充分体现

输入与输出的有机结合以及从语言知识到交际能力的转化。活动形式多样，目标明

确，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充分参与。

　　立体化的教学支持：同步提供课本、光盘与网络课程，丰富和拓展教学内容，创

造多元、立体、便捷的语言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提高能力。 同时为教师提

供多种教学资源， 支持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定价：26.90元

泛
读
教
程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第
二
版

项
目
负
责
：
秦
学
信

　／

　责
任
编
辑
：
张

　易

　／

　封
面
设
计
：
王

　薇

　／

　版
式
设
计
：
刘

　冬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视野大学英语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Second Edition

总主编：郑树棠

综合训练
Comprehensive Exercises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系列教材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

规划教材。本教材在保持第一版优势的基础上，依据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的精

神及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对整体结构和内容进行了全面完善和提高。  作为一

套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二版）通过

课本、光盘、网络等不同载体的有机结合，为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多层次、多

渠道、立体化的服务。

　　先进的教学理念：教材编写充分考虑教学过程，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

方法及教学手段的创新，遵循分类指导和因材施教的原则，倡导课堂教学与自主

学习相结合， 提高语言能力， 培养学习策略。

　　完备的教材体系：系列教材包含 1-4 级，每级有  《读写教程》、《听说教程》、

《泛读教程》、《快速阅读》 、《长篇阅读》和 《综合训练》。 各教程自成一体，又相

互联系，在巩固和强化专项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丰富的主题内容：教材内容以主题为线索， 涉及文化交流、道德情感、信息技术、

科学教育、社会焦点等各个方面， 选材注重信息性、趣味性、时代感和文化内涵， 有

助于开拓视野， 培养人文素质和文化意识。

  

　　多样的活动设计：教材针对不同技能的培养需要设计了各类训练活动，充分体现

输入与输出的有机结合以及从语言知识到交际能力的转化。活动形式多样，目标明

确，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充分参与。

　　立体化的教学支持：同步提供课本、光盘与网络课程，丰富和拓展教学内容，创

造多元、立体、便捷的语言学习环境，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提高能力。 同时为教师提

供多种教学资源， 支持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综
合
训
练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第
二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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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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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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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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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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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付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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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26.90元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综合训练 1 5600-7237-1(03) 26.90
综合训练 2 5600-7317-0(03) 28.90
综合训练 3 5600-7318-7(03) 29.90
综合训练 4 5600-7319-4(03) 29.90

泛读教程 1 5600-7236-4(03) 26.90
泛读教程 2 5600-7314-9(03) 27.90
泛读教程 3 5600-7315-6(03) 28.90
泛读教程 4 5600-7316-3(03) 29.90

快速阅读 1 5600-7238-8(02) 24.90
快速阅读 2 5600-7310-1(02) 25.90
快速阅读 3 5600-7311-8(02) 25.90
快速阅读 4 5600-7312-5(02) 26.90

长篇阅读 1 5135-4241-8(02) 29.90
长篇阅读 2 5135-4242-5(02) 29.90
长篇阅读 3 5135-4243-2(02) 29.90
长篇阅读 4 5135-4240-1(02) 29.90

视听说教程

智慧版

循序渐进地培养和提高
学生“快速+准确”的阅读能
力，在选篇长度、阅读速度、
练习设计等方面充分体现快
速阅读的特点，并参考大学
英语四级考试快速阅读题
型；配套光盘提供可调节的
阅读速度与模式，供学生选
择使用。

全面贯彻《课程要求》精
神，针对我国大学生英语学习
的实际情况，将英语阅读技
能分解为不同的阅读技巧，
通过选材广泛的阅读选篇和
配套练习帮助学生掌握这些
技巧，同时加强语感，开拓知
识视野，培养文化意识。

根据《读写教程》重新
编写，与《读写教程》配套使
用，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通
过词汇、语法、阅读、翻译、写
作等练习加强语言基本功，
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CD-ROM数字课程

为配合大学英语教学新
需求，参考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阅读新题型而增编《长篇
阅读》，在选篇内容和练习设
计方面充分体现长篇阅读特
点，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培养
阅读策略，提高获取信息的
能力。提供配套数字课程，方
便学生自主训练。

长篇阅读 快速阅读 泛读教程 综合训练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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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
iEnglish
输入为基础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输出为目的  助力学生有效交流

总主编：王守仁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是针对全国普通本科高校编写的一套符合时代特色、社会需求及学生

特点的立体化大学通用英语系列教材。教材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设定的“基础目标”和“提高目标”的教学要

求编写，参照《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五级能力描述进行设计。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由王守仁教授担任总主编，广泛征询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结合一

线教师的实际教学反馈全新研发编写，以满足普通本科院校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学习的基本需求。

本系列教材在设计和编写中统筹兼顾英语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水平和综合素

质。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语言能力，关注词汇、搭配、语法、篇章等基础语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提升

语言应用能力，通过真实的语言应用场景、多样的练习形式、系统的技巧讲解，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

能的同时，助力学生提升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材主题人文性与科学性兼备，体现中外文化并重，提升学生

社会、文化、科学等知识的储备；选材内涵丰富、视角多元、富有正能量，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思想价值体系，助力实

现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内涵。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充分发挥教育信息技术的优势，将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有机结合，实践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多元立体的教学和学习互动，促进学生有效自主学习，提升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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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与“提高篇”两个系列分别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所设定的“基础目标”和“提高目
标”设计。每个系列都包含《综合教程》（配教师用书）1-2级和《视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1-2级，每级8个单元。教材关注
对学生多元能力的培养，包括基础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学业素养等几个维度。各级别对于各项能力培
养提出不同的要求，从“基础篇”到“提高篇”体现从低到高的程度进阶。

 设计贴合实际，激发兴趣
从普通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实际和学生学习兴趣出发，设定

贴近学生生活、体现实用性的交际场景，选取难度适中、长度适宜
的输入材料，设计灵活多样的练习形式，有效提高学习积极性。

 内容紧扣需求，夯实基础
教材设计紧扣普通本科院校学生语言发展需求，关注词汇、搭配、语法、篇章等基础语言

知识，注重听、说、读、写、译基础语言技能，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发展夯实基础。

 产出任务先导，学用一体
有效实践“产出导向法”，遵循“输出驱动—输入促成—产出评价”的教学流程，以产出

任务作为教学起点和教学终点，用输入材料引领学生进行选择性学习，最终实现学用无缝
对接。

 主题内涵丰富，提升素养
主题丰富，涉及社会、历史、科技、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开阔学生视野，增进学生的科学、

人文素养及文化理解力；选材内容多元，思想积极向上，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并引导学生
树立积极的价值观。

 练习设计严谨，促成产出
通过环环相扣的练习设计，引导学生整合输入材料中的重点信息，有针对性地学习重点

词汇、搭配、功能表达、篇章组织等，从内容、语言和结构上为完成产出任务做好准备。

 策略讲练结合，提升能力
结合输入材料系统讲解阅读策略、写作策略、词汇策略、翻译技巧和语法知识，提供生

动活泼的微课视频讲解和灵活多样的练习题型，在线交互讲练帮助学生掌握英语学习策略，
在提升英语应用能力的同时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外研随身学 App数字课程

教材特色

综合教程

新一代大学英语
基础篇 综合教程 1 5135-9864-4 52.90
基础篇 综合教程 2 5135-9861-3 52.90

提高篇 综合教程 1 5135-9863-7 52.90

提高篇 综合教程 2 5135-9862-0 52.90

新一代大学英语  教师用书
基础篇 综合教程 1 5213-0045-1 59.90
基础篇 综合教程 2 5213-0063-5 59.90

提高篇 综合教程 1 5213-0044-4 59.90

提高篇 综合教程 2 5213-0064-2 59.90

单元结构：

产出导向
驱动学习

—  输出驱动

—  输出促成

—  产出评价

iPrepare
呈现交际场景  激发学习动力

iExplore 1 & 2
语言学习  观点准备  技能提升

iProduce
聚焦产出  以评促学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基础篇 提高篇

试题库CD-ROM

新
一
代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篇  

提
高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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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难度适中，因材施教
严格控制素材长度和生词比例，活动步骤详尽，合理搭建

脚手架，满足基础阶段学生的听说学习需求。

 素材与时俱进，提升兴趣
输入材料提供多元视角，聚焦热点、放眼世界，凸显时代特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宽

学生国际视野。

 活动设计科学，培养能力
依托素材性质，科学设计听力活动，提高学生听力水平的同时兼顾应试能力；从真实情

境出发，设计口语输出活动，培养学生交际技能。

 听说技巧并重，实用性强
依据输入素材提供听力和语音技巧讲解及练习，及时强化听说策略，提高学生英语应

用能力。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助教课件
视听说教程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数字课程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提供教材配套系列微课，以互动的形式讲授
课程核心知识点与技能点，贴合新一代大学生的学习习惯及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持续性主动学习；同时基于“U校园智慧
教学云平台”建设学习平台，收集、分析微课学习数据，支持教师制定个性化教学进度与针对性教学策略，实现线上线
下、课内课外的深度融合，助力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   

教材配套微课分为知识技巧讲解和课文讲解两大类。学生可通过扫描教材中的二维码，定位至相应微课，随时随地
进行学习。

新一代大学英语
基础篇 视听说教程 1 5135-9909-2 49.90
基础篇 视听说教程 2 5135-9910-8 49.90

提高篇 视听说教程 1 5135-9916-0 49.90

提高篇 视听说教程 2 5135-9917-7 49.90

新一代大学英语  教师用书
基础篇 视听说教程 1 5213-0043-7 59.90
基础篇 视听说教程 2 5213-0059-8 59.90

提高篇 视听说教程 1 5213-0236-3 59.90

提高篇 视听说教程 2 5213-0237-0 59.90

数字课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基础篇 提高篇

40

41
A journey of discovery

UNIT 3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Step 5

Form groups
Form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Make sure you have a group leader 
to chair the discussion and someone to take notes.

Brainstorm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traveling? Have a group discussion, and 
list as many benefits of traveling as possible. You can refer to the 
ideas you’ve learned from this unit. Then decide on the three 
benefits that would be most appealing to your classmates.

Benefits of traveling1 

2 

3 

4 

5 

…

Develop your ideas
Why do you think traveling can bring such benefits? Can you find some examples 

to explain your point? Complete the following diagram with evidence that can help 

support your claim. Then decide which examples can best illustrate your point.Benefit 1: 

Example 1: 
Example 2: 
…

Benefit 2: 

Example 1: 
Example 2: 
…

Benefit 3: 

Example 1: 
Example 2: 
…

Plan a presentation
Now you are ready to prepare the presentation. The following outline may help you 
structure your presentation. You are encouraged to use pictures, graphs or other visual aids.
Introduction: Introduce the topic of your presentation and state your thesis.
Body: 1) Your main point 1: 
     Supporting example(s):  2) Your main point 2: 

     Supporting example(s):  3) Your main point 3: 
     Supporting example(s): Conclusion: Summarize the main points and draw a conclusion.

Give the presentation
Give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invite the audience to ask 

ques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Let’s hit the road!
You and some of your friends are planning to start a travel club in your 
university. To encourage more classmates to join the club, you are going 
to give a three-minute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the benefits of 
traveling. The following steps may help you with the project.

Giving a presentation

Produce

Unit project

试题库

 知识技巧微课

以动画形式呈现，通
过真实情景和案例，解析
重难点语法知识，讲授词
汇学习策略、翻译技巧、听
力技巧和语音技巧。

 课文讲解微课

通过教学名师讲授的形式，配合课堂
面授内容，梳理单元各板块间的逻辑关系，
解读课文背景及大意，解析写作手法。

扫码查看
示例微课

扫码查看
示例微课

知识技巧 课文讲解

DVD-ROM

系列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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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流程：

《综合教程》数字课程结构

《视听说教程》数字课程结构

iPrepare: Setting the scene

iExplore 1 & 2: Sharing your ideas (提高篇)

iProduce: Unit project

iExplore 1 & 2: Reading

iExplore 1 & 2: Building your language

iAssess: Unit test

面授学习

面授学习

面授学习

1. 基于线上学习 
 数据的针对性 
  讲练

2. 基于输入材料 
  的讨论与交流

3. 布置数字课程 
  作业

1. 反馈学习情况

2.答疑解惑

3. 总结反思

单元导入微课，阐述背景，明
确任务，指明学习路径

交互式课文学习、课文讲解微
课，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
为课堂面授做好充足准备

提供词汇策略、语法知识和翻
译技巧视频微课及练习，帮助
学生掌握英语学习策略

单元自测，包含填空题、选择
题、完形填空、仔细阅读及翻
译题型，检测学习效果，有效
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反拨
教师课堂教学

基于线上自主学习
数据的反馈，引导
学生为单元产出
任务做好准备

iPrepare

iExplore 1 & 2听力技巧微课，多模态学习听力策略
提炼与单元主题相关常用表达 , 设置口语评测练习，即
时反馈练习效果 
设置多形式口语输出练习，提升语言表达能力

iProduce

iPractice语音技巧微课，助力技巧学习
设计口语练习，自主语音训练

主题导入、课前预习

Further listening

iEnhance补充角色扮演和篇章朗读口语练习，即时评测练习效果 
增设新闻听力练习，助力学生拓展训练

Unit test增设口语自测练习，助力学生口语输出 
增加听力自测练习，检测单元学习效果

单元学习报告单元学习报告，个性化反馈
大数据分析，反拨教师教学

课前

课中

课后

测试

反馈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提高篇)数字课程支持教师开展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实践，教师可根据院校教学
条件、教学目标以及学生水平，自主选择板块内容进行混合式教学。数字课程建议使用模式如下:

新
一
代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篇  

提
高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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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Explore

1 Philosophy 
and

Thoughts

U
N

I
T

iPrepare
Scenarios

Learning objectives

Upon completion of this unit, you will be able to:

•  introduce Socrates and his major achievements 
•  introduce Confucius and his essential ideas
•  compare these two philosophers and their thoughts

VIEWING

1 Are you familiar with the name Socrate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him? Read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s 
and check (✓) the ones that you believe are right 
about him.

 1 a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2 living in Rome

 3 author of The Republic

 4 was interested in science

 5 was good at asking questions

 6 was sentenced to death

2 Watch a video clip in which som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re what they know 
about Socrates. Then work in pairs and share what you 
know about Socrates and his major contributions.

Watch a video clip about the scenarios on the online course 
before class. Then think about what you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uni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tasks mentioned in the scenarios.

NEW WORDS
hemlock /9hem8lÁk/  n. 毒芹

negative /9neg5tIv/ n. 负数；负量

3PHILOSOPHY and THOUGHTS1

U
N

I
T 1

U
N

I
T

2

1.indd   2-3 18/11/30   下午3:46

Identifying and synthesizing information
1 According to the text, how do people react to different emergency situations? 
Read the first five paragraphs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table.

2 Read Paras. 6-16 and complete the following diagram to analyze the 
infamous case of the murder of Kitty Genovese in 1964. 

Situations

Time: 1)             Place: 2)  

A man and a woman are wrestling with each other.

Bystanders’ reactions

Situation One:

• Percep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3) 

• Number of witnesses: 4) 

The bystander offered 5)  to the young 

woman 6)  percent of the time.

Situation Two:

• Percep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7) 

• Number of witnesses: 8) 

The rate of bystander assistance dropped down to     
9) .

Situation Three:

• Percep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10) 

• Number of witnesses: 11) 

Bystanders are 12)  to assist 

when other witnesses are present than when                    
13) .

Conclusion: Membership in a group of bystanders 14)  that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will 15) .

3 Wha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actions of 
bystanders to emergencies? Read Paras. 17-22 and check (✓) the right explanations. 

Factors Explanations

Level of ambiguity involved 
in the situation

 1 Bystanders are afraid to endanger themselves or 

look foolish if they take the wrong action in a 

situation they are not sure how to interpret.

 2 Bystanders tend to intervene when a man is 

attacking a woman.

 3 Being with a group of bystanders makes it easier to 

interpret an event than when one is alone.

 4 Bystanders normally look to each other for cues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when faced with an 

incident.

The principle of moral 
diffusion

 5 The larger the group, the greater the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ess likely someone is to 

intervene.

 6 When a member of the group takes action and 

gives a hand, others in the group are likely to 

follow.

4 What is the valu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bystander effect? Read the last 
paragraph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s the importance of know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n the bystander effect?

2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witness an emergency with a group next time? Why?

Building your language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or phrases from the 
paragraphs indicated in the brackets. Change the form when necessary. There may 
be more than one option for each blank.

FUNCTION: Describing an emergency or a crime

1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you should call 911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a. 2)

2 This study examines major newspaper coverage of  cases of school violence. 

(Para. 6)

3 Treason was once, and should be still, the most  crime of which a person 

could be accused — worse than picking pockets or robbing banks,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betrayal of the entire society in which one lives. (Para. 7)

Assailant Kitty Genovese Bystanders

Time: 3 a.m.                            Place: on Genovese’s way home

He 1)  her. She 2) .
Lights 3)  and 

windows 4) .

He 5)  her. She cried for 6) . A man 7) .

He was 8)  and 

headed to his car. 
The lights 9) .

He 10)  and 

11)  her again.
She 12) .

Lights 13)  and 

windows 14) .

He was 15)  and 

16) . 

She 17)  into 

the building. 

No one 18)  to 

help.

He returned and stabbed 
her for 19)  time.

She 20) .
One man 21)  

police. 

First 
attack

Second 
attack

Third 
attack

74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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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NESS and INDIFFERENCE

U4.indd   74-75 18/11/30   下午3:47

YOU CAN 
REFER TO 

THE ONLINE 
COURSE FOR

PREVIEW.

Understanding the Way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closely adheres to the precepts of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Both of them promote the inner peace of individuals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by “following the Way,” which denotes something that 

is both the source and the force behind everything that exists. The following 

text introduces such Taoist and Confucian thinking by discussing the Way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more specifically, by compari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Way with that in Western culture.

READING

The Way
Wilt Idema and Lloyd Haft

2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has no place 
for the idea of a creation. What exists has 
always existed and shall always do so. 
Accordingly, there is no concept of necessary 
“development” or  “improvement” or 
“correction” of the creation through such 
means as a Fall, the birth of a Savior, a 
Last Judgment. Nor, 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existent world taken to be hopelessly engaged in continual degeneration. Chinese thought 
did not find it necessary to look outside this world for a First Cause. In the Chinese view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dualism: Gods and demons belong to the same continuum as humans and animals; 
they obey laws that are similar or parallel to those governing the thoughts and actions of human 
beings. They are not denizens of a radically other or higher world unknowable in principle by men.

3 Things are as they are simply because that is the way they are. The inherent principle of order, 
common to all that exists, is called the Way (dao). The Way is not some sort of law or pattern that 
any higher power imposed on what exists. And since the Way is not so foreign to everyday human 
reality as to be past man’s finding it out, it was never necessary for the Way to be revealed either 
by a God or by prophets. The Way reveals itself in the ongoing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istence, and 
human beings who apply themselves to discovering the pattern or recurrent regularities in that 
process are perfectly able to do so.

