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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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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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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英语 新应用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P14 P28

P26

P02

基础英语类
精品
推荐

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指向，高校需要培养既有语言能力，又有文化底蕴
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化人才。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因此，除了
传授语言技能，大学英语课程也应当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责任，向他们传授中西人文思想经典，提升他们
的国际文化底蕴。《大学人文英语教程》正是一套顺应这一指向而编写的基础英语读写教程，它以读写技能为经，人
文思想为纬，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教育功能。本教程旨在让学生通过经典英文选篇的学习，感知人文思想内核，在
中国文化视界中建立西方人文思想构架，提升他们的国际交流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国际文化交流能
力，为他们成为具有文化底蕴的国际化人才打下基石。

本教程分上、下两册，以中西文化经典学习带动英语语言能力的成长，以西方人文思想进程为历史主线，从文明
之初的创世史诗，到 21 世纪的多元思想百家争鸣，提纲挈领，系统地为学生呈现西方思想文化的坐标蓝图。每级配
备教师手册、助教课件和数字课程等立体化资源。

大学人文英语教程
体味经典语言魅力 感知西方人文内核  

立足中国文化视界 助力国际深入交流

主编：黄必康
副主编：李淑静 李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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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设计：袁    凌    版式设计：吴德胜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商务篇》是专为赴美从事商务交流的中国商务人士提供的情景

式口语手册。本书真实呈现现代商务英语活动的交际场景，帮助读者学习商务知识，

提高商务实践能力。本书展现美国社会生活和商务文化，为读者赴美进行商务交流提

供借鉴。本书特色如下：

商务实景 信息丰富：运用纯正美式英语；

原创对话 文化碰撞：折射中外文化差异；

图文并茂 注解详尽：增添读者学习乐趣。

定价：39.90元http://heep.unipus.cn Unipus 微信公众号Unipus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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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  技能类

职场英语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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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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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颖    执行编辑：张路路    封面设计：袁    凌    版式设计：吴德胜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求学篇》是专为赴美求学的中国学生提供的情景式英语口语手

册。本书展现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校园文化，语言地道，深入浅出，为学生在求学场景

下的语言交流提供借鉴，帮助学生突破文化隔阂，跨越沟通障碍。本书特色如下：

求学实景  信息丰富：运用纯正美式英语；

原创对话  文化碰撞：折射中外文化差异；

图文并茂  注解详尽：增添读者学习乐趣。

定价：39.90元http://heep.unipus.cn Unipus 微信公众号外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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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  学科类P64

文化类

跨文化商务交际P72



基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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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教程

视听说教程

长篇阅读 

快速阅读

泛读教程

综合训练

新一代大学英语     P14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写作教程

综合训练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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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4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长篇阅读

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P26

新应用大学英语  P28

大学人文英语教程  P30

新视界大学英语     P32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长篇阅读

综合训练

E 英语教程（艺体类大学英语）  P36

E 英语教程 综合训练

技能提升

 视听类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P38

 口语类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P49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P50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P50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P51

 写作类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

 ——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P53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P53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P54

 翻译类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P60

 语法类

 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P61

助力大学英语学习与备考

“外研社·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系列  P90

真题全解 + 标准预测 / 全真试题 + 标准预测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数字课程       P90

新四级强化辅导数字课程系列 / 新六级听力通关特训数字课程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最新改革题型）  P91

全真试题与预测 / 模拟试题 / 预测试卷 / 核心词汇 / 听力 / 写作 / 阅读 / 综合测试

“经典710 分”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最新版）  P92

模拟试题 / 听力 / 阅读 / 词汇 / 写作与翻译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单项备考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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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



后续课程

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多元能力

语
言
文
化

 文化类  P44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英语电影视听说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旅游篇·求学篇·商务篇

中国文化 

学
术
英
语

学术英语类  P64
   学科类  P64

  学术英语（综合）

  学术英语（人文）

  学术英语（社科）

  学术英语（管理）

  学术英语（医学）

  学术英语（理工）

  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

  学术英语 

   技能类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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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交流类  P67
  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学科英语类  P68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  P68

  心理学

  医学

  文学

  西方文明

语
言
技
能

 口语类  P49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跨文化口语教程  英语语音

 大学时代英语口语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 

 写作类  P53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

 基础写作 

 演讲辩论类  P56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赛题锦囊”系列

 翻译类  P60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听力类  P62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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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70

商务英语：初入职场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

商务英语入门（修订版）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英语写作（修订版）  跨文化商务交际
 商务英语视听说（情景篇）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 

 金融英语  P73     科技英语  P74     法律英语  P75

专
业
英
语

 专门用途英语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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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英语  P78

职场英语

WinCareer 职业英语系列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 

建设优质教学资源，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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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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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时代经典　凝聚创新智慧

总主编：郑树棠

《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
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秉承“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参
与课堂，进一步提升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读写教程》精心设置、全新呈现的 Critical 
thinking 板块、Translation 板块，《视听说教程》
对多元文化的展现和对比，《听说教程》以听
促说、听说有机结合的理念，让学生拥有视野的
宽广度、文化的敏感度和思维的敏锐度，从而自
信而从容地实现与国际接轨。

《读写教程》全新选篇极富时代性、趣味性，
激发多种思维角度；《视听说教程》由备受赞誉
的国际获奖教材 Speakout 改编，让学生不出课堂
就能体验真实的英文交际，迷人的世界风情；《听
说教程》听力素材形式多样，内容真实生动，体
现四、六级考试改革方向，贴合学生实际需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化教学解
决方案”急教师之所急，想教师之所想：“Ucreate
一起备课”帮助教师拓展授课资源，提高备课效
率；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平台为课堂教学提供学
习进程及学习成绩跟踪等功能。丰富的数字化资
源都将为“教”与“学”提供强大助力。

学生问，
素材新在何处？

教师问，
手段新在何处？

时代问，
理念新在何处？

世界问，
思维新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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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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课本、光盘、数字课程、移动学习资源等多种媒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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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ingThink of two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Then work in pairs and ask each 
other as few yes / no questions as 
possible to find out the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in your partner’s 
mind. Here are some examples:

•	 Does it go on the road? 
•	 Is it big?
•	 Is it for lots of people?

Listening to the world

1  Watch a podcas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for its 
general idea.

2  How do they get to work? Look at the people below 
and the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Then watch Part 1 of the 
podcast and check (✔) the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they use 
to get to work. Sometime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answer. 

Bus Car Walking The tube Bike

Now watch again and check your answers.

 New words 
Part 1
the tube /D5 9tju:b/ (BrE)（伦敦等地的）地铁

Waterloo Station /"wO:t5'lu: "steISn/ 滑铁卢车站（伦敦）

Part 2
iPod /'aIp¡d/ 苹果随身播放器

Opening up 

A

B

C

D

E

F

56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 Thir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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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Listening to the world

 Culture notes  
Waterloo Station: a railway station close to the 

South Bank of the River Thames. It is one of Britain’s 
busiest railway stations and one of the busiest 
passenger terminals in Europe.

3  What do they do on their journey to 
work? Look at the people below and read the 
statements. Then watch Part 2 of the podcast 
and fill in the blanks.

Take in the 1) 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scenery, um ... and try to 2) ___________ 
_________ in the road which are quite 
dangerous.

Well, sometimes, if ... if it’s a bit of a quiet road, 
I can 3) ____________________ what I’m going 
to do that day.

I ... I 4) _____________, usually. I just … I, I 
love ... I love journeys. I love just 5)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Well, it’s so short; I don’t actually do very much 
at all, apart from making sure I don’t have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w watch again and check your answers.

A

B

C

D

57UNIT 4  Getting from A t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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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2001 年出版，至今已逾十五载。凭借先进的教学理念、丰富的教学内容、多样的活动设计、

立体化的教学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长期以来广受师生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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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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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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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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读写教程1册 第4单元CS6.indd   89 15-3-19   下午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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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资源丰富，促进教学相长
同步提供外研随身学 App、数字课程、网络补充训练 等，各类媒体互为补充，

有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强化技能，拓宽视野。此外，教师用书、助教课件、试题库及
教学相关资源方便教师备课，帮助教师丰富教学内容、拓展教学方法，促进教学与科研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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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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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教程
读写教程 1 2017 年 6 月出版 57.90
读写教程 2 2017 年 6 月出版 57.90
读写教程 3 2017 年 6 月出版 59.90
读写教程 4 2017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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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结构

读写教程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补充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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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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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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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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教程》与英国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合作，引进
国际获奖教材 Speakout，利用 BBC 优质资源，同时从国内教学实际出发，进行有针
对性的改编。《视听说教程》凭借原汁原味的视听资源、国际化的视野和创新的教学
方法，以设计灵活、步骤清晰、听说结合的活动引导学生掌握听说技巧，提高听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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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料视角丰富、场景真实，语言鲜活生动，语音地道纯正，展现各国风情和世界

文化，开阔学生视野，增进学生文化感知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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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资源，助力教学
课本、学习光盘、数字课程、移动应用、教学管理平台构建立体化的教学资源，丰

富学习内容，支持自主学习，促进教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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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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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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U3.indd   37 15-3-10   下午3:08

1

Traces of the past 

UNIT

Learning objectives 
 talk about past event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present
 listen for specific information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conduct an interview

B1U1.indd   1 15-3-10   下午3:04

Opening up 
Work in pairs and do the nature quiz. 

  1 Which lake is larger? 
a Taihu Lake. 
b Poyang Lake.

  2 Which mountain is higher? 
a Taishan Mountain.
b Huangshan Mountain.

  3 Which country has a longer coastline? 
a Canada.
b Russia. 

  4 Which is the deepest ocean in the 
world? 
a The Atlantic ( 大西洋 ).
b The Pacific ( 太平洋 ). 

  5 Which river is longer? 
a The Nile ( 尼罗河 ).
b The Amazon ( 亚马孙河 ). 

  6 Which is the highest waterfall in the world? 
a Angel Falls ( 安赫尔瀑布 ).
b Niagara Falls ( 尼亚加拉瀑布 ). 

  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lder?
a An iceberg.
b Mars at night.

  8 What do you call the piece of land 
surrounded by water on three sides?
a A peninsula ( 半岛 ).
b An island.

  9 What body part can butterflies use to taste 
their food?
a Their feet.
b Their antennae ( 触角 ).

10 True or false? Birds can’t fly backward.
a True.
b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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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Listening to the world

1  Watch a podcas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for its general idea.

2  Do they like being in the countryside? Look 
at the people below and read the statements. 
Then watch Part 1 of the podcast and check (✔) 
the true statements.

☐  1

A

He grew up on a 
farm. 

☐  2

B

As she’s getting 
older, she loves 
London more than 
the countryside.

☐  3

C

He likes the quiet 
and fresh air of the 
countryside. 

☐  4

D

She comes from 
Hertfordshire 
and lives near the 
countryside. 

☐  5

E

She enjoys 
weekends in 
London.

☐  6

F

He’s lived in the 
countryside for 13 
years and enjoys 
growing vegetables.

Now watch again and check your answers.

 New words 
Part 1
Hertfordshire /'hA:(t)f5dS5/ 赫特福德郡（英国）

Part 2
exotic /Ig'z¡tIk/ a. 奇异的；异乎寻常的

telly /'teli/ n. (BrE) 电视

guinea pig /'gIni 8pIg/ n. 天竺鼠；豚鼠

 Culture notes  
Hertfordshire: an administrative and historic county 

of southern England. In 2013, the uSwitch Quality of 
Life Index listed Hertfordshire as the third-best place 
to live in the UK. 