4 The Way is present not only in the physical world of nature — where it expresses itself in 
the alternation of the seasons and in the growth cycle of plants and animals — but also and 
preeminently in the life of human society. As part of the Way that inheres in all that exists, there is 
also a Way in society: a normal system of mutual relations between humans. It implies loyalty of the 
subject to the ruler, obedience of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mutual reliability between friends, and 
so on. Ethical rules and the norms of morality are regarded as no more than the explicit formulation 
of natural tendencies that are in all persons from birth. There is only one Way, and for every 
relationship or situation that can develop, there is only one correct procedure. Every deviation from 
the one correct Way is incorrect and should be avoided.

5 There is, however, no such thing as an anti-Way, actively operating to seduce mankind into erro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struggle between a saving Redeemer and a tempting Devil, between 
Light and Darkness, or between Good and Evil. Whatever deviates from the straight Way is crooked, 
deformed and heterodox. Crimes and misdeeds are seen as the result of defective understanding 

1      The Bible begins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 s  a  c o n s e q u e n c e ,  i n 
traditional Western thought the 

world of time and space is assumed 
to have been created by an eternal God, 

and a clear division is felt to exist between 
earthly and heavenly realms. The Earth is associated 

with whatever is transitory, impermanent, imperfect, bodily 
— and sinful. Heaven is the sphere of the eternal, permanent, perfect, 

spiritual, and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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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CHINESE TRADI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U8-改篇.indd   136-137 18/11/30   下午3:51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
iEnglish
总主编：王守仁 文秋芳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是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学“发展目标”编写的一套符合时代特色、

社会需求及学生特点的立体化大学英语系列教材。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由王守仁教授、文秋芳教

授担任总主编，主创团队为来自多所高校的外语教育专家与

一线教师。本教材在教学实验的基础上研发而成，体现最新

的教学理念与方法，将为大学英语教学开拓新的思路与方向。

本教材以产出导向为线，以有效交际为旨，人文性与工

具性并重，思维磨砺与兴趣提升并举，体现新时代大学英语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新思路。教材语言鲜活，选材立意深远，

练习注重引导、强调思辨，在促进语言学习、有效语言应用

的同时锤炼学生思想。

教材配套资源丰富，融合先进的数字教育技术，开发配

套数字课程，使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相配合，校内交流与校

际交流相辉映，创建大学英语教育新生态。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系列教材包含《综合教程》

（1-2）、《视听说教程》（1-2）、《综合训练》（1-2）每级8个

单元，配有数字课程、Unipus高校外语教学平台、移动学习应

用等资源，有利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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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念创新，体现时代特色
有效实践“产出导向法”，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模式与创新教学方法，体

现时代特色，满足社会需求与学生需求，培养创新型国际人才。

 输出驱动，培养多元能力
以单元任务为引导，练习活动环环相扣，有效驱动语言学习，促进交际能力提升。引导性

任务活动设计，启发学生思考，培养理解力、归纳力、判断力和思辨力。

 选材真实，锤炼思想深度
素材全部来自英美原版书刊，保持原著风貌；主题高度与深度兼备，激发和引导学生的探索

和思考，帮助学生锤炼思想。

 中外文化，提高跨文化能力 
中外文化并重，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时有效帮助他们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

 立体教学，融合数字技术
配有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App，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相配合，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教学效果与质量。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外研随身学 App数字课程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
综合教程 1 5135-5752-8 55.90

综合教程 2 5135-6029-0 55.90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 1 5135-6330-7 42.90

综合教程 2 5135-7007-7 42.90

综合教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数字课程

《综合训练》配合《综合教程》提供更多语言训练：

 词汇与搭配
题型多样，关注词义辨别、词汇用法、固定短语搭配等，帮助学生夯实词汇基础与词汇

搭配基本功。

 句子结构与语法
聚焦语言基础知识的活学活用，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

 阅读理解
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同时每单元提供雅思、

托福等热门考试的阅读题型练习。

 翻译练习
分为汉译英练习和英译汉练习两种，从句子到段落，提升学生的翻译技巧与文化意识。

 真实语料，题材新颖 
原汁原味的音、视频材料，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语料、生动的交际及文化

场景；新颖、贴近时代的题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技能提高，反哺视听 
在视听练习的基础上，注重多元技能的提高，使学生有效提高听力技能，并且能学以致用。

 技能迁移，激发输出 
注重技能迁移结合热点话题及学生认知兴趣，有效激发学生主动输出，提高口语表达

能力。

 立体教学，移动学习 
配有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App，辅以功能成熟的“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使学生有

效实现在线自主学习，教师即时进行教学过程的有效管理。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
视听说教程 1 5135-6084-9 55.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6880-7 55.90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教师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135-6331-4 26.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6908-8 26.90

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
综合训练 1 5135-6289-8 30.90

综合训练 2 5135-7006-0 32.90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CD-ROM 助教课件
视听说教程

综合训练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试题库

试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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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丰富，语言地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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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融合，综合培养，提高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练习设计注重语言技能的综合培养，各类活动富有启发

性与挑战性，既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英语综合应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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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自主学习平台
教材、光盘与数字课程之间相互支持，为课堂教学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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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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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的教学支持；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为教师管理教学、共享资源、交流信息
提供支持；丰富的教师培训课程帮助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提高，
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体现国际视野  融合中西文化

构建生动语境  提高综合能力

总主编：Simon Greenall（英）  文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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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英国麦克米伦教育共同开发、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合作设计与编

写的一套国际化、立体化大学英语系列教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依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精神，体现“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全面修订《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文化阅读教程》、《综合训练》、《长篇阅读》分册，同时依托 U 校园智慧教

学云平台全面升级并优化数字课程。本系列教程通过科学的教学设计与立体化的教学资源有效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主学习策略与综合文化素养的培养。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New Standard College English 

新标准大学英语 2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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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材内涵丰富，提高综合素养  从生活、学习、情感等日常话题逐
步过渡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科技等深层次话题，促进学生语言技能提
高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其人文素养与社会责任意识。

  练习设计合理，培养学习策略  丰富的语言练习在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词汇学习策略、写作策略等学习策略。

  多元文化输入，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能力  Language and culture讲解文

中的重要文化信息；专题文化短篇展示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等；文化对比练
习探讨中外文化差异，提高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得体表达的能力。

  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教学支持  词汇手册方便学生在学习词汇时单独使用；数字

课程提供与主题相关的拓展学习内容；外研随身学App提供课文与单词录音，以及课文
翻译和语音评测功能，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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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综合教程 1 5135-5732-0(05) 45.90

综合教程 2 5135-5736-8(04) 45.90

综合教程 3 5135-5733-7(04) 46.90

综合教程 4 5135-5737-5(04) 46.90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综合教程 1 5135-9015-0 58.90

综合教程 2 5135-9014-3 58.90

综合教程 3 5135-9013-6 59.90

综合教程 4 5135-9012-9 59.90

词汇手册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针对大学英语“基础目标”和“提高目标”设计，共设1-4 级。每一级设有《综合教程》（配教
师用书）、《视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文化阅读教程》、《长篇阅读》与《综合训练》。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每级8个单元，每单元探讨一个学生关心、社会关注、激发学生深入思考的主题。《综合教
程》与《视听说教程》各单元主题呼应，围绕同一主题训练多种语言技能。

教材结构

综合教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智慧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智慧版”教材配备 U 卡通学习卡，

基于 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为院校提供除教材配套数字课程外的

多种拓展类数字课程，包含测试类、文化类、商务职场类等多种类型，

助力院校开展混合式教学。院校可按需选择增设课程的类型，教师可

通过U校园的教学管理功能对学生课程学习进行组织管理及监测等。

智慧版

All in the past

The man who made history
Read about one of Britain’s greatest 
statesmen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Is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accumulation of 
facts or their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iving museums
Ways to bring the past to life

6

Active reading (2)

1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Can you think of photos, written accounts, plays or films which show or describ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2  Which do you usually consider more likely to be accurate?

3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accuracy?

4  Does it matter if photos, written accounts, plays or films are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2  Look at the title of the passage and some extracts. Answer the questions.

1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the study of “facts” about the past; the more “facts” you 
know, the better you are as a student of history.

 Do you think this is true?

2  … historians often disagree sharply even when they are dealing with the same event.
  Why would historians disagree about historical events if the facts are accurate?

Now read the passage and compare your answers with the writer’s.

120 UNIT 6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1 Most students are usually introduced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by way of a fat 

textbook and become quickly immersed in a vast sea of names, dates, events 
and statistics. From this experience a number of conclusions seem obvious: 
The study of history is the study of “facts” about the past; the more “facts” 
you know, the better you are as a student of history. The professional 
historian is simply one who brings together a very large number of “facts”. 
Therefore students often become confused upon discovering that historians 
often disagree sharply even when they are dealing with the same event.

 2 Their common-sense reaction to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to conclude that one 
historian is right while the other is wrong. And presumably, historians who 
are wrong will have their “facts” wrong. This is seldom the case, however. 
Historians usually all argue reasonably and persuasively. And, the “facts” – the 
names, dates, events, statistics – usually turn out to be correct. Moreover, 
they often find that contending historians more or less agree on the facts; 
that is, they use much the same data. They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because they view the past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History, which 
seemed to be a cut-and-dried matter of memorizing “facts”, now becomes 
a matter of choosing one good interpretation from among many. Historical 
truth becomes a matter of personal preference.

 3 To understand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students must consider a problem 
they have more or less taken for granted. They must ask themselves what 
history really is.

 4 In its broadest sense, history denotes the whole of the human past. More 
restricted is the notion that history is the recorded past, that is, that part of 
human life which has left some sort of record such as folk tales, artifacts, 
or written documents. Finally, history may be defined as that which 
historians write about the past. Of course the three meanings are related. 
Historians must base their accounts on the remains of the past, left by 
people. Obviously they cannot know everything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not every event, every happening, was fully and completely recorded. 
Therefore the historian can only approximate history at best. No one can 
ever claim to have concluded the quest.

 5 But this does not say enough. If historians cannot know everything because 
not everything was recorded, neither do they use all the records that are 
available to them. Rather, they select only those records they deem most 

121All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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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文化阅读教程 1 5135-6259-1 39.90

文化阅读教程 2 5135-6686-5 39.90

《文化阅读教程》全面解读《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中涉及的文化现象，深入挖掘其
文化内涵。同时，每单元两篇阅读文章分别从中、西方的不同文化视角切入，帮助学生理解多元文
化，培养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并通过文后练习，进一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文化阅读教程》注重开阔学生的文化视野，特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书中分享自己在
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趣闻轶事，供学生讨论、借鉴。每单元为学生推荐与主题相关的图书、电影
等资源，让学生多角度感悟中外文化。

本书既可以配合《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同步使用，也可以作为文化读本独立
使用。此外，本书配备外研随身学App，提供课文录音，帮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综合训练》配合《综
合教程》提供更多语言训练，
每单元包含词汇与结构、阅
读理解、语言综合技能训练
和文化翻译四个部分。帮助
学生巩固知识，提升技能，
进一步提升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

《长篇阅读》旨在提高
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开
阔视野，通过系统的训练
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和快
速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
进一步提高其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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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阅读教程

长篇阅读 综合训练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长篇阅读 1 5135-5936-2(01) 29.90

长篇阅读 2 5135-5937-9(01) 29.90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综合训练 1 5135-5939-3(01) 26.90

综合训练 2 5135-5947-8(01) 26.90

外研随身学 App

文化阅读教程 3 5135-8472-2 39.90

文化阅读教程 4 5135-8528-6 39.90

长篇阅读 3 5135-5938-6(01) 30.90

长篇阅读 4 5135-5946-1(01) 31.90

综合训练 3 5135-5940-9(01) 28.90

综合训练 4 5135-5941-6(01) 28.90

  真实语料，题材广泛  原汁原味的音视频材料向学生展示鲜活地道的语

言、真实生动的交际场景、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

  技能训练，循序渐进  从专门录制的音像材料到来源多样的原版视频，

从基本的发音训练、对话练习到不同形式的自由表达，活动难度层级递进。

  文化世界，育人为本  中外文化点滴俯拾即是，各国风土人情悉如亲历，如同游历各国

，感受多元文化。

  思维培养，贯穿始终  创新思维、独立思考、探索发现、协作交流等体现在各种活动

中，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培养自主学习与合作式学习能力。

  立体资源，支持教学  DVD-ROM助学光盘提供各单元音视频资源；数字课程补充丰富

的练习资源；外研随身学App帮助学生随时随地看视频、学单词、评测语音、练习口语；U校园
智慧教学云平台功能全面、操作便捷，充分体现师生交互，全面保证教学管理。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9011-2 58.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9010-5 58.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9009-9 5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9008-2 59.90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5730-6(03) 45.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5738-2(03) 45.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5731-3(03) 46.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5735-1(03) 46.90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DVD-ROM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视听说教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智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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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
长篇阅读 1 5135-4233-3 26.90
长篇阅读 2 5135-4235-7 26.90
长篇阅读 3 5135-4236-4 27.90
长篇阅读 4 5135-4237-1 28.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快速阅读 1 5600-9719-0 23.90
快速阅读 2 5600-9708-4 23.90

快速阅读 3 5135-0020-3 24.90

快速阅读 4 5600-9953-8 25.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程 1 5135-2022-5(01) 35.90
文化阅读教程 2 5135-2041-6(01) 35.90
文化阅读教程 3 5135-2037-9(01) 35.90
文化阅读教程 4 5135-2036-2(01) 35.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 5600-7733-8(03) 39.90
综合教程 2 5600-8020-8(03) 39.90
综合教程 3 5600-8612-5(02) 42.90
综合教程 4 5600-8622-4(02) 42.90
综合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8682-8 39.90
综合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8667-5 39.90
综合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9229-4 45.90
综合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9668-1 45.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同步测试 1 5600-9423-6 14.90
同步测试 2 5600-9543-1 14.90
同步测试 3 5135-0021-0 15.90
同步测试 4 5600-9999-6 18.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5600-7764-2(02) 36.90
视听说教程 2 5600-8036-9(02) 36.90
视听说教程 3 5600-8624-8(01) 36.90
视听说教程 4 5600-8623-1(01) 36.90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8666-8 59.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8665-1 59.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9252-2 5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9707-7 59.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训练 1 5600-8621-7(01) 16.90
综合训练 2 5600-8620-0(01) 16.90
综合训练 3 5600-8619-4(01) 18.90
综合训练 4 5600-8618-7(01) 18.90

新标准大学英语
New Standard College English
总主编：Simon Greenall（英）  文秋芳

教材提供数字课程，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数字课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是由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共同开发、合作编写的一套国际化、立体化大学英语系列教程。历

经四年的调研、访谈、听课、论证，汇集多方意见与建议，确定教材设计理念与编写方案。编写后期，《新标准大学

英语》在多所院校进行一年的试用，并结合试用教师的反馈意见与建议，在调整与完善后正式出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共设1-4级，每级包括《综合教程》（配教师用书）、《视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文

化阅读教程》、《综合训练》、《同步测试》、《长篇阅读》与《快速阅读》。

新
标
准
大
学
英
语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通
用
英
语

18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New College English

延续第一版及第二版教材的优势：
 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要求和兴趣，引导学生积极

思考，主动参与

 围绕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主题，展开听、说、读、写、
译活动

 选篇精良，语言规范，内容更具时代性、知识性、趣味

性、可思性

 难易适度，循序渐进

 寓文化素质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

 提供完备的多媒体及数字教学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

教师教学提供强大支持

传承优势，应时更新    适度精简，全面优化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秉承前两版的特色和优势，广泛参考众多专家、学者的意见与来自实际教学的反馈，

依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进行修订和完善，以满足新形势下大学英语教学的需求以及新时期人才培养的需求。

开发新的特色：
 优化教材结构，由1-6级变为1-4级，同时强化与高中阶

段英语教学的衔接

 内容选材更具时代感和话题性，练习活动更加强调学习

者的思辨能力和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综合教程》选篇精简为一篇课内阅读、一篇课外阅读

 《视听说教程》增加了形式多样的原版视频；加大了口语

训练的比重；更加强调学习者分析材料、表达观点的能力

 《长篇阅读》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练习贴近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题型

 数字课程提供完备的课外阅读与练习材料，关注学生自

学能力的培养 

浙江大学  编著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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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综合教程 1 5135-1830-7(01) 39.90
综合教程 2 5135-1979-3(01) 43.90

综合教程 3 5135-2032-4(01) 46.90

综合教程 4 5135-2033-1(01) 46.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视听说教程 1 5135-1788-1(01) 39.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2013-3(01) 39.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2035-5(01) 41.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2034-8(01) 41.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长篇阅读 1 5135-4248-7(01) 24.90
长篇阅读 2 5135-3849-7(01) 25.90

长篇阅读 3 5135-4033-9(01) 26.90

长篇阅读 4 5135-4247-0(01) 27.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 1 5135-2110-9 23.90
综合教程 2 5135-2311-0 26.90

综合教程 3 5135-2523-7 30.90

综合教程 4 5135-2483-4 30.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教师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135-2051-5 39.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2295-3 43.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2515-2 4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2571-8 49.90

通过丰富多样的原版视频、专门拍
摄的录像短剧、丰富的听力材料以及
多层次的口语活动，从不同角度帮助学
生提高听说技能，培养交际能力。

练习贴近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
型，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能力
和应考能力。

围绕与校园、社会生活相关的主题，
选取思想性强、语言规范的文章，展开
读、写、说、译技能的综合训练，实现
语言技能的融会贯通。

MP3 DVD-ROM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依据“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和混合式教学理念设计，以立体化、个性化、自
主化和交互式学习为特色，包含鲜活生动的原版视频、专门拍摄的短剧、丰富的听力材料、多层次的口语活动以及与主题相关
的补充资源，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提高听说技能、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意识。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依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进行修订和完善，共设四个级别，每一级别包含《综
合》数字课程、《视听说》数字课程和《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助教课件

教材结构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

视听说教程综合教程 长篇阅读 新
编
大
学
英
语
（
第
三
版
）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通
用
英
语

20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第 1 册 5135-8727-3 42.90
第 2 册 5135-8821-8 42.90
第 3 册 5135-8823-2 45.90
第 4 册 5135-8826-3 45.90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教师用书
第 1 册 5135-8820-1 59.90
第 2 册 5135-8822-5 59.90
第 3 册 5135-8824-9 59.90
第 4 册 5135-8825-6 59.90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第 1 册 5135-9038-9 55.90
第 2 册 5135-9039-6 55.90
第 3 册 5135-9040-2 58.90
第 4 册 5135-9041-9 58.90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是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学“基础目标”、兼顾“提高目标”而编

写的一套英语听说教材。

本教材充分考虑新形势下社会对大学生英语听说交流能力需求的变化，以切实提升学生英语听说交流能力为

主要目标，并兼顾学业考试需求。与一般的听说教材相比，《大学英语听说教程》内容设计更加贴合普通本科院校

公外学生的真实英语听说水平和兴趣点，板块设计更加注重听说学习的层次递进，力求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提

升学生的听说能力。

本教材包含1-4级，主题贴近学生需求，从生活到学业，从情感到理想，从校园到社会，从历史文化到经济科学，

伴随学生成长，启迪学生心灵，适合与大学英语读写类教材配合，供大学通用英语模块中的听说课程使用。教材配

备教师用书、学习光盘、助教课件，有力支持课堂教学；依托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配套移动端数字课程提供交