3  Do they like wildlife? Look at the people 
below and read the statements. Then watch 
Part 2 of the podcast and match the statements 
1-6 to the people A-F.

A

B

C

D

E

F

____ 1 Er, I really, sort of, enjoy things that you 
don’t see every day – um ... enjoy sort of 
very exotic wildlife that I haven’t seen 
before.

____ 2 Well, I am, er, an animal lover. Er, I’m a 
vegetarian as well.

____ 3 I like, um, big cats. They’re very graceful; 
they’re very beautiful.

____ 4 I like, um, watching them on the telly.
____ 5 I think, I think animals are living beings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so – should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____ 6 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ve always 
really liked foxes for some reason.

Now watch again and check your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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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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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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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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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教程》包含 1-4 级，各级别单元主题与《读写教程》相呼应。教材充分考
虑大学生的英语听说水平，有效结合四、六级考试的新需求，内容设计循序渐进，难
度渐次增强，力求帮助学生夯实语言基础，切实提升英语听说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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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技等话题，内容丰富

生动，帮助学生拓宽视野，提升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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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难度逐

级递增；活动设计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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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层、逐步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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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对听说能力的综合培养。从基础听力

训练入手，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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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以听促说；口语活动围绕输入材料展开，帮助学生灵活运用相
关语言表达与会话策略，引导学生表达个人观点，体现听说结合，全面提升学生语言
应用能力。

教学资源立体，满足个性化需要
充分体现数字时代特色，提供配套数字课程、移动学习资源、教学管理平台、多

媒体光盘等教学资源，既能为教师提供强大教学支持，提升教学效果，同时满足新
一代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C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听说教程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含 CD-ROM 光盘 1 张）

听说教程 1 2017 年 6 月出版 39.90
听说教程 2 2017 年 6 月出版 39.90

听说教程 3 2017 年 6 月出版 42.90

听说教程 4 2017 年 6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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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出版 57.90
听说教程 2 2017 年 8 月出版 57.90

听说教程 3 2017 年 8 月出版 59.90

听说教程 4 2017 年 8 月出版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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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材 教材资源

读写教程 外研随身学App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 数字课程（新增补充训练） 试题库

语料库

“Ucreate 

 一起备课” 

ucreate.

unipus.cn

视听说教程 外研随身学App 学习光盘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 数字课程 试题库

听说教程 外研随身学App 学习光盘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 数字课程 试题库

综合训练

长篇阅读 数字课程

泛读教程

为配合大学英语教学新需求，选
取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内容多元的文
章，重点参考相关考试长篇阅读题型，
以其他阅读练习为补充，提高学生“快
速 + 准确”的阅读能力、信息加工和
分析推断能力，有效提升综合运用语
言的能力。

根据《读写教程》全新编写，与《读
写教程》配套使用，通过词汇、语法、
阅读、段落翻译、写作等练习进一步
巩固所学知识，加强各项技能训练，
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综合训练 1 5135-56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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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的教学要求，全新编写《泛
读教程》。选篇内容更加新颖、符合学
生兴趣。教材将英语阅读技能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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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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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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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综合训练

泛读教程

长篇阅读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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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和《听说教程》配有教师用书，助力教师提升教学效果、
提高教学能力。

《读写教程 教师用书》提供丰富的教学素材，包括文化注释、课文结构分析、详尽的词汇讲解、例句以及句意分析、
练习答案和课文译文等，为教师备课和授课提供重要支持。

《视听说教程 教师用书》、《听说教程 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对开排版，包含学生用书全部内容，并提供听力原文、
练习答案、教学策略和方法指导，补充语言难点注释和文化现象注释，方便教师教学。

《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和《听说教程》提供助教课件。《读写教程》配备通用版和活动版两套课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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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详细的语言及策略指导，帮助学生习得语言知识，提高思维能力，培养合作意识，锻炼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提供丰富的试题资源，内容完善、题型全面，包含听、说、读、写、译等各类测试题，教师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组卷。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

试题库

数字化教学解决方案

《读写教程》每单元在线提供词汇、语法结构、阅读、翻译、写作等针对性练习，巩固所学知识，供学生自主学习或训练使用。

补充训练

读写数字课程（新增补充训练）

视听说数字课程

听说数字课程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新视野大学英语
（第三版）
数字化教学
解决方案

学    习

教    学

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平台

优化在线互动教学环境，提升个

体学习体验与效果，支持教师创

新教学模式，开展课题研究，推

进跨校合作

Ucreate 一起备课

整合多媒体资源，提供教学活动

设计参考，帮助教师提高备课效

率，分享同行教学思路

助教课件PPT

为教师量身定制、精心准备的助

教课件 PPT，方便教学

数字课程

包含课文朗读、词汇录音、音

视频播放、课文翻译和语音评

测，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

随学随练，让学习更高效

外研随身学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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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以教材内容为基础精心设计，与教材相辅相成。课程系列包含 1-4 级，每
一级由《读写》数字课程、《视听说》数字课程、《听说》数字课程、《长篇阅读》数字课程组成。系列课程依托 Unipus 高
校外语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多媒体、交互式、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构建便捷、多元、开放的自主学习环境。此外，外研社
精心打造外研随身学 APP，方便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随学随练。

●  阅读速度和模式可个性化设置，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  提供在线笔记、词典等辅学工具，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 练习多样，强化阅读理解及分析推断能力

长 

篇 

阅 

读

●  听说在线融合，语音评测即时反馈 优化主题活动流
程，听说融合，轻松有趣；口语角色扮演，简单场景模拟，
提供即时反馈，帮助学生轻松训练口语

●  丰富的学习资源，有效训练听说能力 丰富的自主学
习资源和试题库，帮助学生结合课堂学习进行训练巩
固，提升听说能力

●  紧跟四、六级改革，助力备考 针对四、六级考试改革，
配有丰富的新闻、讲座和对话练习，题型全面、训练
科学，有效助力备考

听 
 

说

●  优化教学设计，学习流程更科学  背景知识先于课文
呈现，为学习者扫清阅读障碍；知识讲解与练习紧密联
系，练习过程中可随时回溯知识点；结构分析通过图形
具象化，一目了然