互式学习资源，创建移动式、立体化学习环境，全方位支持个性化自主学习。

立足基础  选材设计贴合学生需求

着眼实效  循序渐进提升听说技能

总主编：陈向京

DV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移动端） 外研随身学 App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智慧版 智慧版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智慧版”教材

配备 U 卡通学习卡，基于 U 校园智慧

教学云平台，为院校提供除教材配套数

字课程外的多种拓展类数字课程，包含

测试类、文化类、商务职场类等多种类

型，助力院校开展混合式教学。院校可

按需选择增设课程的类型，教师可通过

U 校园的教学管理功能对学生课程学习

进行组织管理及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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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t ticket

• 回顾单元所学

• 培养自评习惯

 Further listening

• 巩固提升

• 强化模拟

• 助力备考

 View the world

• 综合视听 世界万象

• 多元文化 对比反思

 Listen to share

• 短篇听力 讨论分享

• 多元视角 启发思辨

• 听力策略讲解 提升听力技能

 Listen to communicate

• 对话听力 交际训练

• 语言鲜活 场景真实

• 提供范例语言 总结交际技能

 Listen to understand

• 新闻听力 全新题型

• 世界动态 前沿资讯 开拓视野

• 提炼听力技巧 助力学生理解

 Pronunciation

• 音→词语→句子→短文
朗读

• 循序渐进强化语音

  设计合理 贴合实际需求
视听材料的设计选择注重贴合学生在英语听说方面的实际需求，并体现四、六级考试改革方向，包含新闻、长对话、短篇

等多种体裁。口语输出活动的设计更加丰富，新设发音训练、短文朗读、看图说话等四、六级口语考试新题型，力求更有针对
性地提升学生的口语能力。

  循序渐进 契合学生水平
充分考虑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的实际英语听说水平，视听输入材料在词汇、语速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准的难度控制和梯度设计。

板块层层递进，从Listen to understand 到Listen to communicate，再到Listen to share，逐步提高学生对听力内容的
理解、分析归纳和推理能力，循序提升学生从发音、对话到不同形式的自由表达等各层次口语能力。

  资源立体 优化教学模式
教材、光盘、助教课件与移动端数字课程之间相互支持，为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立体化资源，全方位优化教

学模式。数字课程依靠移动技术，加强课内师生、生生间的沟通与分享，课前和课后的个性化学习与指导，创建移动式、自主
化的学习环境，实现教学手段与模式的创新。数字课程提供丰富学习资源，配合四、六级口语考试，提供相关题型训练，利用语
音评测软件，进行即时评测与反馈。

 Warm up

• 主题预热

• 激发兴趣

教材特色

大
学
英
语
听
说
教
程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数字课程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数字课程依托U校园智慧教学云
平台，基于移动端，深入结合数字产品特点，设计立体化的
听说学习模块与丰富的交互练习，实现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

课程特色：
●  四级听说，全真模拟  各级别提供期中、期末两套四级

听说模拟试题，配套iSpeak App，模拟四级口试答题流
程，让学生提前熟悉考试题型，提升口语能力

●  教学情况，尽在掌握  课前设置教程学习模式，监控学
习进度；课上随机点名、匿名投票，提升课堂效果；课
后发布作业测试，统计成绩，监测教学效果；课程每单
元预置小组讨论作业，可一键发布，在线批改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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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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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C

M

Y

CM

MY

CY

CMY

K

新�用大学英�（��篇）3-四色片.pdf   1   17/3/22   23:05

新应用大学英语

2
2

基
础
篇 

COLLEGE ENGLISH
PPLIED

新应用大学英语
COLLEGE ENGLISH
PPLIED

CO
LLEG

E EN
G

LISH
PPLIED

新
应
用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篇

总主编    

张克建

主    编    

王达金   

李    玲

项目负责：陈新    责任编辑：冷文箴    陈新    封面设计：郭子    版式设计：涂俐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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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即将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先导，贯彻

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

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区域经济特色发展，适

应国家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

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

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需要。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

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

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

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

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

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

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

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

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

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定价：46.90元
（含MP3光盘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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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务院“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

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精神，服务经济发展“调结构、转方式”的国策，服务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服务高等

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发展趋势和要求，致力于秉承高校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文性，强化大学英语课程的应用

性和实用性，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终身学习理念，发掘大学英语课程的潜能与活力，满足培养高素质应用技

术型人才的需要。

《新应用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和拓展篇。其中，基础篇（第1、2 册）针对《指南》中的基础目

标而设计，侧重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人文性占70%，工具性占30%；职场篇（第3、4 册）针对《指南》中的提高目标而

设计，充分体现职场特色，其工具性占70%，人文性占30%；拓展篇针对《指南》中的发展目标而设计，为学术英语或

职业英语教学服务。拓展篇教材为开放性系列，根据不同院校的学科专业分类分册编写。

有效结合人文性与工具性

凸显应用特色和职场特色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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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明确 体现新时期高等教育“分层次、调结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致力于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培养经
济社会建设急需的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

 理念新颖 融工具性和人文性于一体，以学生未来的个人发展为着力点，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为重点，
以发掘课程内涵、深化教学改革为目标。

 体系完备 教材分为基础篇、职场篇、拓展篇，与《指南》中的基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直接对接，全方位提升学生
的英语应用能力：基础篇重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引领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重在培养学生的职场素质，引导学生认识社会、
走进职场；拓展篇从职场过渡到专业，让学生接受完整的社会人和职业人教育。

 目标鲜明 教学目标在于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交际能力、职场竞争力和职业发展能力，使课堂与社会、职场、职业紧
密结合，从课堂步入社会、走近职场、走进职业。

 资源多样 教材配有MP3光盘和电子教学课件，并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Unipus平台推出更多精品资源，如微课和翻转课堂
等，从而改善语言学习环境，创新语言教学模式。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1 5135-6312-3(01) 4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2 5135-6310-9(01) 4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3 5135-7400-6(01) 4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4 5135-7403-7(01) 4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教师用书 1 5135-6313-0(01) 62.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教师用书 2 5135-6311-6(01) 62.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教师用书 3 5135-7401-3(01) 65.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教师用书 4 5135-7404-4(01) 65.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拓展训练 1 5135-6314-7(01) 3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基础篇）拓展训练 2 5135-8792-1 3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拓展训练 3 5135-7402-0(01) 3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新应用大学英语（职场篇）拓展训练 4 5135-8793-8 36.90 元（含 MP3 光盘一张）

基础篇 拓展训练 1 5135-9066-2 59.90 元
基础篇 拓展训练 2 5135-9067-9 59.90 元

职场篇 拓展训练 3 5135-9068-6 59.90 元

职场篇 拓展训练 4 5135-9065-5 59.90 元

基础篇以人文话题为主，适度延伸至职场和职业领域，旨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引导学生走近职场。职场篇以职场话题为主，凸显应
用特色，兼具人文性，选材注重普适性、导向性和时代感，紧扣学生就业及职场交
际需求，旨在帮助学生走进职场。  

教师用书是辅助教学的有效工具，旨在帮助教师摆脱繁重的文字摘录工作，明确
教学重点和难点，设计教学流程，实现“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或“教教参”。同
时，给教师留有足够空间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此外，教师用书采用了教学讲
解与课文内容对开排版以及将练习题答案直接置入的方式，使用起来直观便捷。

拓展训练是学生用书的必要补充和有效延伸，也是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价的
重要工具。训练题型贴近最新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型，涉及听、读、写、译
等方面。每册包含与主教材主题密切相关的8个单元，此外还配有期中和期末测
试题，“以练促学、以练促教、以练促考”。

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

拓展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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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

新应用大学英语

智慧版

智慧版   《新应用大学英语》“智慧版”教材配备 U 卡通学习卡，基于 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为院校提供除教材

配套数字课程外的多种拓展类数字课程，包含测试类、文化类、商务职场类等多种类型，助力院校开展混

合式教学。院校可按需选择增设课程的类型，教师可通过 U 校园的教学管理功能对学生课程学习进行组织

管理及监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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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界大学英语
New Vision College English 总主编：Simon Greenall（英）  周  燕

 夯实基础，培养能力
从普通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实际出发，通过不同形式的

语言训练，帮助学生巩固语言基础；通过真实的语境、生动
的语料和灵活的练习，提升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在不同情
境下应用语言的能力。

 激发兴趣，开拓视野
主题贴近学生生活，体现时代特色，涵盖校园生活、社

会万象、经济文化、职业发展等。选材内容丰富、角度新颖，
语言地道实用、生动鲜活，版式设计赏心悦目、充满创意，有
助于学生愉快学习，拓展视野。

 引导方法，注重实用 
任务设计鼓励参与，启发思考，各类结合真实场景的活

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语言练习提供听、说、读、写
等技能的策略讲解，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

 结合测试，有效评估 
语言练习参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向，体现

语境真实、技能综合、注重应用的设计原则，有助于学生以
练促学；通过单元复习、辅学练习册等多种方式，检验学习
成效，提高教学质量。

 资源立体，便于教学 
除主干教材外，提供《综合训练》、《长篇阅读》等辅助

教材，并设计了光盘、数字课程、教学课件等立体化资源，为
师生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教学支持。

针对普通本科院校教学特点  体现“因材施教”教学理念

《新视界大学英语》是由外研社和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开发、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共同设计与编写的一

套国际化、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

《新视界大学英语》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指导，以普通本科院校的大学生为教学对象，针对此类院

校的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办学特色，在打好语言基础、提高英语水平、培养综合应用能力的总体目标下，更加关

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教材的设计与编写体现了“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教

育原则与“教学相长、学用相成”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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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界大学英语》针对大学英语“一般要求”设计，共四个级别，每级包含《综合教程》（配教师用书）、《视听说教程》
(配教师用书）、《综合训练》和《长篇阅读》，每级八个单元，每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各分册既相互呼应，又自成一体，围绕
同一主题，全面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新视界大学英语》数字课程

本数字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分为1-4级，每一级设有
《综合》数字课程、《视听说》数字课程和《长篇阅读》数字
课程。依托Unipus高校外语教学平台的强大功能，教师可实
时设置学习活动，把控学习进程，并随时查看学习进度、练
习成绩，给予在线反馈。

  完善学习流程，增加Unit file、Unit test等自测环节

  配备在线字典，实现课文单句点读、逐句翻译

  新增口语跟读、角色扮演，促使学生多说多练

  提供多种阅读模式，可自主调节阅读速度，记录阅读时长

视听说教程综合教程

综合训练 长篇阅读

NEV

N
E
V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2

视
听
说
教
程

2

新视界大学英语

NEV

网址：http://www.fltrp.com

一个学术性教育性
出版机构

推动科研 服务教学 坚持创新

《新视界大学英语》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开

发、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共同设计、国内多所高校教师参与编写的一套国际化、立体化大学

英语教材。本系列教材全面贯彻《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充分考虑国内高校大学英语

教学实际，体现了“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与“教学相长、学用相成”的教学

理念。

《新视界大学英语》针对大学英语“一般要求”层次的教学进行设计，共4个级别。

每一级包含《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快速阅读》和《综合训练》，同时提供学

习光盘、教学光盘、网络自主学习平台、试题库等立体化教学资源。

《新视界大学英语》在编写上具有以下特色：

 夯实基础，培养能力 从普通本科院校的英语教学实际出发，编写科学，针对

性强，帮助学生在巩固语言基础的同时，提高在不同情

境下应用语言的能力。

 激发兴趣，开拓视野 主题贴近学生生活，体现时代特色，选材内容丰富、角

度新颖，语言生动地道，版式充满创意，有助于学生愉

快学习，拓展视野。

 引导方法，注重实用 活动设计鼓励参与，启发思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学习策略讲解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语言学习习

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结合测试，有效评估 语言练习参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改革方向，有助

于学生以练促学；通过单元复习、辅学练习册、试题库

等多种方式，检验学习成效，提高教学质量。

项目负责：张  易    责任编辑： 荀晓鸣  方  寅    装帧设计：郭  子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视听说教程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定价：34.90元
（含CD-ROM光盘两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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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程 Listening and Speaking

总主编：Simon Greenall（英）    周   燕

NEV
新视界大学英语

新视界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2 全封.indd   1 2011.7.15   8:43:10 AM

新视界大学英语  
综合训练 1 5135-0969-5(01) 24.90
综合训练 2 5135-1445-3(01) 24.90

综合训练 3 5135-1784-3(01) 27.90

综合训练 4 5135-2017-1(01) 27.90

新视界大学英语 
长篇阅读 1 5135-4229-6(01) 30.90
长篇阅读 2 5135-4230-2(01) 30.90

长篇阅读 3 5135-4231-9(01) 31.90

长篇阅读 4 5135-4232-6 31.90

数字课程

MP3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新视界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 5135-0677-9(04) 41.90
综合教程 2 5135-0863-6(04) 41.90

综合教程 3 5135-0893-3(04) 43.90

综合教程 4 5135-0862-9(04) 43.90

新视界大学英语 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 1 5135-0899-5 35.90
综合教程 2 5135-1471-2 35.90

综合教程 3 5135-1727-0 38.90

综合教程 4 5135-2055-3 38.90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新视界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5135-0644-1(02) 39.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0865-0(02) 39.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0864-3(02) 3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0861-2(02) 39.90

新视界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5135-9064-8 52.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9063-1 52.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9062-4 52.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9061-7 52.90

新视界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 5135-9060-0 54.90
综合教程 2 5135-9059-4 54.90

综合教程 3 5135-9058-7 56.90

综合教程 4 5135-9057-0 56.90

新视界大学英语 教师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135-0897-1 59.90
视听说教程 2 5135-1473-6 59.90

视听说教程 3 5135-1549-8 59.90

视听说教程 4 5135-1924-3 59.90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智慧版 智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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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易”英语：轻松活泼易懂，学生乐学易学

Enjoyable  “艺”英语：结合艺体专业，关注学生兴趣

Effective  “益”英语：注重学习策略，有效提升能力 主审：刘世生  总主编：葛宝祥  王利民

艺体类
大学英语

   知识体系：体系完整，点面结合
各单元包括听说、阅读、语法、写作和文化五个板块。

知识分布由易到难，渐次增强，帮助学生提高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

   主题内容：主题丰富，视角多元
选材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充分考虑艺体

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需求，注重信息性、时代性和趣
味性。语言输入地道鲜活、形式多样。

   练习活动：循序渐进，操作性强
通过系统实用、形式活泼的专项训练与综合训练有效关

联语言学习和专业学习，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创新思考、学以
致用。

   技能讲解：点拨要点，以点带面
注重语言技能与学习技巧讲解，讲求方法引导，并结合实

例分析与专项训练，帮助学生掌握有效学习方法，全面提升语
言技能。

   版式设计：活泼新颖，利于学习
全面考虑艺体专业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审美情趣，版式设

计有效突出学习重点，体现学习流程，创建轻松学习环境，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 1 册 教师用书 5135-3552-6 29.90
第 2 册 教师用书 5135-3839-8 29.90
第 3 册 教师用书 5135-4826-7 31.90
第 4 册 教师用书 5135-5594-4 32.90

E 英语教程
第 1 册 5135-3082-8 43.90
第 2 册 5135-3087-3 43.90
第 3 册 5135-3088-0 47.90
第 4 册 5135-3086-6 47.90

综合训练 1 5135-4566-2 17.90
综合训练 2 5135-4565-5 17.90
综合训练 3 5135-4567-9 19.90
综合训练 4 5135-4563-1 19.90

第四届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二等奖

第四届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二等奖

本教材依据英语教学先进理念，遵循语言学习内在规律，同时结合艺体专业学生的专业特点而编写，充分体现了

艺体专业大学英语教材所应承载的专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本教材共1-4级，每级配备教师用书、学习光盘和助教课件。配套分册《综合训练》紧密结合学生用书编写，通

过灵活多样的练习形式帮助学生巩固学生用书重点语言知识，在反复操练中实现知识的灵活应用。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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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夯实基础，循序渐进，轻松学习，顺畅交流
 结合艺体专业学生在听力和口语表达方面的需求和困难，进
行基础语音和听力技能的讲解和训练，帮助学生打好基础，
自信表达。

 考虑到艺体专业学生的交际需求，口语活动提供日常生活场
景和艺体专业相关场景两种选择，帮助学生培养真实情境
下的交际能力。

 根据艺体专业学生现有知识和技能储备，口语活动均提供必
要的语言输入和方法提示，引导学生从学习模仿逐步实现
自由表达。

   阅读：题材广泛，内容生动，练习注重方法引导
 每单元包含一篇通识主题文章和一篇艺体主题文章，帮助
学生提升人文素养，拓展专业视角。

 练习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提供必要的知识讲解和范例，兼
顾基础夯实和方法引导。

 结合每单元艺体主题，设计形式多样的口语活动，讨论专
业相关话题。

   语法：精讲精练，注重实用，击破语法重点、难点、

易错点

   写作：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注重方法引导和基本

功训练

   文化：多元文化，趣味阅读，培养跨文化意识与交

际能力

每单元包括 Vocabulary and structure, Translation, 
Grammar, Reading comprehension 四大板块。

每四单元提供一套综合测试题，检测阶段性学习效果。

三、四册适度扩展，增加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题型，满足学
生测试需求。

巩固基础，灵活运用，以测促学

综合训练

E
英
语
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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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基础教程（零起点）（修订版）

College English
主编：李桂兰

 起点合理，循序渐进，在加强英语语言基础训练的同
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采用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教学模式，以听、说领
先，逐步展开读、写、译多项技能的全面发展

 选材难度适中、语言规范、内容新颖、题材广泛，融知
识性、时代性、趣味性于一体，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
知识学习的有机结合

 配套资源丰富，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
方便教学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零起点）（修订版）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1 5600-8677-4(01) 23.90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2 5600-8676-7(01) 23.90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3 5600-8675-0(01) 23.90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4 5600-8674-3(01) 23.90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修订版）1-4 5600-8671-2(01) 28.90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1-2 教师用书 5600-8673-6 13.90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3-4 教师用书 5600-8672-9 15.90
大学英语基础语法教程（修订版） 5600-8669-9 22.90
大学英语基础阅读教程（修订版） 5600-8668-2 29.90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修订版）1-4 教师用书 5600-8670-5       18.90

修订版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又作了如下完善：

 更新部分选篇，注重增强教材的趣味性和时代感

 练习编排更加合理，有利于学生在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中
有效地习得语言知识

 教学资源中增加了与教材配套的MP3光盘，方便学生学
习与教师教学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是从零起点开始的一套英语基础教材，适合全国各高校入学时未学过英语或英语基础较

弱的学生使用。

为顺应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体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的精神，编者根据使用院校的反馈以及专家

的建议，从内容和资源上对本教材进行了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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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程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学习，强调语言综合应用能
力的培养。对话部分复现真实生活场景，提供示范；课文选
材语言规范，文体多样；语法部分讲求实用，寓语法知识于课
文和补充阅读材料之中；语言练习形式多样，突出了“以练为
主”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阅读练习是与课文相配合的
辅助读物，是对课文的补充，旨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此次修订重新调整设计了部分板块：新增了Reading for 
Fun板块，其中包括英文谚语及不同情境下的日常用语等；第
三册中单独设立Guided Writing板块，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语言输出能力；第四册中Predicting板块改为Warm-up板块，根
据当前学生的认知水平调整了部分问题的角度，更好地帮助
学生熟悉课文主题。

本教程用浅显易懂的语
言对英语语法结构及英语习
惯用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
述，特别是对初学者容易感到
困难的语法项目作了细致、透
彻的讲解，并配有典型例句。

本教程选材广泛、主题新
颖、针对性强。全书分为基础
篇和提高篇，文章难度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练习形式多样，
包括选择题、判断正误、填空、
回答问题、完成句子等。

本教程四册合订，每册有八个教学单元和两个阶段测试
单元，每单元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听力练习，包括单项听
力技能训练和语篇整体听力技能训练；第二部分为口语练习，
该部分以功能练习为主，提供基本句型、常用语句和与话题
相关的词汇，以启发学生开口。

系列分册 配套资源

《大学英语基础教程》（修订版）1-4册 教师用书、MP3光盘、音带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修订版）1-4册 教师用书、MP3光盘、音带

《大学英语基础阅读教程》（修订版）

《大学英语基础语法教程》（修订版）

＊《大学英语基础听说教程》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材结构

基础教程

听说教程

语法教程 阅读教程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教
程
（
零
起
点
）（
修
订
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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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推荐教材 教学资源

国际人才类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初级、中级、高级）P32 教师用书、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文化类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P34 助教课件

英语畅谈中国文化 P34 电子版教师用书、助教课件、慕课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P34 助教课件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P35 助教课件

跨文化交际：中英文化对比 P35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P35 网络资源

跨文化沟通  P35

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P36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P36

英语报刊选读 P36

英语电影视听说 P36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英语电影赏析 P36 VCD光盘、教师用书

音乐剧英语综合教程 P36 教师用书、网络资源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P36 DVD光盘

走进美国文化 P36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求学篇·旅游篇·商务篇）P36

口语类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P37 CD-ROM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P37 MP3光盘、助教课件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P37 MP3光盘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P38 MP3光盘

英语语音 P38 CD-ROM光盘 

生活英语听说 P38 慕课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上、下）P38

跨文化口语教程 P38 MP3光盘

英语视听说教程 P38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写作类

新一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P39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P39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P39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P39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P40

大学英语翻译与写作指导 P40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P40

高级实用英语写作 P40

高级英语写作教程 P40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参赛指南  P40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P40

演讲辩论类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P40 CD-ROM光盘、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P41

英语辩论教程 P41 DVD光盘、网络资源

对答如流——综合知识篇 P41 CD-ROM光盘

灵思泉涌——即兴演讲篇 P41 DVD光盘、网络资源

英语演讲选评100篇（2006-2011）P41 DVD光盘

2010-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P41 DVD光盘

英语演讲比赛参赛指南 P41

英语演讲实训指南 P41

翻译类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P42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P42

旅游翻译 P42

文学翻译 P42

英汉互译简明教程 P42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教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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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型 推荐教材 教学资源

听力类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P42 MP3光盘

大学英语学术讲座听力教程 P43 网络资源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P43 网络资源

大学英语泛听 P43 MP3光盘

大学英语听力教程 P43 MP3光盘

阅读类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第四版）P44 CD-ROM光盘

高级英语阅读教程 P44 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P44

科技英语阅读教程 P44

语法类
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P44

新编大学英语语法与练习 P44

词汇类
英语词根与单词的说文解字 P44

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 P44

学术英语
（学科类）

学术英语（综合、人文、社科、管理、医学、理工）P45
CD-ROM光盘、DVD-ROM光盘、助教课件、教
师用书、数字课程

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P45 DVD-ROM光盘、助教课件、电子版教师用书

学术英语
（技能类）

学术英语阅读、学术英语听力、学术英语口语、学术英语情境
口语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 P46

DVD-ROM光盘、CD-ROM光盘、电子版教师用
书、教师用书、网络资源

国际交流类

国际会议交流 P46

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P46

国际文献读译 P46

学术交流英语 P46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P46

学科英语类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经济学、心理学、医学、文学、
西方文明） P47

大学专门用途英语系列教材（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
学、电气工程、风景园林、林业科学、 艺术设计、学术英语读
写教程）P48

电子版教师用书

商务英语类

商务英语（初入职场、职场进阶） P49 DVD-ROM 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入门（修订版）P50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写作（修订版）P50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视听说 P50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商务英语谈判 P50 助教课件

跨文化商务交际 P50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听说 P50 MP3光盘

商务英语阅读 P50 助教课件

职业英语类 职场英语 P51 MP3光盘、教师用书

金融英语类
金融英语教程 P51 教师用书

金融英语听说 P51 MP3光盘、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类

科技英语翻译 P51 电子版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P51 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阅读 P51 网络资源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P51

科技英语写作 P51 电子版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语法 P51 教师用书

法律英语类

大学法律英语教学大纲 P52

法律英语教程 P52 教师用书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 P52 网络资源

大学法律英语高级教程 P52 网络资源

其他专门用途英语

音乐英语 P52

建筑英语 P52

医学口译 P52 网络资源

医学主题英语——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P52

军事英语听说教程（修订版） P52 MP3光盘、教师用书

后
续
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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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才英语教程
Going Global

 以产出为导向，实现学以致用 教材遵循“产出导向法”设计，通过设定职场情境明确产出目标，帮助学生了解自身不足，

激发学习动力；在学习过程中从内容、语言、技巧、策略等方面为学生提供有效补足，为完成产出任务做好准备。

 带入职场角色，体验真实职场情境 教材每级设定不同职场情境，代入不同角色，以视频的形式呈现，使学生浸入到职

场情境中，通过实践完成对于内容、语言、技巧、策略的学习，从而最终达成产出，实现沟通能力的提升。

 聚焦能力素养，培养国际人才 教材精心设计产出任务，合理设置活动形式与顺序，帮助学生提升沟通能力、分析与解决

问题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思辨能力。另外，教材每单元设置独立板块，呈现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输入素材，体裁多样，内容

丰富，帮助学生拓展视野，提升人文素养。

 呼应“国才考试”，实现教学与评测的有效结合 教材每个级别对应国才考试的一个级别，呼应“国才考试”“聚焦职

场”的设计理念，从职场问题着手，通过完成一系列的活动，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另外，教材通过任务形式、难度以及考查能力与“国

才考试”的对接，明确了学生的学习目标，增强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配套数字课程，打造多元学习环境 教材配套数字课程，结合单元语篇结构、语言技巧、交际策略提供更多针对性练习和

活动，帮助夯实专项能力。另外，课程配有“国才考试”相应级别专项训练题库，有效助力备考。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以国家对于国际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国才考试”所考查的能力要求为纲，以普通本科院

校的大学生为教学对象，旨在培养国际人才应具备的核心素养—沟通能力。

教材秉承“产出导向法”和“体验式学习”教学理念，设计真实的职场情境，以展现职场任务、明确教学目标、

激发学习动力；通过视频化手段呈现情境并代入人物角色，使学生能够完全参与到任务完成过程中，通过实践完成

学习目标，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本教材包含三个级别—初级、中级、高级。每级包含四个职场任务，共八个单元，每两个单元完成一个职场任

务。单元内板块设计通过信息获取、技巧构建两个层面培养学生沟通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以及思辨能力，并在任务实践环节通过步骤引导，完成产出任务。教材视频以二维码形式呈现，学生扫码即可观看，

创建移动式、立体化学习环境。另外，为更好地帮助教师开展教学，教材提供立体化教学支持，包括教学用书、课

件、数字课程等，帮助教师打造线上线下立体化的教学环境，满足新型教学模式的需求。

体验真实情境  提升应用能力  培养国际人才

教材特色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

国际人才类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数字课程



Case briefing  情境介绍

 以视频的形式呈现职场情境，代入人物角色，
明确产出任务，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Starting up  问题描述

 根据职场情境提炼单元目标，明确单元内容和
单元产出任务。

Taking in  信息获取

 多元形式输入，提供对完成单元产出任务有帮
助的内容信息。

Building up  技能构建

 从语篇结构、语言技巧、交际策略三个层面提
供完成单元产出任务所需要的语篇技能。

Carrying out  任务实践

 呼应单元产出任务，注重步骤引导，在提升输
出能力的基础上，提高思辨能力、组织能力等
多元能力。

Looking beyond  视野拓展

 补充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输入材料，囊括人文、
社科等各个领域，帮助学生在提高语言应用能
力的同时拓展视野，提升人文素养。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初级） 978-7-5213-0037-6 59.90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中级） 978-7-5213-0038-3 59.90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高级） 即将出版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初级）教师用书 978-7-5213-0040-6 35.90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中级）教师用书 978-7-5213-0039-0 35.90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高级）教师用书 即将出版

Starting up Starting up

Taking in

• Viewing
• Reading

Taking in

• Viewing
• Reading

Building up

• Preparing for the structure
• Sharpening the skills
•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Building up

• Preparing for the structure
• Sharpening the skills
• Developing the strategies

Carrying out

• Biz practice

Carrying out

• Biz practice

Looking beyond Looking beyond

CASE BRIEFING

FIRST UNIT SECOND UNIT

代入职场角色，呈现职场困境

分解解决职场困境的关键环节， 

引出单元任务

完成单元产出任务的内容准备

完成单元产出任务的技能准备

完成单元任务，解决关键环节

两单元结合，解决职场困境

感受多元文化，培养国际视野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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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谢福之

	英国		 	爱尔兰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聚焦六个主要英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内容全面，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时效性强，着眼最新发展，紧扣时代脉搏

     语言难度适中，提供难词、专有名词及背景知识注释

     提供助教课件，补充视频资料，丰富课堂教学

书号：5135-2941-9 定价：39.90元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助教课件

助教课件

书号：5135-8970-3  定价：49.90 元

主编：王志茹 陆小丽

     结合慕课，实现立体教学 引入慕课视频，为翻转课堂和混合式教学提供
“抓手”，教材与慕课内容有机结合，实现线上线下立体化教学

     选文经典，提升人文素养 精选经典名篇和行业专家的权威之作，帮助学生
欣赏经典、学习美文，从权威的视角品味中国文化的魅力

     主题丰富，汲取文化精髓 主题涵盖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深入挖掘中国文化内涵，带
领学生探索文化现象背后的中国魂

     技能融合，提高语言能力 练习新颖多样，注重语言技能的综合性提高，培养学生用地道英
语准确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

英语畅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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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SJ00034838英���中国文化（20170831)最�最.pdf   1   2017/8/31   11:51:16

慕课

扫码登录网站，

搜索“英语畅谈中国”慕课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作者：叶  朗  朱良志  译者：章思英  陈海燕  编者：张桂萍

     多维度展示中华灿烂文化，彰显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文化性格

     注重文化对比，培养跨文化意识与思辨能力

     设计真实交际任务，实现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输出

书号：5600-9984-2 定价：39.90 元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助教课件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文化类
扫码查看文化类全部教材

电子版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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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类

跨文化沟通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庄恩平 
Nan M. Sussman （美）    编著

定价：38.90元

◎责任编辑：屈海燕    邢贺兰    ◎封面设计：孙敬沂    ◎版式设计：涂   俐

《跨文化沟通》由中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共同编写，结构清晰、

内容实用、活动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既可作为高等学校跨文化类

课程教材，也可作为从事跨文化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参考用书。本书

基于丰富的跨文化沟通案例，引导学生层层剖析，学以致用：

案例剖析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提高发现跨文化沟通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敏锐力

深度阅读
引导学生探究跨文化沟通问题的深层原因，提高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

视角拓展
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以跨文化视角分析各类现象与问题

主编：庄恩平  Nan M. Sussman ( 美)

 案例引发思考 依托经典案例，培养学生以全球视野观察世界、发现问题的
意识与能力

 阅读带动学习 通过阅读引导学生探究问题背后的原因，积累相关跨文化知识，培养思辨能力

 拓展强化能力 提供多种视角与观点，培养学生从跨文化视角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书号：5135-4209-8 定价：38.90 元

跨文化沟通

编著：胡  超  审校：Brad J. Herd

 总结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见问题，注重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
识和交际能力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通过案例分析、课堂活动与练习，帮助学生将交际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

 提供配套的网上教学资源，包括相关阅读材料、视频材料等

书号：5600-4972-4(01) 定价：29.90 元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网络资源

书号：5135-5668-2 定价：39.90 元

即将出版

编著：廖华英

     主题丰富多元，涵盖国家概况、文教科技、民俗风情、旅游揽胜等各方面信息

     内容深入浅出，由表及里，探讨文化内涵，培养文化意识

     练习灵活多样，不仅强调对中国文化信息和知识的掌握，更注重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主编：张桂萍

     全书共八个单元，每单元围绕一个主题，从衣、食、住、行、娱等最贴近生活的
角度出发，对中国和英语国家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内容丰富，重点
突出，引导学生领悟两种文化的精髓

     课后练习和活动的设计灵活多样，融入中英文化对比内容和真实跨文化交际
场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选取大量生动有趣、实用性强的语言材料，保证充足的目标语输入，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语言
应用能力

◎项目负责：赵春梅    ◎责任编辑：牛亚敏    

◎封面设计：孙敬沂    ◎版式设计：郭 子 涂     俐

语
言
文
化
类

专业英语类

中
国
文
化
概
况

主编：  廖华英

A GLIMPSE OF
CHINESE CULTURE

中国文化概况
中国文化概况

本书用简洁的英文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概貌，架起

了一座沟通中西的桥梁。

主题丰富多元，涵盖国家概况、文教科技、民俗风情、

旅游览胜等各方面信息。

内容深入浅出，由表及里，探讨文化内涵，培养文化

意识。

练习灵活多样，不仅强调对中国文化信息和知识的掌

握，更注重培养思辨能力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版式新颖美观，有机结合内容和形式，突出中国特色，

使学生在阅读中感受中国文化之美。

语言技能类

语言应用类

语言文化类

英语报刊选读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英语电影视听说

英语电影赏析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走进美国文化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音乐剧英语综合教程

(

修
订
版)

语言文化类

高等学校英语 系列教程

定价：39.90元

高等学校英语 系列教程

(修订版)

(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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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助教课件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跨文化交际：中英文化对比 助教课件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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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主编：田祥斌  王秀银

主审：张中载

书号：5600-5989-1(01) 定价：38.90 元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主编：张  健
书号：5135-2459-9  定价：35.90 元

英语报刊选读

主编：张卫平
书号：5600-5076-8(01)  定价：39.90 元

英语电影视听说

编著：徐志英  邓  杉  赵  蓉
学生用书 5600-8660-6(01)  35.90

教师用书 5600-8661-3(01)  14.90

CD-ROM 教师用书

英语电影赏析

作者：Andrew Lynn（英）
学生用书 5600-5077-5(01) 49.90
教师用书 5600-5079-4(01) 16.90

VCD 教师用书

走进美国文化

作者：Maxine F. Huffman（美）

           Donald M. Huffman（美）

书号：5600-9064-1(01) 定价：34.90 元

音乐剧英语综合教程

编著：张桂萍
学生用书 5600-9143-3(01) 37.90
教师用书 5600-9253-9(01) 42.90

教师用书 网络资源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主编：张  丽
书号：5135-0514-7 定价：39.90 元

DVD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

何其莘  杨孝明等  著

旅游篇 5135-6687-2  39.90

求学篇 5135-7700-7  39.90

商务篇 5135-8395-4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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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Simon Greenall (英)

 理念创新，“交际”驱动 结合输出驱动理念，以“跨文化交际”为驱动核
心，输入输出环环相扣，由浅入深，设计分阶段“三部曲”，逐步提升学生
的口语能力

 实战对话，练就“会说” 挑选真实、实用的交际场景，融入地道的语言输入，音视频强调
主要国家语音差异，实现“第一部曲”— 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对话

 中外碰撞，言语“得体” 总结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和误区，强调中外对比，提升文化
敏感度和跨文化意识，实现“第二部曲”— 在不同的跨文化场景中言语得体

 思辨拓展，言之“有物” 打破传统活动设计，分割输入，一步步引导学生思考输出，体
现“西式”思辨，拓宽学生思路，实现“第三部曲”— 在跨文化交际中言之有物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上册 5135-4546-4 38.90
下册 5135-6186-0 39.90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交际 · 文化 5135-2867-2 28.90
思辨 · 学术 5135-3080-4 32.90

主编：夏玉和

本教材分《交际·文化》和《思辨·学术》两册，各有侧重，逐步提高。

 情景真实，语用多样，实现鲜活交际 

 天下视野，中国情怀，提升文化素养 

 旁征博引，思想争锋，促进思辨创新 

 归纳演绎，博闻强记，训练学术交流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CD-ROM 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MP3 助教课件MP3

口
语
类

总主编：李华东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以功能意念教学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编
写依据，包含《功能与语境》、《差异与理解》、《交际与提高》三个分册，通过真实
地道的语言和任务设计营造出真实的交际场景，帮助学习者提高口语水平和跨文
化交际能力。

《功能与语境》 帮助学习者熟悉常用交际功能的核心句型，并结合交际语境灵活运用

《差异与理解》 揭示文化差异，培养文化宽容意识，全面拓展学习者口语交际能力的深度和广度

《交际与提高》 鼓励学习者参与讨论、辩论和即兴表演等多种交际任务，切实提升交际能力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1 功能与语境 5135-3709-4 42.90
2 差异与理解 5135-3808-4 42.90
3 交际与提高 5135-3882-4 43.90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MP3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电子版教师用书

口语类
扫码查看口语类全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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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Jo Robinson（英）   Lois Davey（英）

本书作者具有良好的教育学和英语教学背景，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达
15年之久，对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习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有针对性地聚焦日常生活用语和中西文化差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口语活动设计灵活，丰富实用，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度和课堂活跃度

   语言地道，语境真实，设有Chinglish板块帮助学生纠正语用错误

书号：5135-6429-8(01) 定价：46.90 元

编者： Jo Robinson (英)

            Lois Davey (英)

Connections

Connections is an oral English textbook 
designed to provide Chinese students 
with a useful and relevant foundation 
in conversational English as well as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cultur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is textbook:
教材特色:

•	 focuses	on	teaching	oral	English	to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针对中国学生

•	 introduces	Western	cultural	perspectives	−	
recognizing that language and culture are 
intimately related

 介绍语言文化

•	 uses	a	functional	approach	and	teaches	
conversational English in useful, daily life 
scenarios

 聚焦日常生活

•	 employs	controlled-practice	exercises	to	
improve accuracy

 模拟真实语境

•	 incorporates	fun	games	and	interactive	role	
plays to improve fluency

 结合角色扮演

•	 contains	a	“Teachers’	tips”	section	
 提供教学建议

•	 lays	useful	foundation	for	IELTS	
	 辅助雅思备考

Jo Robinson
studied at Warwick 
University in the UK (BA 
with Hons), Leicester 
University (Post 
graduate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House, 
London (TEFL 
certificate). She taught 
in London for four 
years and has taught 
English in China for 
over fifteen years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nan Light 
Industry University, 
Cornerstone Training 
Center and He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Lois Davey
studied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BEd with 
Hons). She taught 
in Cambridge for 
four years and has 
taught English in 
China for four years 
(Cornerstone Training 
Center, Henan College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Greenway 
Language Center). C

onnections

大
学
交
际
口
语
教
程

定价：42.90元

责任编辑：李念璐

执行编辑：陈  新

美术编辑：韩  雪

Connections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Spoken English and Western Culture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MP3