●  补充助学资源，提供辅助工具  适度整合教师用书内容，
补充词汇及语言点讲解，配备在线词典，并实现课文单
句点读，逐句翻译

读 
 

写

●  整合教材活动设计，体现多媒体在线优势“Listening 
to the world”和“Speaking for communication”两
个模块整合教材任务、优化学习流程，听说融合、环环
相扣，引导学生从积累到实践，逐步提高交流能力

●  强大的语音评测技术 跟读、角色扮演等口语活动提供
即时反馈，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行训练，提高口语水平 

●  技巧讲解，教授学习策略 提供听说技巧视频讲解，让
学生在有策略指导的基础上学习和训练

●  增设新闻专项训练 精选新闻听力素材，备战四级听力
新题型

视 

听 

说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数字课程1 学习卡 FW000000165 35.0
读写数字课程2 学习卡 FW000000166 35.0
读写数字课程3 学习卡 FW000000167 35.0
读写数字课程4 学习卡 FW000000168 35.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1 学习卡 FW000000222 19.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2 学习卡 FW000000223 19.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3 学习卡 FW000000224 19.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4 学习卡 FW000000225 19.0

涵盖《读写》、《视听说》和《听说》课程。

●  增设课文翻译  《读写》课程配有课文翻译，加深课文
理解

●  提供语音评测  《视听说》和《听说》课程提供语音
评测 , 通过机器反馈分数，标识发音薄弱环节

●  实现泛在化学习  支持随时随地听课文、看视频、学单词、
练口语，实现移动学习

外
研
随
身
学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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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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主题内容
教材内容以主题为线索，涉及社会、经济、科学、教育和

文化等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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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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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大学英语》全面、系统、创造性地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引入大学

英语教学，自 2001 年出版以来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也广受使用者好评。

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进步以及国家大学英

语教学方针的确立，《新视野大学英语》的编者遵循教育部的指导，依据《大

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及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了

修订与完善，推出《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以满足新形势下大学英

语教学的需求。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依据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的精神，全方位修订《读写教程》、《快速阅读》，重编《听说教程》、《综合

训练》，增编《泛读教程》、《长篇阅读》，改编《视听说教程》，并通过不同

内容和不同载体的立体化教学资源，为新形势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提供全方

位支持。

教材特色

多样的活动设计
教材针对不同技能的培养需要设计各类训练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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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与数字课程，丰富和拓展教学内容，

创建多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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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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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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近学生生活和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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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
力，注重核心词汇的掌握和运用。

有效的词汇控制  课文长度和生词比例都有适当控制，符合外语习得的相关理论。

多样化的教学资源  教材、光盘与数字课程，三者结合，互为补充，有助于学生强化
技能，拓展视野。为教师提供课件、试题库、语料库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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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6168-9(01) 43.90
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7307-1(01) 45.90

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7308-8(01) 43.90

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7309-5(01) 45.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读写教程 1 5600-711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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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写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7300-2(01) 32.90
读写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7301-9(01) 30.90

读写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7302-6(01) 30.90

读写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7303-3(01) 30.90

立体化的教学模式 教材与光盘、网络密切结合，相辅相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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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对话、故事、演说、电影对白、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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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语活动形式多样，注重任务的真实有效和师生之间、学生之
间的互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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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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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程》（配教师用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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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结构

读写教程

听说教程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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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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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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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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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式设计更加新颖美观，使学习更生动有趣。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对开排版，包含学生用书全部内容，

并提供各板块教学建议、听力原文、练习答案，更多口语活动
以及详尽的口语练习指导，方便教师教学。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0858-2 53.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0856-8 53.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0958-9 5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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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视听说教程

保持特色优势，优化内容形式，提供更多支持

《新视野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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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英

语教材的编写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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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既可与《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配合使用，也可独立使用。

《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包括学生用书与教师用书，并配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共四级，每级按不同主题

分为十个单元，各单元以“听—说—听说结合”的形式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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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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阅读 泛读教程 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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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同步辅导》和《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学习指南》配套《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读写教
程》使用，提供课文分析、词汇和句型重难点解析、写作训练等，帮助学生巩固所学语言知识，提高读写技能。

教材 教材配套资源

读写教程 学习光盘 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电子教案 试题库

语料库
“Ucreate一起备课” 

ucreate.unipus.cn

听说教程 学习光盘 数字课程

视听说教程 学习光盘 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试题库

长篇阅读 数字课程

快速阅读 学习光盘

泛读教程

综合训练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系列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教材为依托，依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倡导的数字化自主学习理念全新
设计制作，充分展现了立体化、个性化、自主化和交互式的网络学习特点。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共设 4 个级别，每一级别包含《读写》
数字课程、《视听说》数字课程、《听说》数字课程和《长篇阅读》数字课程。各课
程既自成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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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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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阅读 1 5135-4241-8(01) 29.90
长篇阅读 2 5135-4242-5(01) 29.90
长篇阅读 3 5135-4243-2(01) 29.90
长篇阅读 4 5135-4240-1(01) 2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
读写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01 35.00

读写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02 35.00

读写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03 35.00

读写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04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09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10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11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12 35.00

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05 35.00

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06 35.00

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07 35.00

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08 35.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13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14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15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16 19.00

教学资源

辅导用书

新
视
野
大
学
英
语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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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英语
iEnglish

文以载道	 激发思维新探索

产出导向	 开启教学新思路

总主编：王守仁 文秋芳

《新一代大学英语》是针对《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学“提高目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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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王守仁教授、文秋芳教授担任总主编，主创团队为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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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大学英语》融合先进的数字教育技术，结合学生学习习惯开发配套数字课程，课堂教学与线上学习相

配合，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校内交流与校际交流相辉映，创新大学英语教育生态系统，为教师和学生

提供全新教与学的体验。

《新一代大学英语》的配套资源丰富，包括教师用书、助教课件、教师培训等全方位教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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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包含《综合教程》（1-2）、《视听说教程》（1-2）、《写作教程》（1-3）、《综合训练》（1-2）等分册，
并配有数字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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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大学英语》的《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主题丰富，强调该主题对学生思维、思想的锤炼及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两个分册可单独或配套使用。

《写作教程》按不同的教学目的，分为基础写作、考试写作及实用写作三册，可单独或配套使用。

《综合训练》配合《综合教程》提供更多语言训练，提供词汇、语法、阅读、翻译等形式多样的语言综合练习，帮助学生打好
语言基础，学会语言活用。

《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共 2 级，每级 8 个单元。第 1 级强调在获取输入的基础上，促成学生的英语输出实践；第
2 级注重以真实的交际场景引发学生英语学习探求欲，驱动及引导学生进行输入学习及输出应用。

理念创新，体现时代特色
《综合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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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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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接触到鲜活地道的英语；主题高度

与深度兼备，激发和引导学生就某一范畴或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和思考，帮助学生锤炼思想。

输出驱动，培养多元能力 
单元设计科学、严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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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他们的理解力、归纳力、判断
力和思辨力。

中外文化，提高跨文化能力 
强调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中外文化并重，为学生将来在跨文化环境中工

作、生活和交流打下坚实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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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 端数字课程、手机端随身学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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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程 1 5135-5752-8 55.90（含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综合教程 2 5135-6029-0 55.90（含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教材特色

综合教程

Storytelling: “How I met my husband”
Dickens had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and as a teenage boy was forced to leave 

school to work in a factory. Munro was raised on a farm and lived almost 

all her life in small towns in Canada. Mo Yan lived in a small village for 21 

years before going out to “see the world.” All of them ultimately shaped 

themselves into the world’s most accomplished storytellers. They all have such 

keen observations and profound perceptions of people, life and the world, 

where the line between the “bright” and “dark” sides of humanity is often 

blurred. Like many other great writers, their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explore 

such a territory, coupled with their imagina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m to 

weave stories drawing upon reality and going beyond reality. 

In fact, everybody has a talent for storytelling; everybody has his or her own 

story to tell. Do you remember last time you made up a story? Long time ago 

maybe — such distant yet delicious memories! 

Now you are going to be a storyteller again. In Mo Yan’s words, what you should 

do is simplicity itself: Write your own stories in your own way. The only difference 

here is that the story has begun and you are to continue and complete it. 

PROJECT OF TH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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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story starter 

˝How I met my husband˝

A red-and-silver plane lands at the old fairgrounds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home of the Peebles, for whom Edie works. 
Edie has her first close-up view of an airplane. The pilot, Chris 
Watters, is a handsome and sweet-talking young man who 
travels from town to town giving rides in his plane for a fee. 

Edie is now 15 years old, shy and timid. One afternoon while the 
family is away in town, Edie gets the impulse to dress herself 
up in Mrs. Peebles’s clothes, put on makeup, and play the part 
of a sophisticated beauty. She is discovered by Chris Watters, 
who is looking for a drink of cool water from the pump. Edie is 
embarrassed but also irresistibly attracted to the pilot when he 
tells her she looks beautiful. Edie is upset, but Chris is so kind as 
to keep the secret. Edie falls in love with Chris. 

A woman named Alice Kelling comes to the town, and declares 
to be Chris’s fiancée. Alice is crazy and has been following Chris 
everywhere in hopes of marrying him. She is neither young nor 
pretty. And Chris does not seem to love her. One day while Alice, 
Mrs. Peebles and the children were away on a picnic, Edie bakes 
Chris a cake and finds him in his campsite. Edie talks with him. 
He reveals to her that he plans on leaving. They kiss. When they 
say goodbye, he promises to write to her.

Edie waits day after day at the mailbox for Chris’s letter …

111Literature and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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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 Yan, the storyteller
While readers surrender to the fascination of literature as an art of creation — 

an exercise of imagination — entailed in the use of language, they are even 

more fascinated with the story and the unique way the story is woven. In 

China there is a writer who is well-known to the world for his unique way of 

storytelling. He was the 2012 Nobel laureate in literature, a master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His 

name is Mo Yan, or “Don’t Speak.” 

VIEWING

Canada’s Chekhov and The Little Mermaid
Every era witnesses the emergence of great writers. Victorian England was 

proud of Charles Dickens’s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contemporary era also 

gives birth to literary talents like Mo Yan and Alice Munro. Alice Munro, the 

2013 Nobel Prize winner in Literature, is widely known as Canada’s Chekhov 

or “master of the contemporary short story.” Her stories have been said to 

“embed more than announce, reveal more than parade.” But how did she 

get interested in writing stories? How does she feel about happy endings and 

the tragic? The following text will give you the answers.

READING

YOU CAN 
REFER TO 

THE ONLINE 
COURSE FOR

PREVIEW

2 iExplore

Watch a video clip about Mo Yan and his strong homeland 
complex which provides the sources of all his imagination. 
Then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What do you know about Mo Yan and his novels?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riters’ homeland complex? Do you 

know any other writers who search root in their works?

3 Does the example of Mo Yan suggest that “the more regional, the 

more international”? Explain your point.