编著：屠  蓓

本书涵盖了英语语音的基本内容及具体的发音方法，并且配有插图和大量练
习，让学生有充分练习的机会。

 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语音的难点和特点编写，帮助学生攻克发音问题

 提供学习语音的最佳方法和窍门，帮助学生提高语音水平，特别是长段话语中的语调

 练习部分配有90句常用的生活用语，既结合相应的语音操练，又帮助日常交际

 配有学习光盘，包括讲解、练习、生活用语及配乐朗读与段落欣赏等，便于学习

书号：5600-2057-0(01) 定价：24.90 元 另有配套音带 5 盘（35.00 元）

英语语音
CD-ROM

上册 5135-1238-1 25.90
下册 5135-1694-5 27.90

书号：5135-9368-7     定价：38.90 元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上、下）生活英语听说
总主编：陆  军主编：杨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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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00036374_生活英�听�封面展开 9.4.pdf   1   2017/9/4   14:09:21

慕课

书号：5600-5102-4(02) 定价：34.90 元 学生用书 5600-5539-8(01) 38.90
教师用书 5600-5540-4(01) 25.90

跨文化口语教程

主编：文秋芳

英语视听说教程

编著：卢志鸿 Loren Steele（美）

MP3

CD-ROM 教师用书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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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135-9132-4 定价：32.90 元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

主编：叶  红

 内容紧密联系职场，涵盖通知、商务电子邮件和信函、个人简历和求职信、会议
议程和会议记录、备忘录、图表数据报告（曲线图、柱形图、饼状图）和调查报
告等多种实用文体

 知识点分类更加科学，单元任务更加细化

 实用板块Writing Skills、Vocabulary in Use、Language Focus随时提示，语言和技能巧学妙记

 练习任务以输出为导向，形式多样，强调在真实情景下提高职场英语写作能力

CVs and 
Cover Letters

Agendas and Minutes

Memos 

S
TA

R
T

走进
职场英语写作走进职场英语写作 第二版

ACCESS TO WORKPLACE ENGLISH WRITING

ACCESS TO WORKPLACE ENGLISH WRITING  SECOND EDITION

主编：叶红

主审：吴越民

Notices

 B
u

sin
ess E-m

ails an
d

 Letters

Su
rvey R

ep
o

rts

D
ata R

ep
o

rts: C
h

arts

第
二
版

SECOND
EDITION

定价：32.90元

适用性 适用于本科、专科商务英语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亦适合本科高年级非英语专

业的拓展课程及初入职场人士使用。配有丰富的习题和完备的在线答案，可用

于教师课堂教学及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系统性     以写作能力提升为目标，写作技能训练为核心，从写作原则、组织结构、语言

技巧、写作体裁、读者意识、文体风格和写作过程等多个维度进行讲解，并拓

展训练，从而提升学生的职场写作力。

实用性     每单元特设 Writing Skills、Language Focus 和 Expressions in Use 三

个实用板块作为新知识的输入窗口，为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职业性      紧扣职场写作要素，将语言形式与职场要素融为一体。单元内每个部分均设置

写作任务，引导学生以特定的角色进入“职场”。

过程性     引导学生完成从准备、起草、修改、编辑、校对到排版的整个写作流程，建立

过程写作意识。

责任编辑：张荣婕    执行编辑：黄  骥    装帧设计：黄  浩

走
进
职
场
英
语
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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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第
二
版

网络资源

新一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主编：姜亚军

 布局合理，讲解全面 内容涵盖从基础写作到考试类写作等各类写作任务，
院校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内容使用

 讲练融合，反复琢磨 注重讲练融合，同时强调对同一材料的多层次挖掘，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巩固、应用所学的知识

 思维对比，引导写作 将思维训练融入写作过程，在中外思维的对比思考中，潜移默化地指导
学生进行英语写作

书号：5135-9963-4 定价：45.90 元

编著：张玉娟  陈春田  邹云敏  王青华

 针对学生实际需要，从基本理论的学习、具体方法的指导和各种技巧训练入手，
详细介绍了句子、段落、篇章以及各类应用文的写作技巧，全面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第三版增加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新托福考试等的写作考题讲解，学术写作以

及针对写作思辨能力培养的章节，综合提升语言及思维水平

书号：5135-3784-1 定价：39.90 元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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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ohn Langan（美）

 权威 集作者20余年英语写作教学经验之大成，已数次再版，历经锤炼

 系统 详细讲解九种作文的写作方法，评析习作，选用名家作品供分析和模仿

 实用 讲解常用体裁的写作，如文章摘要、简历、求职信和研究论文等

 便捷 提供练习答案、教学课件等网上辅助教学资源，便于学习者和教师使用

书号：5135-5015-4 定价：66.90 元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写作类
扫码查看写作类全部教材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后
续
课
程

40

书号：5135-4428-3 定价：39.90 元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
（第三版）

大学英语
翻译与写作指导

高级实用英语写作

主编：张在新

作者：V. R. Narayanaswami (印)

导读：丁言仁

编者：田朝霞

总主编：陈小慰

作者：DeWitt H. Scott（美）

            Michael Krigline（美）

高级英语写作教程 “外研社杯”全国
英语写作大赛参赛指南

主编：冀成会

书号：5135-5167-0(01)   定价：45.00元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主编：石  坚  帅培天

英语写作——句子 · 段落 · 篇章 5600-9446-5 35.90
英语写作规范 5135-0785-1 26.90
英语应用文写作——走近美国 5135-0941-1 32.90
英语论文写作 5600-9526-4 37.90

书号：5600-7036-0 定价：16.90 元

书号：5135-5131-1 定价：19.90 元

书号：5600-7264-7   定价：43.90 元

书号：5600-7978-3(01)   定价：3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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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英文版学生用书 5600-9239-3(01) 48.90
英文版教师用书 5135-0922-0 59.90
中文版学生用书 5135-3798-8 69.90

英文版 

国际演讲学大师Lucas教授巅峰之作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译者：顾秋蓓

本书由演讲学领域的国际权威学者 Stephen E. Lucas 博士针对中国
英语演讲学习者“量身定制”，既保留原书精髓，又融入中国特色，更具实
用性与适用性。 

 系统介绍英语演讲基本原则、方法及各类演讲技巧，结构清晰，语言生动 

 注重选材的丰富多样与技能的循序渐进，便于教学，易于掌握 

 通过引导思考、比较与分析的任务，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创新精神与思辨能力 

 新增竞技性演讲章节，评析国内演讲大赛实例，指点参赛技巧 

 提供演讲视频与学习资源光盘，并推荐精选资源网站

中文版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英文版）（中文版） 数字课程CD-ROM 教师用书

演讲辩论类
扫码查看演讲辩论类全部教材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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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书号：5135-3592-2 定价：29.90 元

对答如流—综合知识篇 灵思泉涌—即兴演讲篇

编者：“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编著：杨莉芳  Mark Levine（美）

英语演讲选评 100 篇
（2006—2011）

编著：Sue Kay（英）

      樊葳葳  田朝霞  宿玉荣

书号：5135-5986-7 定价：32.90 元

书号：5135-3067-5 定价：37.90 元

CD-ROM

DVD

DVD

网络资源

2010—2013“外研社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2010 5135-1389-0 49.90
2011 5135-2015-7 49.90
2012 5135-3707-0 53.90
2013 5135-4694-2 56.90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编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外研社杯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项目负责：李    萍        责
任编辑：李    萍

    贺
    娜

      
  装

帧设计：郭    子FLTRP CUP2013 FLTRP
CUP

2013

﹃
外
研
社
杯
﹄
全
国
英
语
演
讲
大
赛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自举办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关

注，全国各地高校的近万名学子在这场演讲盛宴中尽展青春风采。大赛图书通过精

心选择的录像、细致整理的脚本、权威专业的点评和引人深思的大赛感言，精彩再

现这一高水平的英语演讲赛事，既可以作为英语演讲爱好者的参考资料和学习范

本，也为广大英语演讲教师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课堂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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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家点评

决赛第二阶段即兴演讲精选及专家点评

决赛第三阶段分组演讲精选及专家点评

大赛感言

书中配有四张光盘，全面、真实展现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决赛四个阶段的精彩实况，是英语演讲教学及赛事辅导的必备参考用书。

2013 “FLTRP CUP”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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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D

演讲的艺术：
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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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堂活�教�手册》封面.pdf   1   15-4-27   上午9:22

书号：5135-5611-8 定价：46.90 元

英语辩论教程

书号：5600-9557-8(01) 定价：29.90 元

DVD 网络资源

编著：田朝霞  周红兵

作者：Gary Rybold（美）

演
讲
辩
论
类

英语演讲比赛参赛指南

编著：宿玉荣  王  帆  范  悦
书号：5600-6117-7 定价：15.90 元

英语演讲实训指南

作者：Connie Gibson（美） 
书号：5600-7477-1 定价：18.90 元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后
续
课
程

42

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

编著：陈毅平  秦学信

 文化主题丰富，语料输入和输出相结合，以汉译英为主，兼顾英译汉

 突出“以输出为驱动”的教学理念，强调实际翻译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强调实用性和真实性，学生可以拿来即用，又能举一反三，切实提高翻译能力

 翻译练习包括词语、句子、段落三个层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书号：5135-4244-9 定价：45.90 元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翻译类 

大学英汉
翻译教程 旅游翻译

编著：常玉田 赵友斌 著
书号：5600-6538-0
定价：27.90 元

即将出版
定价：39.90 元（估）

旅游翻译
赵友斌 著

文学翻译

即将出版
定价：39.90 元（估）

赵友斌 著

英汉互译
简明教程

主编：张震久  孙建民
书号：5600-8106-9(01)

定价：36.90 元

介绍多种英汉互译基本方

法，简明实用。

通过语言结构对比揭示中英

两种语言的基本特点和语际

转换的基本规律，利于学习者

中英兼修。

译例丰富，语言真实，利于学习者

练习、掌握、活用和内化语言。

各篇内容既相对独立又相辅相成，相

通相补，易于教师操作和调整，利于学

习者开拓视野。

把文化研究和文化导入纳入翻译学习，提高

学习者的双文化洞察力和跨文化的敏感性。

配有丰富的练习，供学习者课后操练或自学自练。

配有专门章节练习和评析语篇翻译。

张震久  孙建民 主编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CONCISE
             COURSE ON

ENGLISH-- CHINESE & CHINESE--ENGLISH

英汉互译简明教程T R A N S L A T I O N

A CONCISE
             COURSE ON

ENGLISH-- CHINESE & CHINESE--ENGLISH

英汉互译简明教程

责
任
编
辑
：
李
婉
婧

　
　
封
面
设
计
：
郭
玲
莉
　
　
版
式
设计：付玉梅

英
汉
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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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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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6.90元

REVISED

修订

张震久

河北师范大学资深英语教授，英语专业硕士

研究生导师，从事英语教育五十余年。出版

译著、词典、教材多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世界文学》杂志等出版 / 发表译作六

十余部（篇）；在《中国翻译》、《国外文学》

等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多次赴美学习、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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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书号：5135-7488-4(01) 定价：26.90 元

主编：何高大  甘容辉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遵循英语新闻听力教与学的规律，并充分
体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改革方向，关注新闻特点、听力难点及学习者
弱点，有效提升学习者新闻听力及应试能力

 语言真实地道，话题与时俱进 教材选材均来自英语国家主流媒体，语
言真实地道；精选最新、最热门的话题，内容丰富，与时俱进

 开阔国际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多元素材帮助学习者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练习设计引导
学习者挖掘重要信息，分析观点态度，提升思维能力

听力类 

MP3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其他技能类
扫码查看其他技能类全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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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学术讲座听力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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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何高大  朱  婕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针对性强，有效提高英语学术讲座听力考
试能力

 题材体裁新颖，话题与时俱进 内容涵盖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药、
食品等领域

 开阔学术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帮助学习者了解当今世界舞台的新形势、新动态

书号：5135-9277-2 定价：39.90 元

网络资源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总主编：王海啸

教材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趋势和要求，对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
听力技能的基础目标、提高目标和发展目标。第一册侧重语音和对话技能训
练；第二册重点培养学习者的新闻听力技能；第三册着眼于学术讲座的篇章听
力练习。通过大量真实实用的语言输入，给学习者提供良好的自主训练机会，并使学习者在
提升听力水平的同时拓宽知识面，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强调应用性：选材原汁原味，贴近生活实际，提供真实的视听语境

 强调趣味性：题材广泛，材料新颖，长度适中，练习设计形式多样

 强调计划性：具有明确的教的计划和学的计划，便于学习者自主学习

 线上资源结合线下教程：音视频资源扫码即听，重难点词汇增值体验

 可听可看，可教学互动，可自测自查，助力备战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第 1 册 5135-8770-9 35.90
第 2 册 5135-8769-3 37.90
第 3 册 5135-8768-6 39.90

网络资源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大学英语泛听 大学英语听力教程

主编：石高玉  李霄翔等 主编：赵国杰

第 1 册 5600-7626-3 21.90
第 2 册 5600-7627-0 22.90
第 3 册 5600-7628-7 23.90
第 4 册 5600-7629-4 23.90

上册 5600-4486-6(02) 28.90
下册 5600-5423-0(02) 30.90
上册 教师用书 5600-4487-3 21.90
下册 教师用书 5600-5424-2 22.90

MP3 MP3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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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类 

高级英语阅读教程

主编：王守仁  程冷杰

书号：5600-5818-4(01) 定价：33.90 元

助教课件

科技英语阅读教程

主编：张  敏  张秀芬

书号：5600-6540-3 定价：16.90 元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总主编：吴松江

第 1 册 5600-5546-6 14.90
第 2 册 5600-6612-7 14.90
第 3 册 5600-5493-5 13.90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
（第四版）
一部帮助学习者系统提高英
语阅读技巧的教材

CD-ROM

学生用书 5600-5541-1 57.90
教师用书 5600-5542-8 19.90

语法类 

书号：5135-1745-4 定价：49.90 元 书号：5600-2707-4(01) 定价：37.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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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新编大学英语语法与练习

主编：何高大  仇如慧 主编：陈仲利

词汇类

英语词根与单词
的说文解字

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

新版

英语词根
单词的说文解字
李平武  著

AND HOW TO USE THEM 
TO DECIPHER THEIR DERIVATIVES 

AND HOW TO USE THEM 
TO DECIPHER THEIR 

DERIVATIVES ROOTS 
英
语
词
根
与
单
词
的
说
文
解
字
新版

ENGLISHROOTS 
ENGLISH

李
平
武 

著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首次问世的关于英语词根的学术专著，旨在普及英语词根知识，为英语学习者指

明攻克英语词汇难关的捷径，提供打开英语词汇宝库的金钥匙。第一部分系统探讨英语词根

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详细介绍常用的英语词根与相关派生词；第三部分简略介绍较常用的

词根及其主要派生词。

本书198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问世不久，即被业内专家评为“国内首次问世”的“从

词源学角度系统介绍英语词根的书”。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的“两文三语教育网上支援计划”

则誉其为“国内出版的关于英语教育的难得的一本好书”。2008 年的“修订版”由我社出

版发行以来，收获了读者持续而热烈的赞誉。此次“新版”倾注了作者近年来的心血，理论

性和实践性均获加强，全书篇幅则比“修订版”扩充了将近一半。本书理论通俗、内容翔实、

编排精当，适合中、高阶程度读者的需要。

专家评价与读者评价

近些年来国内涉及英语构词法的书出过不少，

但像这样从词源学角度系统介绍英语词根    

的书，恐怕还是首次问世。                        

— 复旦大学 李荫华 教授 于 1986 年

这本书的书名可谓奇特，但细看之下，可

说是国内出版关于英语教育难得的一本好

书。……从现代普通语言学家如索绪尔等的

理论看，词根的分离和重组使人类语言潜在

的模拟（analogy）思维模式得以全面展开，

让语言发展得以一寓创造（creation）于重

塑（renovation）的方式进行，让人类的心

智得以经济而有效地运作。……英语词根的

掌握，对于英语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有增强

的作用。     

 — 香港中文大学 关子尹 教授 于 1999 年

我找别人借了一本，看完之后感觉还是需

要自己买一本经常翻看。

— 读者 rushui999  于 2010 年

的确是启蒙的好书，如庖丁之慧、解牛之刃，

对单词的结构早有洞见。只此一本，就改

变我对英语单词的看法。                                

 — 读者 SNEER 于 2012 年

通俗易懂，词汇宝典，持之以恒，必能攻

克词汇难关。      

 — 读者 刘珂 于 2014 年

这本书买过三次，最早的一本已经翻烂了，

书介绍的内容系统性很强，细节部分讲解

非常出色……                                      

   — 读者 亚马逊买家 于 2016 年

作者简介

李平武 , 英语教授。大学毕业后从事英语

教学40余年。因教学认真负责，先后荣获“福

建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

称号。

自 1978 年起从事英语词汇学、词典学

与双语翻译的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为基于词

素的英语构词理论和实践。代表性作品有《英

语词根与单词的说文解字》与《英语词缀与

英语派生词》两部学术专著，以及以《英语

单词科学记忆法》冠名的普及性系列读物。

因长期学术研究有所专攻，1989 年受教育部

派遣，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澳大利亚麦

夸里大学词典研究中心工作访问一年有余；

回国后，1992 年晋升教授职称；1993 年起

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简介

《英语词缀与英语派生词》 (以下简称《词

缀》) 为本书的姊妹篇，是国内首次问世的关

于英语词缀的学术专著。

《词缀》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探

讨英语词缀的定义、发展历史与分类，并以“三

级派生法”将英语构词法引入新的理论框架；

又从形、音、义、性等角度描述英语词缀在

构词中的功能与规律，从而架构了较为完整

的英语词缀理论体系。第二部分详细介绍近

百个常用的英语词缀与数以千计的相关派生

词，其中既有“说文解字”式的例证，又有

丰富多样的标准化练习，充分体现了该书的

实践性。第三部分简介 300 多个较常用的词

缀及其主要派生词，提供了尽可能详尽的英

语词缀信息。

《词缀》 于 1992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初版。问世不久，业内专家即评价它为“理

论性、系统性、可读性均属上乘”的学术专著，

赞誉作者“根据当代语法层次理论将构词法

引入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该书曾获得“福

建省第四届优秀图书奖”一等奖。

本社于 2003 年出版《词缀》修订版，

又于 2016 年发行《词缀》新版。10 余年间

先后两版，始终秉承和发扬该书“理论通俗、

内容翔实、编排合理”的优点，因而受到中、

高阶程度读者的广泛欢迎与由衷赞誉。读者

认为它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教你如何捕鱼”