NEW WORDS
aural /'O:r@l/ a. 听觉的；听力的

divulge /daI'vˆldZ/ v. 泄露；透露（秘密）

unbounded /ˆn'baundId/ a. 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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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with Alice Munro
By Stefan Åsberg, SVT

1 I got interested in reading very early, because a story was read to me, by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which was The Little Mermaid.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The Little Mermaid, but it’s dreadfully sad. The little mermaid falls in love with 
this prince, but she cannot marry him, because she’s a mermaid. And it’s so sad 
(that) I can’t tell you the details because I might weep. But anyway,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this story, I got outside and I walked around and around the house 
where we lived — it was a brick house. I made up a story with a happy ending, 
because I thought that was due to the little mermaid. It sort of slipped my mind 
that it was only made up to be a different story for me. It wasn’t going to go all 
around the world, but I felt I had done my best. From now on the little mermaid 
would marry the prince and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which was certainly her 
desert, because she had done awful things to win the prince’s power, his ease. 
She had had to change her limbs. She had had to get limbs that ordinary people 
have, and walk in them, but every step she took, agonizing pain! This is what she 
was willing to go through, to get the prince. So I thought she deserved more than 
death on the water, and I gave her that. I didn’t worry about the fact that mayb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ouldn’t know the new story, because I thought it had been 
published once I thought about it. So, there you are. That was an early start on 
writing stories.

 And tell us how you learned to tell a story, and write it?
2 I made stories up all the time. I had a long walk to school, and during that walk 

I would generally make up stories. As I got older, the stories would be more and 
more about myself, as a heroine in some situation or other, and it didn’t bother 
me that the stories were not going to be published to the world immediately, 
and I don’t know if I even thought about other people knowing them or reading 
them. It was about the story itself, generally a very satisfying one from my point 
of view, with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little mermaid’s bravery, that she was clever 
and that she was in general able to make a better world, because she would jump 
in there, and have magic powers, things like that.

Alice Munro: 
           In her ow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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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综合训练》配合《综合教程》提供更多语言训练，每单元包含词汇与搭配、句子
结构与语法、阅读理解和翻译练习四个部分。

词汇与搭配练习题型灵活多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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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理解素材精彩生动，传递多元文化。习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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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合理，各取所重
《写作教程》分 1-3 级，每级针对一个方面，从基础写作的历练，到考试类写作、

实用类写作，布局合理，院校可根据需求选择搭配使用。

讲练融合，反复琢磨
为使学生随时进行写作操练，本教材在设计时注重讲练融合，每个知识点的讲解

均配有相应练习，帮助学生随学随用，不断巩固、内化知识。同时，教材设计强调对同
一材料的多层次挖掘，力求使学生真正理解知识，并将其更好地应用到写作实践中。

思维对比，引导写作
本教材作者全部为在美国实施过英语写作教学的优秀教师，编写时注重将思维

训练融入写作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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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代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共两级，每级 8 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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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对学生多元技能的提高，包括记笔记能力、提取有效

信息能力、总结归纳能力、分析判断能力等，使学生有效提高听力技能，并且能够应用
到未来学习、生活、工作过程中的视听实践中。

技能迁移，激发输出 
教材在提供多元技能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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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注重技能迁移，培养学生卓越的实际语言应用
能力。

立体教学，移动学习 
配有 PC 端数字课程、手机端随身学资源，辅以功能成熟的 Unipus 高校外语教

学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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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说教程 1 5135-6084-9 55.90
（含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视听说教程 2 5135-6880-7 55.90

（含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新一代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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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程

写作教程

综合训练

DVD-ROM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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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及《视听说教
程》配有教师用书，为教师
提供教学指导与支持。

助教课件

《综合教程》及《视听说教
程》提供实用、丰富的助教
课件，充分挖掘教学材料提
供的内容，设计多样的教学
任务，修改方便，支持教师
进行个性化教学。

教师培训

为使高校教师深入了解教材
思路、科学设计教学流程，
本教材的主创团队将为全国
教师举办教师培训，使教师
在与编者的沟通与交流中不
断探索、提升及发展。

《新一代大学英语》数字课程系列依托 Unipus 高校外
语教学平台，为教师提供教学支持，为学生创造个性化学
习环境。全新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使教师教学更便捷、科学；
使学生乐学、易学。本系列课程由《综合》数字课程、《视
听说》数字课程、《综合训练》数字课程、试题库以及外
研随身学 App 组成。

 富媒体：让学习变得立体直观、活泼生动

 支持视频、音频、动画、图片等丰富的多媒体内容呈现

 个性化：强大的学习工具，助力打造个性化的专属课程

 支持答疑、笔记、高亮、搜索等功能，让学习便捷高效

 新模式：实现教与学的完美互动，打造全新混合式教
学模式

 实现线上自主学习、线下课堂教学以及移动学习的有
机结合，贯穿课前、课中、课后、检测以及反馈的教学
全流程，形成教学闭环

课程特色：

《新一代大学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外研随身学App

《新一代大学英语》提供配
套外研随身学App，学生可
下载课文录音、视频素材、
单词录音等至手机，实现随
时随地移动学习。

 操作简单，页面友好 
 离线播放，节省流量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数字课程1 学习卡 FW000000197 45.0

综合数字课程2 学习卡 FW000000198 45.0

视听说数字课程1 学习卡 FW000000199 45.0

视听说数字课程2 学习卡 FW000000200 45.0

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1 学习卡 FW000000201 19.0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2 学习卡 FW000000202 19.0

新一代大学英语试题库1 （2017年4月上线）

新一代大学英语试题库2 （2017年3月上线）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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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tandard College English 

新标准大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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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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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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8 年出版以来，以其先进的教材编写理念和多元的学习体验

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深受广大教师和学习者好评。

为契合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深化改革，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新标准大学英语》的编者团队在深入调研、

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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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以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为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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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外研社 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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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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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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设计注重多种技能的综合培养，各类活动富有启发

性与挑战性，既能够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也能够提
高学生的学习策略与创新思维能力。

展示多元文化，探讨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
通过选文与练习传授文化知识、培养文化意识、引导文化