的书；而且，在读者的心目中，《词缀》与《词根》

“珠联璧合”，二者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沉下心来品读的话，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定价：59.90 元

责任编辑：巢小倩    
封面设计：锋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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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武 著
李平武 著

书号：5135-9121-8   定价：59.90 元

书号：5135-8048-9  定价：4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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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
综合 5135-3136-8 42.90
人文 5135-1695-2 37.90

社科 5135-1711-9 38.90

管理 5600-8526-5 40.90

医学 5600-8528-9 41.90

理工（第二版） 5135-7239-2 42.90

理工 5600-8527-2 42.90

综合 教师用书 5135-3964-7 46.90
人文 教师用书 5135-3181-8 45.90

社科 教师用书 5135-2982-2 43.90

管理 教师用书 5135-3020-0 42.90

医学 教师用书 5135-2871-9 41.90

主编：季佩英  等

“学术英语”系列教材以“用中学”的教育学理念为编写思路，以大学科概念为划分基础，结合专业
学科特点，通过听（academic listening）、说（academic speaking）、读（academic reading）、写
（academic writing）各项学术语言技能和思辨创新等学术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学业学习和学
术交流的能力。

 读学科主题文章，学习专业表达，提高分析能力

 听专业相关讲座，掌握记笔记、提炼大意等技巧

 练学术口语表达，实现学术环境下有效交流

 写学科专业论文，分步骤操练写作技能

 做学科相关研究，培养思辨创新能力与研究探索能力

学术英语

学科类

DVD-ROM CD-ROM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编：蔡基刚

 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编写理念，帮助学习者提升语言技能、学术技能、学
术素养

 涵盖从论文选题到宣读交流的全过程，提升学习者学术研究和交流能力

 依托真实的学术刊物语篇和学术讲座视频，讲解学术语篇特征，丰富信息与语言输入

 技能讲解和练习活动紧密结合，寓学于练

 特设思维训练板块，注重培养学习者思辨能力

书号：5135-7239-2 定价：42.90 元

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 DVD-ROM 助教课件 电子版教师用书

学
术
英
语
类

本课程以提高学术英语能力和应用能力为核心，整合语言训练
与学科知识学习，采用微课设计，帮助学生有效使用英语进行专业
学习与学术交流。课程以专业学术活动为主线，主题涵盖经济学、商
学、心理学、环境学、医学等多个学科。

学术英语数字课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数字课程

学术英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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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类

国际交流英语
国际会议交流 5135-2912-9 38.90
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5135-4205-0 36.90
国际文献读译 5135-9417-2 41.90

总主编：胡庚申

“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针对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高端的国际交流活动拉动
听、说、读、写、译等实用英语技能的学习，提高学习者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以及参与国际会
议、阅读国际文献、开展国际学术研究、用英语写专业论文并发表等能力。

 体系全面，覆盖广泛 包括《国际会议交流》、《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国际文献读
译》等分册，全面覆盖国际交流的各个维度和各项英语交流技能

 注重应用，讲求实效 重应用、讲实效，不仅说明“做什么”(what-to)，更注重“怎样去做” 
(how-to)，理论阐释指导交流实践，将外语技能和国际交流技能有机结合

 环环相扣，全程互动 按照国际交流活动的完整流程有序展开，各单元分别围绕国际交流
的各重点环节进行知识讲解与课堂活动，使学生参与到国际交流的全过程中

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

引进国外经典的学术英语教材，根据国内实际教学需求改编，运用国际最新的学术英语教学理念和方法，
通过真实地道的素材内容和科学灵活的编排方式，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各项基本的学术技能。

 先进的编写理念 强调“用中学”的教学理念，通过科学、真实、灵活的任务设计引导学生掌握并运用基
本的学术技能

 地道的素材内容 选用地道的文本和音频材料，再现真实学术
交流场景

 科学的任务设计 从实际需求出发，创建真实学术交流场景和
任务。任务设计科学合理，循序渐进，易于操作，注重实效

 丰富的学习策略 学习技巧和策略的培养贯穿任务始终，注重
授之以渔

学术英语 DVD-ROM 教师用书电子版教师用书 网络资源

学术英语
学术英语阅读 5135-6101-3 46.90
学术英语听力 5135-6028-3 32.90

学术英语口语 5135-6037-5 43.90

学术英语情境口语  学生用书 5135-6208-9 37.90

学术英语情境口语  教师用书 5135-6980-4 22.90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5135-6187-7 34.90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 5135-6123-5 43.90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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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Writing
Research Papers 

(美) Dorothy E. Zemach      (美) Daniel Broudy      (英) Chris Valvona      高霄    著   

高等学校学术英语（EAP）系列教材

项目负责：赵春梅            责任编辑：赵春梅     毕海英             封面设计：高    蕾             版式设计：吴德胜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Research Papers 
Writing

编排设计呈现学术英语论文写作的完整流程，以分项技能的训练为纲，

同时强调 process writing和peer review的写作理念。

内容讲解简明清晰，写作任务灵活多样，强调学以致用。

注重技能的巩固和整合，既关注单项技能的边学边练，又设计Put it 

together环节帮助学生综合运用本单元所学内容。

附录丰富实用，提供peer review相关表格和学术英语论文范例。

引进自麦克米伦教育出版集团经典学术英语教材，适合中国课堂实际教

学需求，有效帮助中国学生提高学术论文写作能力。

学
术
英
语
论
文
写
作

定价：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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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135-3265-5

定价：38.90 元

书号：5600-7284-5(01)

定价：37.90 元

主编：陈美华 主编：贾卫国

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交流类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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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
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发、设计与编写的一套新

型大学英语学科基础通识教程。本系列教程理念取法“博雅”之意，立足“学科英语”，

作为各学科领域 ESP 阶段的入门级教程，与大学英语基础阶段教学相衔接，以英语语言

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以人类文明、科学、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有内容、有深度的知

识信息传递，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思辨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语言能力。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由心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西方文明等若干学科

分册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学科性

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视角，注重学科的专业性及条理性，以提升学生的学

科素养。

通识性

选材多源于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介绍学科概况、著名学者及著作、学术研究等学

术通识知识。理论介绍力求通俗简要，旨在拓展知识视野。

思辨性

介绍学科知识的同时，不囿于某一学科思维的局限，取法庄子“得鱼忘筌”之旨，

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探索，让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而独立的思辨。

趣味性

注重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避免过于学术化的专业术语和艰涩的理论讲授。

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主编：田朝霞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l

Psychology

心理学
心灵的探索

学科英语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
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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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主  编：张   杰   辛   斌

副总主编：田朝霞

心
理
学

心
灵
的
探
索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l

Psychology

心理学
心灵的探索

定价：49.90元

博
雅

学科英语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
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博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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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苏省高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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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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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心灵的探索

以心理学学科的起源、发展和研
究现状为主体内容，通过对心理学基
础知识的传输，引导学生对关于“心灵
（Soul）”的话题进行探索。

书号：5135-4575-4 定价：49.90 元书号：5213-0046-8 定价：49.90 元

梳理并呈现文学经典的特质、文
学思潮的划分、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变
革、文学论文的写作等文学素质培养
的重要方面，使学生全面了解文学学
科的本质与特征，提升文学欣赏和研
究的能力。

 文学：真与美的追寻 医学：守护健康的艺术与科学

以医学学科概况、名医、名著、名
校和名刊的介绍为主线，将英语语言
教育与医学知识传授相结合，拓展学
生的医学学科背景知识、拓展学术视
野、提升综合人文素养。

展现西方文明历程，让学生了解西
方文明的起源、基本思想、文化传统
和代表人物，帮助学生建立文明共存、
尊重其他文明、珍惜自身文明传统的
开放思维方式。

 西方文明：思想、文化与人物

总主编：张  杰  辛  斌

书号：5135-6104-4 定价：46.90 元

书号：5135-6971-2 定价：45.90 元

文学
真与美的追寻

The Quest for Truth and 
Beauty

Literature

文学
真与美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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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st for Truth and 
Beauty

Literature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发、设计与编写的一套新

型大学英语学科基础通识教程。本系列教程理念取法“博雅”之意，立足“学科英语”，

作为各学科领域 ESP 阶段的入门级教程，与大学英语基础阶段教学相衔接，以英语语言

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以人类文明、科学、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有内容、有深度的知

识信息传递，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思辨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语言能力。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由心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西方文明等若干学科

分册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学科性

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视角，注重学科的专业性及条理性，以提升学生的学

科素养。

通识性

选材多源于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介绍学科概况、著名学者及著作、学术研究等学

术通识知识。理论介绍力求通俗简要，旨在拓展知识视野。

思辨性

介绍学科知识的同时，不囿于某一学科思维的局限，取法庄子“得鱼忘筌”之旨，

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探索，让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而独立的思辨。

趣味性

注重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避免过于学术化的专业术语和艰涩的理论讲授。

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书号：5135-7011-4 定价：45.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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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繁荣与富强的通途

从经济学概况、宏微观经济学、名
家经济理论等角度全方位地展示经济
学，介绍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

学科英语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
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博
雅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English for Liberal Education: Across Branches of 

Learning）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发、设计与编写的一套新

型大学英语学科基础通识教程。本系列教程理念取法“博雅”之意，立足“学科英语”，

作为各学科领域 ESP 阶段的入门级教程，与大学英语基础阶段教学相衔接，以英语语言

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以人类文明、科学、文化发展为主题，通过有内容、有深度的知

识信息传递，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和思辨能力，并以潜移默化的

方式帮助学生提升英语语言能力。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由心理学、医学、经济学、文学、西方文明等若干学科

分册构成，具有以下特点：

学科性

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视角，注重学科的专业性及条理性，以提升学生的学

科素养。

通识性

选材多源于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介绍学科概况、著名学者及著作、学术研究等学

术通识知识。理论介绍力求通俗简要，旨在拓展知识视野。

思辨性

介绍学科知识的同时，不囿于某一学科思维的局限，取法庄子“得鱼忘筌”之旨，

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探索，让学生对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而独立的思辨。

趣味性

注重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避免过于学术化的专业术语和艰涩的理论讲授。

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定价：4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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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

经济学
繁荣与富强的通途

The Smooth Path 
to Prosperity

Economics

主编：朱   辰 陈莉萍

经济学
繁荣与富强的通途

The Smooth Path 
to Prosperity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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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南京师范大学共同研发、设计与编写的一套新型大学英
语学科基础通识教程。本系列教程理念取法“博雅”之意，由心理学、医学、文学、西方文明、经济学等若干学科分册
构成。

 学科性 介绍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视角，注重学科的专业性及条理性，以提升学生的学科素养。

 通识性 选材多源于各学科的普及性读物，介绍学科概况、著名学者及著作、学术研究等学术通识知识。理论介绍
力求通俗简要，旨在拓展知识视野。

 思辨性 介绍学科知识的同时，不囿于某一学科思维的局限，引导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思维探索，对相关问题进行
自由而独立的思辨。

 趣味性 注重学科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避免过于学术化的专业术语和艰涩的理论讲授。讲解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学科英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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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依据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理念编写，涵盖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电气工程、林业科学、艺术设计等学科，具
有时代感、知识性和实用性。

 选篇介绍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前沿信息，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

 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兼顾，重视对知识内容的内化和思考以及对专业表达和学术词汇的灵活应用

 通过思辨训练和学术研究任务帮助学生提高思辨能力，习得学术规范，培养学术研究能力

总主编：肖  飞 

主  审：杨金才

本教材秉承《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精神，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以培养与专业英语相关的英语

能力为目标，将特定的学科内容与英语语言学习相结合，兼顾语言输入与输出训练，帮助学生在英语语境下对学科

知识进行有效输出和应用，提高在专业学习及未来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语言技能、学术技能和学术素养。

大学专门用途英语系列教材·学科英语

149Unit 8   Modern forestry technology

 4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to English.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可再生的（renewable）木材和纤维能源在满足社会需求方

面有着重要意义。三十多年的实验室实验和二十年的商业生产已经证明了基因工程

对人类和环境的安全性。种植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高产树木，也是保护自然资源的

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气候的变化需要解决树木如今面对的压力，包括干旱和虫害。

例如，在栗疫病大量毁害（decimate）美洲栗之后，基因工程可能会为该树种在

美国的修复带来希望。

Critical thinking

Are you worried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trees replacing what was once 
known a nature? Protection groups from around the globe have unified 
to publicly condemn the U.S. government for allowing the first genetically 
modified tree to be legalized with zero government or public oversight and 
zero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s. 

What are your comments on this issue? Discuss your comments in groups.

Unit 7-U8.indd   149 17-8-9   上午11:33

学科英语
化学工程英语 5135-9175-1 49.90

土木工程英语 5135-9509-4 49.90

材料科学英语 5135-9176-8 49.90

电气工程英语 5135-9623-7 49.90

风景园林英语 5135-8895-9 49.90

林业科学英语 5135-8894-2 49.90

艺术设计英语 5135-9510-0 49.90

学术英语读写教程 5135-9252-9 39.90
2 林业科学英语

Pre-reading
 1  Tree identific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knowledge of dendrology (树木学) 
and the study of each organ in trees is 
reliable in tree identification. Fill in the 
blanks in the following pictures with the 
given words below.

seeds     maple leaves     sepal (萼片)     
ginkgo leaves (银杏叶)      petal (花瓣)     
bark (树皮)     twig (枝条)

 2  Dis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n groups.

1. Make a list of at least five organs in a 

plant.

2. Different organs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Give an introduction to one 

specific organ in a plant, including its 

name, functions and form.

  1 Trees are classified into groups primarily 

by their fruits and flowers, but the leaves 

and twigs are usually more accessible for 

identification. Tree identification in urban 

locations requires knowing many trees 

because of the numerous exotic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to look for in identifying a tree are: leaves, 

twigs and stems, bark, flowers, fruits and 

seeds, cones.

Leaves
  2 One way to identify a tree is by its 

leaves. Leaves have many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h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for identificati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leaves have features used for 

identifying a tree. They are: part, type, 

shape, arrangement on the stem, venation, 

shape of apex and base, margin, and surface.

a. 

c. 

f. 

b. 

d. 

e. 

g. 

Section A

Uint 1-U2.indd   2 17-8-9   下午4:43

3Unit 1   Tree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Twigs and stems
  3 Twigs are useful in identifying trees except 

for a short period during the spring when the 

buds are opening and shoots are elongating 

on these small branches. Several features of 

twigs, including buds, leaf scars, lenticels, 

pith, spurs, thorns, spines, and prickles, 

can help describe them. Other factors to 

consider are color, taste, and odor. The 

color of the bark can be a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n young stems.

Bark
  4 Bark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for tree identification because of its 

year-round accessibility. It is especially 

useful when the tree leaves and twigs are 

inaccessible or unavailable during the 

fall and winter. The shape of the bark is 

characteristic of some species, for example, 

the small, rectangular plates on flowering 

dogwood. Bark on young trees differs from 

that on more mature trees. Experience is 

the best way to learn bark characteristics.

Flowers
  5 Flowers are the best feature for identifying 

trees, but are available only for a short 

period each year. Leaves, twigs, and bark 

are usually available for identification, but 

if there is doubt about a certain tree, the 

flower is the surest way to identify it.

  6 Although not always noticeable to the casual 

observer, all hardwoods bear flowers. Some 

produce flowers annually, while others 

flower less often. Flowers are modified 

leaves that have undergone change to the 

point that they have become or support the 

reproductive organs of the plants.

Tree identification Text A

Uint 1-U2.indd   3 17-8-9   下午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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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Business 系列商务英语教材

  商务英语：初入职场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

 锤炼语言能力，践行商务技巧

 拓展商业思维，提升职场素养

 对接 BEC 中、高级考试，提升商务英语综合实力

Learn Business

Reading：精选《经济学人》文章，
材料时新，语言地道，观点鲜明。

商务英语
INTELLIGENT BUSINESS

Advancing in a Career

职场进阶

商
务
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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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易    封面设计：高  蕾    版式设计：涂  俐   袁  凌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精选国际畅销教材Intelligent Business中的优秀内容，精心补充

和设计符合中国商务英语学习者特点和实际水平的材料和活动，设置“商务学习（Learn 

Business）”和“商务实践（Do Business）”两大模块，引导学习者“学”“用”相长，

锤炼商务语言，积累商务知识，践行商务技巧，提升职场素养，为未来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

础，提升职场竞争力。

锤炼商务语言: 出自权威期刊《经济学人》的阅读篇章以及体现真实情境和多元语音的视听

材料，合力为学习者营造地道鲜活的语言体验。精心设计的语言活用训练帮

助学习者习得正确规范的商务术语和得体地道的职场沟通表达。

积累商务知识: 根据学习者知识背景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炼重要的商务知识点进行简明讲

解，同时强调在完成其他任务时对于商务知识的融会贯通和应用。

践行商务技巧: 任务设计真实灵活，有效引导学习者综合运用语言表达能力、商务知识以及

商务沟通技巧，提高商务实操能力，应对商务实战。

提升职场素养: 讲练结合，帮助学习者熟悉职场规范，养成职业操守，培养沟通合作意识和

分析决策能力，提升职场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

满足测试需求: 在培养商务综合素养的同时考虑学习者备考需求，在阅读文章的长度、难度

以及各部分题型设计上均一定程度地参考BEC高级考试，同时提供模拟试

题，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应对考试。

商务英语
INTELLIGENT BUSINESS

定价：49.90元

职
场
进
阶

（含DVD-ROM光盘一张）

www.pearson.com 外研社
高等英语资讯

C

M

Y

CM

MY

CY

CMY

K

Listening & Speaking / Writing：生动真实、体裁丰
富的音视频资源，灵活多样、注重实效的任务设计，强
化商务沟通和交际能力。Do Business 

Career skills：知识讲解与应用兼顾，
以练促学，提升职场素养。

Culture at work：对比职场文化差异，
引导学习者思考本族职场文化，强化职
场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

Dilemma & Decision: 展现真实的商
务情境及任务，激发学习者思考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辅以专家解决方案及点评，
便于学习者对比反思。

BIZ Knowledge：结合主题，精选商务
知识与技能介绍，拓展视野，注重实用性。

商务英语：初入职场 5135-7986-5 49.90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 5135-8893-5 49.90

教材结构及特色

DVD-ROM 助教课件

专
业
英
语
类

本教材配有：

Writing guide：讲解商务写作技巧，提供商务写作范例，为学习者完成教材中的写作任务打好基础。

Business in practice：结合教材内容，展现真实的商务案例视频，帮助学生了解商务实务，掌握商务表达。

BEC practice test：提供完整 BEC 模拟试题，帮助学生熟悉题型与难度，提高应试能力。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初入职场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职场进阶

电子版教师用书

专业英语类
扫码查看专业英语类全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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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任书梅  王  璐  曹  颖

 全面介绍商务活动中关键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选材精良、难度适中、紧扣时代发展，讲授商务知识的同时帮助学生熟悉商
务英语表达