比较，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
使用恰当、得体、地道英语的能力。

教材结构更为优化
顺应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和学校课程设置的变化，各分册

由 10 个单元精简为 8 个单元。

主题和选材更具时代性
更换部分选篇和音视频材料，选材体现时代发展和当代

大学生的兴趣。

内容编排梯度更为合理
调整选篇、音视频材料的难度，教材内容循序渐进，呈现

合理梯度。

练习设计更具操作性
增强练习的操作性，并辅以系统的技能讲解，讲练结合，

帮助学生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秉承第一版教材的编写理念以及特色与优势

在继承第一版教材优势的基础上，《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赋予教材新的特色：

优化教学模式，提供立体资源，构建自主学习平台
教材、光盘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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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寓教于乐，激发兴趣，创建轻松学习环境
丰富多彩的主题内容、美观新颖的版式设计、真实自然

的声像材料、操作便捷的教学平台，在语言教学中融入人文
与创新理念，为学习与教学带来新的体验。

满足个性化教学需要，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自主设计与发挥空

间以及全面、系统的教学支持。教学平台为教师管理教学、
共享资源、交流信息提供支持。外研社与中国外语教育研究
中心、英国麦克米伦出版集团合作举办教师培训，使教师在
教学中不断提高，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数字资源更为多样化
在提供《综合》数字课程和《视听说》数字课程的基础上，

增加《综合训练》数字课程和《长篇阅读》数字课程，帮助学
生全面进行自主学习。外研随身学 App 让学习随时随地发
生，提升学习效果。

学习流程更为合理化
优化在线学习流程，根据师生教学需求，同时引入在线

语音评测系统，对学生的口语练习及时反馈。

教学服务更为个性化
数字课程支持个性化教学管理与指导，实现师生在线交

流，方便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

教材特色

新
标
准
大
学
英
语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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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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深层问题，

在促进学生语言技能提高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其人文素质、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意识。

练习设计合理，培养学习策略
丰富的语言练习活动在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同时，注重对学生学习策

略的培养，包括阅读策略、词汇学习策略、写作策略等。

多元文化输入，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能力
Language and culture 讲解文中的重要语言与文化信息；专题文化短篇展示不

同国家的文化生活、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文化对比练习探讨中外文化差异，培养
文化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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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语料，题材广泛
原汁原味的视频、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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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学生在

学习语言的同时开拓视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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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与听力资源；数字课程根据主题内容设计，

补充练习及丰富音频、视频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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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pus 教学平台功能全面、操作便捷，充分体现师生交互，
全面保证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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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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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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手册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DVD-R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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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说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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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训练 1 5135-5939-3(01) 26.9

综合训练 2 5135-5947-8(01) 26.9

长篇阅读 1 5135-5936-2(01) 29.90

长篇阅读 2 5135-5937-9(01) 29.90

综合训练 3 5135-5940-9(01) 28.90

综合训练 4 5135-5941-6(01) 28.90

长篇阅读 3 5135-5938-6(01) 30.90

长篇阅读 4 5135-5946-1(01) 31.90

文化阅读 1 5135-6259-1 39.90

文化阅读 2 5135-6686-5 39.90

文化阅读 3 5135-8472-2 39.90

文化阅读 4 5135-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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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交流中遇到的趣闻轶事，供学生讨论、借鉴。每单元为学生推荐与主题文化相关的图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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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独立作为文化读本供
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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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汇练习题型多样，关注词义辨析、词汇用法、词汇搭配。阅读素材精彩生动，展现多元文化，
并配有练习以提高阅读技能。语言综合技能训练从谋篇布局、语法句式等方面帮助学生提升语
言的综合运用能力。文化翻译练习帮助学生提升翻译技巧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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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进一步提高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长篇阅读》的单元主题与主教材相呼应，选篇体裁和练习设计充分体现长篇阅读的特点。
此外，教材提供数字课程，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文化阅读教程

综合训练

除提供背景知识、文化
信息、课文分析、重要语言
点讲解、练习答案及课文译
文外，还提供授课建议、补
充活动、教学策略、教师发
展等拓展性内容，对教师提
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能力
大有助益。

提供语言文化现象注释、
授课建议、补充活动、教学
策略、练习答案和听力脚本
等。与学生用书内容对照排版，
方便教师使用。

教师用书

长篇阅读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DVD-ROM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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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

综合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7238-5 39.90

综合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7361-0 39.90

综合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7396-2 45.90

综合教程 4 教师用书 5135-7318-4 45.90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7240-8 59.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7360-3 59.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7295-8 5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135-7290-3 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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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紧密结合教材设计，依托外研社 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平台，优化学习流程，新增多
项在线学习支持服务，为学生建设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源，为教师搭建更加有效的教学平台。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系列

课程特色：

  更加注重互动性 引入语音评测系统，在线评测学生发
音准确度；设计人机互动练习，支持口语情境对话

  改善在线学习流程 全新设计《综合教程》课文学习流
程，让在线学习更加有效

  增设新闻 / 讲座专项训练 《视听说》数字课程新增新
闻 / 讲座听力版块，紧跟四、六级改革方向，助力备考

本系列课程包含《综合》数字课程、《视听说》数
字课程、《长篇阅读》数字课程和《综合训练》数字课程，
各个课程均包含 1-4 级，难度逐级递进，全面提升学生语
言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课程还配有试题库，题型丰富、题量充实，并结合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新增段落翻译、长篇阅读、新
闻听力等测试题型，为教师组织不同种类的测试提供数字
化支持。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综合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181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182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183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184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185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186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187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188 35.00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189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190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191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192 19.00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193 19.00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194 19.00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195 19.00
综合训练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196 19.00