 配有精心编写的思考题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锻炼思维，活学活用

书号：5135-3501-4 定价：37.90 元

主编：胡英坤  车丽娟

 从交际原则出发，突出商务写作的特点，强调简明完整、清楚正确的写作风格

 讲解各类商务信函的结构和特点，提供常用句型与表达方式

 对比正反实例，分析清楚透彻，明确各类信函的写作原则与注意事项

 配有丰富的练习，帮助学生全面提高商务英语写作能力与沟通技巧

书号：5135-3502-1 定价：39.90 元

主编：马龙海  李  毅

 素材丰富，真实生动　通过丰富的音视频材料，再现商务活动场景，传授商
务交际技巧

 扩展适度，举一反三　针对情境提供常用表达和模拟练习，拓展语言知识，
实践沟通技能

 练习多样，融会贯通　练习丰富实用，层层递进，提高商务综合交际能力

 补充资源丰富，方便教学　网络资源配备更多案例，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商务英语视听说
学生用书 5600-8664-4(02) 35.90
教师用书 5600-8662-0(02) 46.90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英语写作（修订版）

商务英语入门（修订版）

商务英语

助教课件

助教课件

CD-ROM 教师用书

书号：5600-5075-1(01)
定价：29.90 元

商务英语谈判

主编：余慕鸿  章汝雯

跨文化商务交际

编著：王维波  车丽娟

书号：5600-7133-6(01)
定价：28.90 元

助教课件 助教课件

助教课件

书号：5600-8663-7(01)
定价：32.90 元

商务英语听说

书号：5600-5104-8(01)
定价：34.90 元

商务英语阅读

编著：孙  宁  于晓言 主编：李小飞  祝凤英

MP3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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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书 5600-9200-3(01) 25.90
教师用书 5600-9188-4(01) 21.90 

学生用书 5135-0608-3(02) 25.90
教师用书 5135-0624-3(01) 29.90

金融英语教程 金融英语听说

书号：5600-6521-2(01) 定价：39.90 元学生用书 5600-6713-1(01) 36.90
教师用书 5600-6714-8(01) 29.90

科技英语翻译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科技英语阅读

金融英语

科技英语

主编：沈素萍 主编：陈建辉

专业英语类

商务英语

金融英语

科技英语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科技英语阅读

科技英语翻译

科技英语写作

科技英语语法

法律英语

主编：  赵   萱   郑仰成

科技英语翻译
语言应用类

语言文化类

科技英语翻译 科
技
英
语
翻
译

专
业
英
语
类

将科技英语素材与翻译技巧讲解紧密结合，融专业知识

与翻译技能训练于一体。

例句和练习涉及物理、电子、化工、医药、建筑、机

械、生命科学、能源、计算机等多个理工科专业。

讲练结合，注重实践，帮助学生在掌握翻译技巧的基础

上通过练习融会贯通。

为高等学校科技英语专业或理工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

专业英语课而设计，也可用作科研院所培训教材或供科

技工作者自学和参考。

语言技能类

EST TRANSLATION

◎项目负责：赵春梅    ◎责任编辑：赵春梅    ◎封面设计：孙敬沂    ◎版式设计：付玉梅

专业英语类

高等学校英语 系列教程

高等学校英语 系列教程

定价：39.90元

MP3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MP3

电子版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

书号：5600-5393-6(01)  定价：39.90 元

网络资源

职业英语

C

M

Y

CM

MY

CY

CMY

K

职场英语

教师用书

学生用书 5135-7053-4 39.90
教师用书 5135-8781-5 27.90

主编：赵  萱  郑仰成 主编：刘爱军  王  斌 主编：李  健

科技英语写作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编著：秦荻辉编者：罗凌志  等
书号：5600-5568-8(01) 定价：29.90 元书号：5600-9113-6(01) 定价：49.90 元

电子版教师用书

学生用书 5600-6047-7(01) 36.90
教师用书 5600-6823-7(01) 24.90

科技英语语法

编著：秦荻辉

教师用书

专
业
英
语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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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

法律英语教程大学法律英语
教学大纲

学生用书 5135-0286-3(01) 33.90
教师用书 5135-0616-8(01) 24.90

主编：宋  雷

主编：张法连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英语教学与

测试研究中心课题组  编著

主编：张法连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

C

M

Y

CM

MY

CY

CMY

K

书号：5135-4635-5
定价：49.90 元

书号：5135-4589-1
定价：25.90 元

大学法律英语
高级教程

书号：5135-6111-2
定价：59.90 元

网络资源

网络资源

教师用书

其他专门用途英语

音乐英语 医学口译

医学主题英语—
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主编：李亦雄 编著：朱  珊  王书亭主编：常  乐  孙元元

主编：梁正溜

建筑英语

书号：5600-3853-0 定价：16.90 元 书号：5135-6818-0 定价：32.90 元书号：5600-7787-1 定价：21.90 元

书号：5135-1134-6
定价：36.90 元

网络资源

主编：Simon Mellor-Clark (英)
       Yvonne Baker de Altamirano (英)
      王传经

军事英语听说教程 
（修订版）

学生用书 5135-9902-3 69.90 元
教师用书 5135-9903-0 69.90 元

MP3 教师用书



教材特色

大学英语 面向网络教育学院、符合网络教育特点的全国高

校网络教育公共英语基础课教材

  针对性强

考虑到网络教育学习模式的特殊性，针对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和实际需要编写，注重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选材丰富

课文题材、体裁广泛，内容涉及英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注解详尽

介绍课文相关的文化背景、写作特点、篇章结构，同时提供难句译文、难点分析、词组及

句型的讲解，方便学生自学。

  注重阶段检测

配套练习丰富，并提供模拟测试题满足学生参加高校网络教育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

试的需要。

  配套资源齐全

配有《自主学习手册》、交互式学习光盘和助教课件，满足教学需求。

适用阶段 书  名 配套资源

高升专阶段
大学英语  1-2  学习光盘、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  自主学习手册　1-2

专升本阶段
大学英语  3-4 学习光盘、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  自主学习手册　3-4

大学英语
第 1 册（高升专阶段） 5600-5341-7(02) 49.90
第 2 册（高升专阶段） 5600-6374-4(02) 49.90
第 3 册（专升本阶段） 5600-5340-0(02) 49.90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6375-1(02) 49.90

自主学习手册
第 1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935-6 25.90
第 2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936-3 29.90
第 3 册（专升本阶段） 5600-7636-2 31.90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7937-0 34.90

大学英语网络教育英语课程教材

本系列教程按照全国高校网络教学考试委员会制定的《大学英语考试大纲》

编写，共四册。每册包括八个单元和两套网络统考模拟测试题。

每单元由精读、泛读和语言拓展三部分组成，从读、写、译和语法学习等多方

面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每册教程配有《自主学习手册》作为辅助学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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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

A Modern English Course
主编：楼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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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市多年从事成人教育的资深专家

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共同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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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根据收集到的反馈信息和有关专家的建议，对教程进行了修订。

  继续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综合法”为理论指导，突出“成人、业余、实用”的特点

  调整了教材的难度和梯度，加大了教材的信息量

  重点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同时进行必要的听、说、写、译技能的训练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补充了与课文主题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和详尽的课文知识点讲解

第二版

教材结构

适用阶段 书  名 配套资源

高中起点专科阶段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1-3 CD-ROM光盘

现代英语教程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1-3

专科起点本科阶段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4-6 CD-ROM光盘

现代英语教程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4-6

专科或本科阶段 现代英语教程 英语语音（第二版） CD-ROM光盘

大学英语成人教育英语课程教材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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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
第 1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157-2 19.90

第 2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948-6 26.90

第 3 册（高升专阶段） 5600-8246-2 25.90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235-5 26.90

第 5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791-6 28.90

第 6 册（专升本阶段） 5135-0412-6 28.90

现代英语教程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
第 1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158-9 12.90
第 2 册（高升专阶段） 5600-7949-3 15.90

第 3 册（高升专阶段） 5600-8247-9 15.90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234-8 18.90

第 5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790-9 18.90

第 6 册（专升本阶段） 5135-0411-9 18.90

现代英语教程
英语语音（第二版）

书号：5600-8248-6
定价：23.90 元

现代英语教程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

编者：屠蓓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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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600-8248-6
定价：23.90 元

新发展英语（第二版）

Fresh Start English                          总主编：晨梅梅  顾 问：王守仁

新发展英语 综合教程（第二版）

 听说读写单元的编排更符合语言习得习惯

 根据“听说先行”的理论，重新调整单元顺序，听说单元
置于读写单元之前，增强语言学习的科学性、有效性。

 教材难度和内容安排更符合学生学习特点

 整体上适当降低了教材难度，调整了相应的学习板块，
梯度设计更合理，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并提升学生
的语言运用能力。

 结合成人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办学特点与规律，兼顾成人本科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进一步强调英语应用能力
的培养

 编写框架打破常规，主教材每册包括八个读写单元和四个听说单元，既可综合学习，又可分开使用，便于教学双方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掌握

 合理设计教学内容，科学控制课程容量与难度，减轻学生学习负担

《新发展英语》自2008年出版以来，凭借其可读性、趣味性、多元性、时代性和应用性，在高等继续教育非英语

专业学生高升本、专升本领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获得了广泛好评。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强调学生能力

的培养，《新发展英语》的编者在深入调研市场、收集使用反馈的基础上，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修订与完善，全面推出

《新发展英语》（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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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教材配备音频资源，以供

学生和教师使用。

新发展英语 学习指南（第二版）

 教学素材丰富，帮助学生更好掌握主教材内容

 听说单元配有文化背景资料、听力原文及参考答案，读
写单元配有课文译文、语言点注释和练习答案。

 提供泛读训练，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读写单元附有泛读训练，同时提供背景资料、语言点讲
解和配套练习等内容，丰富学生的课外学习。

新发展英语（第二版）
综合教程 1 5135-8475-3 29.90
综合教程 2 5135-8477-7 32.90
综合教程 3 5135-8522-4 39.90
综合教程 4 5135-8624-5 35.90

学习指南 1 5135-8476-0 24.90
学习指南 2 5135-8478-4 32.90
学习指南 3 5135-8523-1 39.90
学习指南 4 5135-8625-2 29.90

教材特色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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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
总主编：何莲珍  石  坚

研究生英语课程教材

“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是一套专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编写的教材，由          和          两个系列构成。

“提高”系列着重在本科英语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语言知识，提高语言技能；“拓展”系列则根据研究生专业学

习和研究的需要，着重拓展其学术视野，培养学术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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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教材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MP3

主编：熊海虹

	 脉络清晰，操作便捷　每单元遵循三大主线，分别侧重提高研究生
的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各部分内容既相互关联，又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方便教授和学习

	 选材丰富，启发思维　课文选篇包括多种题材和体裁，内容新颖、
立意深刻，适合研究生的阅历和知识结构，富有启发性

	 练习精当，强调互动　练习编排注重鼓励学生思考和参与，提高表
达能力。教师用书针对每个话题提供多角度的参考答案，方便教师
组织课堂活动

	 循序渐进，注重实用　写作部分突出实用性，所讲内容与研究生毕
业答辩、求职应聘、工作和科研息息相关

综合教程（上、下）

教师用书CD-ROM

主编：周炳兰 李萌涛

	 围绕主题设计内容，注重语篇层面的听力理解与口语表达，培养学
生在不同情境下的语言应用能力 

	 遵循“听说结合，以听促说”的原则，输入与输出相结合，精心设计课
堂活动与课下自主练习 

	 提供文化背景知识，介绍交际中的注意事项，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与交际能力

	 上、下册难度递进，侧重不同，从日常交际逐步向功能交际过渡，可
根据实际教学需要选择使用 

	 学习光盘内容丰富，包含听说练习、与主题相关的视频片段以及帮
助学生检测与提高听力水平的测试题等

听说教程（上、下）

上册 5600-8680-4 35.90
下册 5600-9292-8 37.90
上册 教师用书 5600-8679-8 22.90
下册 教师用书 5600-9288-1 23.90

上册 5600-7320-0(01) 27.90
下册 5600-7687-4(01) 30.90
上册 教师用书 5600-7536-5 26.90
下册 教师用书 5600-7688-1 29.90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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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贾卫国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书号：5600-7284-5(01) 定价：37.90 元

编著：李  健

实用英语写作

书号：5135-0970-1 定价：35.90 元 

主编：李  健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书号：5600-9113-6 定价：34.90 元

主编：张  丽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书号：5135-0514-7 定价：39.90 元

DVD

系列教材

作者：叶  朗  朱良志  译者：章思英  陈海燕  编者：张桂萍

以生动的实例和材料，对中国文化最具特色的内容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引导学生领悟中国
文化的精髓，学会相应的英语表达，是以英语教授中国文化的首选教程，也可作为英语学习者的
自我提高用书。

     着眼文化，纵论古今 从智慧与信仰到创造与交流，从艺术与美感到民俗与风情，展示古代
中国的灿烂文化和当代社会的丰富内涵

     金玉其外，内秀其中 地道凝练的文字辅以精美多彩的插图，撷取中华文明最瑰丽的篇章，
力求彰显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和文化性格

     对比文化，训练思维 练习活动的设计融入了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培
养跨文化意识与思辨能力

     模拟情境，强调应用 围绕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文化交流问题设计任务，使学
生融入其中，实现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的输出

书号：5600-9984-2 定价：39.90 元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助教课件

57

研
究
生
英
语



当代研究生英语
Active English for Postgraduates
主编：刘润清  汤德馨  王贵明

读写教程（上、下）

	 阅读内容选材精良，注重语言的典范性、实用性和时代感

	 采用“以读导写”的原则，将读写有机结合

	 写作部分在训练写作技能时注重与阅读材料的结合，针对实用英语文体写作进行具体指导

	 练习难易适中，注重活用 当代研究生英语
读写教程（上） 5600-2306-9 25.90
读写教程（下） 5600-2691-6 26.90
读写教程（上）教师用书 5600-2425-7 8.90
读写教程（下）教师用书 5600-2710-4 8.90

翻译教程

	 采用“简明实用”的原则，围绕英汉互译中“理解原文”和“表达译文”两个层面指导学生提
高翻译技能

	 用简明扼要的语言阐释翻译原则和技法，并配以丰富充实的例证
书号：5600-2957-3 定价：13.90 元

听说教程

	 采用交际法，进行听力与口语的结合训练

	 选材新颖、内容丰富，涉及英、美等国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

	 部分录音材料是现场录制，语音纯正自然，语速快慢适中

	 听力练习注重训练学生掌握语言的某一功能和话题的常用表达法

	 口语训练易于上口，从易到难，形式多样
书号：5600-1964-2 定价：18.90 元

视说教程

	 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材料，以视听—模仿—解说—视听—展示为教学形式

	 采用情景教学法，进行“视听”与“说”的交互训练

	 语言材料丰富，文化气息浓郁，富有时代感

	 对原版语言材料化繁为简、引导活用，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及文字解说
书号：5600-2559-9 定价：29.90 元

自学读本

	 在听力、词汇、翻译、阅读和写作五个方面简明扼要地加以指导

	 既有指导篇，也有理论篇；既有整体、概括的学习指导，也有具体的应试技巧，帮助学生将理
论和实践充分结合

	 讲解突出难点，注重针对性和启发性，并提供大量难度适中的练习，相当于研究生英语学位
考试的水平

	 可以与《当代研究生英语》系列教程配套使用，也可以单独用以自学
书号：5600-2095-2 定价：15.90 元

《当代研究生英语》依据《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以“新颖”、“实用”、“与英语考证接轨”为原则

进行编写，力求做到编适于教、编利于学。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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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考试与学习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总主编：方振宇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包括《核心词汇》《听力》《阅读》等分
册，详细解读考试题型，全面讲解解题方法，精确分析解题思路。该系列图书自出版以来，深
受广大师生喜爱，销量稳居同类图书前列。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 核心词汇（2018 修订） 5213-0519-7 39.90 元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 听力（2016 修订） 5600-6469-7(05) 32.90 元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 听力（2016 修订） 5600-7242-5(02) 34.90 元

总主编：汪士彬

“经典710分”系列针对大学英语四、六级最新改革题型编写，全面体现新题型的特点，
在选材和试题设计上力求经典，在长度和难度上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新题型保持一致，
将完整试题和单项训练相结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效度与信度，能够帮助考生在高效
备考的同时提高语言水平。

“经典 710 分”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

“经典 710 分”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模拟试题（2017 修订） 5600-5346-2(03) 31.90 元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词汇（2017 修订） 5600-9987-3(01) 29.90 元

主编：王大伟  程瑞勇

 优化题型 全书包含10
套最新真题和3套预测试
题，均与最新四级考试题型
保持一致 

 超详解析 每套试题均
提供详尽实用的听力原文、
阅读译文、词语拓展、答案
解析

 专项指导 赠送新闻高
频词语、新闻强化训练、实
用写作技巧、写作高分句
型、常用翻译技巧、翻译热点
词语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真题全解 + 标准预测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全真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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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00036810 大学英�四�考�模���（2017版）封面（20170816�脊�瘦）（ctp印刷文件）.pdf   1   2017/8/16   18:36:38

经典710分汪士彬四级考试系列

主编：汪士彬

词  汇

大学英语
四级考试

最 新

南开专家精心编写

 国际音标 经典例句

 词根词缀 同义辨析

 扩展派生 习题助记 　　

经
典710

分
汪
士
彬
四
级
考
试
系
列

选材经典命题严谨，追踪最新考试动向

研习题型直击考点，科学训练轻松应战责任编辑：程  序　　　　        封面设计：黄  浩

大
学
英
语
四
级
考
试

　　本系列辅导用书针对性强，在选材和试题设计上力求经典，在各方面

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新题型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通

过单项训练与模拟试题相结合，帮助考生全面熟悉四级考试新题型，做到

胸有成竹，顺利通过四级考试。

定价：29.90元

主
编

　汪
士
彬

词   

汇

经典710分汪士彬四级考试系列：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模拟试题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阅读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词汇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听力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写作与翻译

书号：5135-7600-0(06)
定价：49.80 元（估）

主编：张四友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分全真题解》（调整题
型最新版）提供了根据《全
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
纲》最新版题型调整后的
10套四级考试全真试题，即
2011年6月至2015年12月的
四级考试真题，并提供答案
解析和听力原文。各套试卷
单独装订，方便考生进行强
化训练和考前自测。

C

M

Y

CM

MY

CY

CMY

K

书号：5135-4353-8(01)
定价：3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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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四�考�真�全解+�准�� 封面 （ctp印刷文件）20170809.pdf   1   2017/8/9   15:02:48

网络资源 MP3

六级听力：责编：程序定价：28.9页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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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王大伟

	 紧扣考纲  严格按照最新版《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的要求精
心编写，考情分析准确透彻

	 直击热点  紧密结合最新考试趋势，选材、设题围绕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高频话题和
当代热点话题

	 专项提升  深入解读不同题型的命题特点，详细讲解各个任务的解题技巧，补充鲜活地
道的口语素材

	 模拟强化  资深专家精心打造15套全真模拟试题，命题权威，答案详实，有效指导考生
考前强化练习

	 App助考  随书附赠口语考试App，供考生进行在线学习和模考，熟悉机考流程，感受
真实口语考场

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宝典

书号：5135-9250-5   定价：35.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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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何高大  甘容辉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遵循英语新闻听力教与学的规律，并充分
体现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改革方向，关注新闻特点、听力难点及学习者
弱点，有效提升学习者新闻听力及应试能力

 语言真实地道，话题与时俱进 教材选材均来自英语国家主流媒体，语言真实地道；精
选最新、最热门的话题，内容丰富，与时俱进

 开阔国际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多元素材帮助学习者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练习设计引导
学习者挖掘重要信息，分析观点态度，提升思维能力

书号：5135-7488-4(01) 定价：26.90 元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主编：何高大  朱  婕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针对性强，有效提高英语学术讲座听力考
试能力

 题材体裁新颖，话题与时俱进 内容涵盖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医药、
食品等领域

 开阔学术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帮助学习者了解当今世界舞台的新形势、新动态

大学英语学术讲座听力教程

书号：5135-9277-2   定价：3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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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

MP3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

编著：陈毅平  秦学信

 文化主题丰富，语料输入和输出相结合，以汉译英为主，兼顾英译汉

 突出“以输出为驱动”的教学理念，强调实际翻译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强调实用性和真实性，学生可以拿来即用，又能举一反三，切实提高翻译能力

 翻译练习包括词语、句子、段落三个层面，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书号：5135-4244-9 定价：45.90 元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扫码查看
目录 & 样章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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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著

	 详细说明考试内容与要求

	 权威解读样题及考查要点

	 独家提供真题及作答样例

	 分步骤图解机考操作流程
书号：5135-8507-1(02) 定价：45.90 元

主编：王晶

	 覆盖面广，内容全面 本书系统地整合了历年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涉及的语法考点，所有例
句和练习都附有详细的解题分析，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重点突出，针对性强 通过归纳历年真题的各种典型考点，深入解读命题规律与答题思
路，帮助学生迅速抓住考试的重点和难点，提升复习效率

	 层次分明，使用方便 每个章节均包含历年经典考题回顾、核心语法知识详解以及模拟真
题强化训练三个版块，知识点讲解与模拟训练有效结合

	 分析透彻，讲解全面 根据试题的结构以及语境对正确答案进行重点分析，并对其他选项
分别进行排查，帮助学生举一反三，全面掌握英语语法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

主编：魏承杰  马春媛

本书10 套模拟试题是在对历年真题进行深度剖析与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命题的，试题解
析详细完备，所选素材贴合考研英语真题题源，能够有效帮助考生掌握考研英语的命题规
律，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书号：5135-6692-6 定价：49.90 元

考研英语

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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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吴鼎民  谢小苑

主审：王海啸

本书较为系统地总结和提炼了大学英语学习所需的方法与策略，全书分为入门篇、听力
篇、口语篇、词汇篇、阅读篇、写作篇、翻译篇和发展篇。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实用有效策略，
提升学习效率。

书号：5135-7436-5(01) 定价：32.90 元

书号：5135-0621-2(01) 定价：39.90 元

“国才考试”系列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官方指南

英语专业四级历年语法考点宝典

考研英语全真考场秘笈

大学英语学习方法与策略（第二版）

61

英
语
考
试
与
学
习



	 系统权威 资深测试专家编写，紧扣考试官方指南，理
论与实操有机结合

	 深度解析 样题讲解针对性强，深入剖析命题意图，精
准归纳答题技巧

	 围绕考点 备考知识全面详尽，范例丰富，梳理答题思
路，提供解题策略

	 实战演练 模拟试题命题科学，贴近真题，有效指导考
生进行考前热身

  为帮助考生熟悉“国才考试”题型设置，掌握相应的应试技能，多位在商务英语和英语翻译方
向具有丰富测试经验的教师共同编写了《国才考试模拟题集》系列。该系列深入剖析了各个题型
及答题思路，力图帮助考生更加准确地把握“国才考试”的特点和难点，对各个类别进行充分的实
战训练。本系列包括初级、中级、高级、高翻笔译、高翻交传、高翻同传等级别。

《国才通关实战解析》数字课程系列

准确把握考试脉搏，专家传授破题思路，以考促学、以学促用，增强职场竞争力。

国才通关实战解析
中级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915 109.00
高级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531 169.00
高端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532 199.00《中级》课程 《高级》课程 《高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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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00035992 国才考��考全攻略(高�)（20170912）展开�（ctp印刷文件）.pdf   1   2017/9/12   10:10:41

扫码查看课程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

国才考试模拟题集

C

M

Y

CM

MY

CY

CMY

K

SJ00032310_国�人才英��考指南-3.3展开�（20170531）（ctp印刷文件）.pdf   1   2017/5/31   17:28:17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
初级 5135-7807-3 29.90 元
中级 5135-9479-0 25.90 元
高级 5135-9385-4 29.90 元
高端 5135-9856-9 26.90 元（估）

高翻笔译 5135-8779-2 25.90 元
高翻交传 5135-9855-2 26.90 元
高翻同传 5135-9715-9 26.90 元

国才考试模拟题集
初级 5213-0378-0 29.90 元
中级 即将出版

高级 即将出版

高翻笔译 即将出版

高翻交传 即将出版

高翻同传 即将出版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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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图书

63

教
师
发
展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理论指导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文秋芳

英语文体学重点问题研究 张德禄 贾晓庆 雷    茜

外语教师教育重点问题研究 徐    浩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张庆宗

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 文秋芳等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陈新仁等

词汇研究 Norbert Schmitt

语言测评实践：现实世界中的测试开发
与使用论证

Lyle Bachman 
Adrian Palmer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 
Vander Viana
Sonia Zyngier
Geoff Barnbrook

认同和语言学习：对话的延伸（第二版）
Bonny Norton 著
边永卫 许宏晨 译

科研方法系列

语料库应用教程
梁茂成 李文中
许家金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
Susan M. Gass 
Alison Mackey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方法 
( 第二版 )

Zoltán Dörnyei 
Tatsuya Taguchi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启动研究方法
Kim McDonough 
Pavel Trofimovich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案例分析 许宏晨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 Anne Burns

语言学方法论：描写方法 桂诗春

语言学方法论：实验方法 桂诗春

应用语言学中的个案研究方法 Patricia A. Duff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
杨鲁新 王素娥 常海潮 
盛    静

应用语言学中的微变化研究方法 周丹丹

应用语言学中的复制研究方法 Graeme Porte

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实证研究报
告的撰写

John Bitchener

有声思维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 第二版 )

郭纯洁

外语教学定量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秦晓晴 毕    劲

教学研究系列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阅读与写作 顾永琦等

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理论与实践 Nigel Harwood

反思性实践：重燃你的教学热情 Thomas Farrell

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徐    昉

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 王    艳

英语词汇教学与研究 马广惠

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 陈则航

职业口译教学与研究 刘和平

课堂活动系列

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田朝霞 周红兵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 理论指导系列

著（加）

（美）

Bonny Norton

后记Claire Kramsch

译边永卫 许宏晨

项目负责 解碧琰
责任编辑 张丽娟
责任校对 段长城 
封面设计 覃一彪  贾世旭

认同和语言学习：
对话的延伸（第二版）

近年来语言教育领域探讨认同的研究迅

速增加。本书是认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加

拿大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Bonny Norton的代表作。Norton教授在社

会文化视角下，通过分析丰富的质性材料，深

入探讨了认同和语言学习的内在联系。

作者在引言中指出，认同研究为语言学习

领域提供了可将个体语言学习者与更广阔的社

会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综合性理论；第一至三

章探讨了认同和语言学习的相关性、核心概念

与研究方法，并梳理了认同和语言教学之间的

关系，以及认同领域不断拓展的主题及其发展

趋势；第四、五章运用认同理论对五位参与研

究的女性移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案例分析和阐

释；第六章回顾经典二语习得理论的片面性，

并阐述认同视角下语言学习作为一种社会实践

的论点；第七章论及认同理论对于语言教学的

启发和意义。二语习得领域的知名学者Claire 

Kramsch专门为本书撰写了后记。

本书所阐述的理论深刻，案例丰富有趣，

叙述方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对于二语习得

领域的研究者和一线外语教师都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

     理论指导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英语文体学重点问题研究

外语教师教育重点问题研究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词汇研究

语言测评实践:现实世界中的测试开发与使用论证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

认同和语言学习：对话的延伸

     科研方法系列

语料库应用教程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方法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启动研究方法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案例分析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中的个案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

应用语言学中的微变化研究方法

应用语言学中的复制研究方法

外语教学定量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有声思维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实证研究报告的撰写

语言学方法论：描写方法

语言学方法论：实验方法

     教学研究系列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阅读与写作

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

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英语词汇教学与研究

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

职业口译教学与研究

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理论与实践

反思性实践：重燃你的教学热情

师生共话：二语写作博士生的培养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 
(Second Edition)

定价：59.90元

iResearch微信公众号heep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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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包括理论指导、科研方法、教学研究和课堂活动四个子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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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师教学与科研提供切实、全面、前沿

的引导与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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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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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一个学科或理论的存在必然要通过一定数量的专业性术语来论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得以初步理解和掌握

某学科或理论的整体。“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即是以此为原则编写的为初涉各专业领域的学习者——高校本科

生、硕博研究生、年轻教师等，特别是外语语言文学类专业学习者——准备的专业入门丛书。

每个分册都包含了针对该学科的中文导读、引言、核心术语、重要学者、代表性论著和索引等。全套丛书特别邀请

胡壮麟教授做总序；各册导读、核心术语所配中译文皆由各学科知名学者专门撰写和翻译。 

本套丛书对学科内容的梳理系统、专业，语言通俗、有趣；丛书的选择既注重学科性，也考虑到多学科性和跨学科

性，这是学术界对当代知识传授与学科发展的崭新认识。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此基础上攀登知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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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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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CMY

K

书名 作者 注释者

文学理论核心术语 Mary Klages 张 剑

翻译学核心术语 Giuseppe Palumbo 王东风

语言学核心术语 Howard Jackson 蓝 纯

二语习得核心术语（第二版） Bill VanPatten, Alessandro Benati 陈亚平

语用学核心术语 Nicholas Allott 冉永平

语义学核心术语 M. Lynne Murphy, Anu Koskela 束定芳 田 臻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 Paul Baker, Sibonile Ellece 黄国文 刘 明

系统功能语言学核心术语 Christian M. I. M. Matthiessen, Kazuhiro Teruya, 林文杰 黄国文 陈瑜敏

文体学核心术语 Nina Nørgaard, Beatrix Busse, Rocío Montoro 刘世生

句法学与句法理论核心术语 Silvia Luraghi, Claudia Parodi 戴曼纯

符号学核心术语 Bronwen Martin, Felizitas Ringham 张 凌

逻辑学核心术语 Jon Williamson, Federica Russo 郝兆宽 单芃舒

伦理学核心术语 Oskari Kuusela 龚 群

心智哲学核心术语 Pete Mandik 周允程

艺术哲学核心术语 Tiger C. Roholt 高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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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梳理，方法示范；趋势探析，研究引领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

  精选外语学科五大方向25个重要领域核心话题

  深入探讨评述各话题研究脉络、研究方法、研究案例，并对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兼具学术性、体系性、前沿性、引领性，直观话题研究全貌，切入话题研究重点

  适合外语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生、教师及研究者阅读参考

系列名称 系列总主编 子系列名称 子系列主编

语言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王文斌

普通语言学 袁毓林

句法学 司富珍

语义学 蒋 严

音系学 马秋武

语音学 朱 磊

认知语言学 张 辉

对比语言学 王文斌

应用语言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文秋芳

语言习得 蔡金亭

语言测试 韩宝成

二语写作 王立非

教师发展 徐 浩

心理语言学 董燕萍

社会语言学 高一虹

语料库语言学 许家金

外国文学研究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张 剑

传统·现代性·后现代研究 张 剑

社会·历史研究 杨金才

种族·后殖民研究 谭惠娟

自然·性别研究 陈 红

心理分析·伦理研究 刁克利

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 王克非

理论翻译研究 王东风

应用翻译研究 王克非

口译研究 张 威

翻译文化史研究 许 钧

语料库翻译研究 秦洪武 黄立波

跨文化研究核心话题丛书 孙有中 　 　



立体式、综合性平台：集网站、微信公众号及QQ学术交流群于一体

权威、丰富的学术资源：依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及外研社的丰富学术研究及专家资源

一站式科研支持：提供研究指导、文献资源、科研工具、成果发表等全方位学术科研支持

主办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合办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教学力  科研力  创新力

150+
260+

专家导师

数字课程 1,800+
课程学时

40,000+
在线学员

7
大主题类别

网站：iresearch.unipus.cn

QQ 群号：626342784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说课

微课

微课在翻转课
堂中的应用

微课在翻转课
堂中的应用

智慧设计：搭
建 通向智慧
学习的桥梁

基于任务的
设计：目标、
过程与评价

大学英语组      英语类专业组      高职高专英语组      多语种组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平台

教师研修

扫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微信公众号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详见手册 74 页课程列表）

                外语教师发展智慧平台 http://ucourse.uni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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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thinks; it is our nature to do so. But much of our thinking, left to itself, is biased, 
distorted, partial, uninformed or down-right prejudiced. Yet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and that of 
what we produce, make, or build depends precisely on the quality of our thought. Shoddy 
thinking is costly, both in money and in quality of life. Excellence in thought, however, must 
be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d.

— Richard Paul & Linda Elder

专业权威 深入浅出 易于阅读 便于携带

定价：257.90 元

当当、亚马逊、京东均有售

教学篇

大众篇

基础篇

套装版

Everyone thinks; it is our nature to do so. But much of our thinking, left to itself, is biased, 
distorted, partial, uninformed or down-right prejudiced. Yet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and that of 
what we produce, make, or build depends precisely on the quality of our thought. Shoddy 
thinking is costly, both in money and in quality of life. Excellence in thought, however, must 
be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d.

— Richard Paul & Linda Elder

专业权威 深入浅出 易于阅读 便于携带

定价：257.90 元

当当、亚马逊、京东均有售

教学篇

大众篇

基础篇

套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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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one thinks; it is our nature to do so. But much of our thinking, left to itself, is biased, 
distorted, partial, uninformed or down-right prejudiced. Yet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and that of 
what we produce, make, or build depends precisely on the quality of our thought. Shoddy 
thinking is costly, both in money and in quality of life. Excellence in thought, however, must 
be systematically cultivated.

— Richard Paul & Linda Elder

“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由外研社原版引进，供读者培养、提升思辨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使用。作者 Richard 

Paul 和 Linda Elder 是两位专门从事思辨能力研究的专家，他们创办的专门研究和培训思辨能力的机构 Foundation for 

Critical Thinking 享誉全球。Richard Paul 和 Linda Elder 认为，思辨能力并不是玄虚的存在，而是有方法可依、有规律可循，

他们将长期研究发现并总结的方法与规律凝聚在了“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当中。“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共 21 本，分为

基础篇、大众篇、教学篇，分别针对入门基础学习者、社会大众读者、广大教师及学生阅读学习。

（美）Richard Paul （美）Linda Elder 等著

专业权威 深入浅出 易于阅读 便于携带

定价：257.90 元

当当、亚马逊、京东均有售

扫描二维码，立即购买

教学篇

大众篇

基础篇

套装版 中  文  书  名 英  文  书  名 书    号 定    价（元）

基础篇

批判性思维术语手册 A Glossary of Critical Thinking Terms and Concepts 978-7-5135-7531-7 15.9

批判性思维概念与方法手册（第7版）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 Tools 978-7-5135-7832-5 7.9

大脑的奥秘 Taking Charge of the Human Mind 978-7-5135-7469-3 9.9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 第 3 版）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ritical & Creative Thinking 978-7-5135-7836-3 9.9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The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978-7-5135-7534-8 9.9

什么是分析性思维 Analytic Thinking 978-7-5135-7470-9 13.9

大众篇

识别逻辑谬误 Fallacies: The Art of Mental Trickery and Manipulation 978-7-5135-7833-2 13.9

思维的标准 Intellectual Standards 978-7-5135-7535-5 13.9

如何提问 Asking Essential Questions 978-7-5135-7471-6 9.9

像苏格拉底一样提问 The Art of Socratic Questioning 978-7-5135-7530-0 15.9

什么是伦理推理 Ethical Reasoning 978-7-5135-7533-1 13.9

什么是工科推理（第 2 版） Engineering Reasoning 978-7-5135-7528-7 13.9

什么是科学思维（第 3 版） Scientific Thinking 978-7-5135-7834-9 13.9

教学篇

透视教育时尚 Educational Fads 978-7-5135-7529-4 15.9

思辨能力评价标准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y Standards 978-7-5135-7532-4 13.9

思辨阅读与写作测评（第 2 版）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inking Reading & Writing Test 978-7-5135-7835-6 13.9

如何促进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 Practical Ways for Promoting Active & Cooperative Learning 978-7-5135-7472-3 7.9

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How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30 Practical Ideas 978-7-5135-7467-9 9.9

如何通过思辨学好一门学科
How to Study & Learn a Discipline：
Using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 Tools 978-7-5135-7473-0 9.9

如何进行思辨性阅读 How to Read a Paragraph: The Art of Close Reading 978-7-5135-7466-2 13.9

如何进行思辨性写作 How to Write a Paragraph: The Art of Substantive Writing 978-7-5135-7468-6 9.9

思辨能力的高下将决定一个人学业的优劣、事业的成败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在此意义上，我向

全国中小学教师、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以及社会大众郑重推荐“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相信该套丛

书的普及阅读和学习运用，必将有利于促进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众思辨能力，为创

新型国家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作出深远的贡献。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

（美）Richard Paul （美）Linda Elder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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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研修主题 主讲专家 时间

教学管理类 “一流学科”与高水平外语教研团队建设 何莲珍等 8 月 2-3 日

教学方法类

思辨英语教学：理论、实践与研究 孙有中、金利民、张虹、黄丹婵 8 月 10-11 日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教学与研究
张文娟、张伶俐、邱琳、陈浩、

孙曙光、毕争
7 月 18-19 日

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教学与研究
任文、田朝霞、周红兵、李溪、

顾秋蓓
5 月 25-26 日

英语写作课程教学与研究 王俊菊、梁茂成、田丽丽等 8 月 6-7 日

商务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王立非等 8 月 3-4 日

科研方法类

学术动态追踪与文献综述撰写 许家金 7 月 21-22 日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 梁茂成、李文中、许家金 7 月 24-26 日

量化研究方法工作坊（高阶班） 徐浩、许宏晨、金檀等 7 月 18-20 日

质性研究方法工作坊（高阶班） 陈向明、张虹、袁睿、李春梅 8 月 16-18 日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高阶班）
王克非、赵永青、杨金才、文旭、

姜红、傅敬民、任伟、江进林
11 月 16-17 日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高阶班） 罗良功、徐锦芬、何伟、张威 11 月 23-24 日

科研专题类

文学与社会系列讲习班——文学批评理论
王守仁、朱刚、程朝翔、张剑、

何成洲、殷企平、杨金才等
7 月 21-22 日

英汉对比理论与实践 王文斌 7 月 29-30 日

生态语言学研究 黄国文、何伟 7 月 29-30 日

测评素养类

外语教学中的测试与评价 武尊民、罗少茜
7 月 31 日-

8 月 1 日

英语沟通能力的教学与评价：

以国才考试为例
韩宝成、杨莉芳等 7 月 29-30 日

2019 年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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