DVD-ROM 光盘提供各单元音视频材料、词汇注释、录音脚本等。

根据课堂需要，充分利用教材内容，按板块设计，方便教师灵活组合。

设计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以及拓展性学习任务，为教师备课、授课提供多种参考。

试题库即时更新。结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新增段落翻译及长篇阅读测试题型。

教材提供配套外研随身学 App，让学生充分利用碎片时间进行泛在学习，提升学习体验与学习效果。

学习光盘

助教课件

试题库

移动学习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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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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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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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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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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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17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18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19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20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21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22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23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24 35.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25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26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27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28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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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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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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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New College English
浙江大学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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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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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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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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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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2110-9 23.90
综合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2311-0 26.90

综合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2523-7 30.90

综合教程 4 教师用书 5135-2483-4 30.90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2051-5 39.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2295-3 43.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2515-2 4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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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程 长篇阅读视听说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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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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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
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41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42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43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44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45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46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47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48 35.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49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50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51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52 19.00

《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助教课件

教材结构

新
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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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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0
第 2 册 2017 年 6 月出版 41.90
第 3 册 2017 年 6 月出版 42.90
第 4 册 2017 年 6 月出版 43.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2017 年 6 月出版 58.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2017 年 8 月出版 59.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2017 年 8 月出版 60.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2017 年 8 月出版 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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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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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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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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学
英
语
听
说
教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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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等多种体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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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课程（移动端）教材配套《大学英语听说教程》数字课程，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教材特色

 Warm up

• 主题预热

• 激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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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大学英语
New Applied College English

总主编：张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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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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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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配有录音光盘和网上电子教学课件，并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 Unipus 平台推出更多精品共享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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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新
应
用
大
学
英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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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学生未来的就业需求和职场交际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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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同时，也给教师留有足够的空间以发挥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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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英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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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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指向，高校需要培养既有语言能力，又有文化底蕴
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化人才。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因此，除了
传授语言技能，大学英语课程也应当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责任，向他们传授中西人文思想经典，提升他们
的国际文化底蕴。《大学人文英语教程》正是一套顺应这一指向而编写的基础英语读写教程，它以读写技能为经，人
文思想为纬，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教育功能。本教程旨在让学生通过经典英文选篇的学习，感知人文思想内核，在
中国文化视界中建立西方人文思想构架，提升他们的国际交流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国际文化交流能
力，为他们成为具有文化底蕴的国际化人才打下基石。

本教程分上、下两册，以中西文化经典学习带动英语语言能力的成长，以西方人文思想进程为历史主线，从文明
之初的创世史诗，到 21 世纪的多元思想百家争鸣，提纲挈领，系统地为学生呈现西方思想文化的坐标蓝图。每级配
备教师手册、助教课件和数字课程等立体化资源。

大学人文英语教程
体味经典语言魅力 感知西方人文内核  

立足中国文化视界 助力国际深入交流

主编：黄必康
副主编：李淑静 李莉文

全球化的大背景和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指向，高校需要培养既有语言能力，又有文化底

蕴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化人才。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因此，

除了传授语言技能，大学英语课程也应当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人文教育的责任，向他们传授中西人文思想经典，提

升他们的国际文化底蕴。《大学人文英语教程》正是一套顺应这一指向而编写的基础英语读写教程，它以读写技能

为经，人文思想为纬，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教育功能。本教程旨在让学生通过经典英文选篇的学习，感知人文思

想内核，在中国文化视界中建立西方人文思想构架，提升他们的国际交流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储备，提高他们的国

际文化交流能力，为他们成为具有文化底蕴的国际化人才打下基石。

本教程分上、下两册，以中西文化经典学习带动英语语言能力的成长，以西方人文思想进程为历史主线，从文

明之初的创世史诗，到 21 世纪的多元思想百家争鸣，提纲挈领，系统地为学生呈现西方思想文化的坐标蓝图。每

级配备教师手册、助教课件和数字课程等立体化资源。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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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底色，西方人文图景
当今的中国大学生通常会受到这样的质疑，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知之甚少，导致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一味盲目接收西方

思想，从而导致在国际交流中中国文化身份的缺失。针对这一问题，本教程改变了以往传统的西方文化讲授思路，强调在
时代经线上和文化纬线上都进行中西经典文化的串联和对比，不求他们学贯中西，但求他们知己知彼，不被单一思想束缚，
从而在中国文化视界中培养出自己的文化思辨能力，获得对西方人文思想的独特清醒的认识。

理念创新，内容先导
本教程基于当今大学生语言技能和文化习得的双重需求进行了理念创新，以内容为先导，带动语言学习，即语言学习

以文化意义和人文历史的线索为导向，使语言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产生意义。

在这一创新理念的指导下，人文知识的系统建构对学生的语言习得起到积极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从而达到对学生未
来的国际交流进行语言性和知识性铺垫的目的。

经典选篇，生动解析
本教程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精心挑选了短小精悍的西方人文思想经典之作，并根据学生语言水平

进行改编，语言简单又不失经典。每个选篇前都有高度提炼、深入浅出的中文引言，将一些抽象甚至晦涩的西方人文观念
和思想用生动、通俗的方式讲述给学生，帮助学生理解；选篇后辅以精心设计的练习，帮助学生产生有效的学习内化，形
成文化和语言的双重记忆。

结构创新，视觉冲击
本教程创新单元的呈现形式，用颇具历史感和娱乐性的戏剧形式，将一本书分为八幕，一幕供四学时教学使用；每幕用场、

排练等戏剧元素串联，版式设计也与之呼应，为学生营造出浓厚的观赏体验和人文氛围，给学生以视觉冲击，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大学英语西方人文思想教程 1 IN THE BEGINNING: CREATION EPIC
文明初始：创世史诗

2120 ACT 

it was good—the fourth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 water teem with living 

creatures, and let birds fly above the earth across the 
vault of the sky.” So God created the great creatures 
of the sea and every living thing with which the 
water teems and that moves about in it,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every winged bird according to its 
kind.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fill the water in the seas, and let the birds 
increase on the earth.” And that was the fifth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 land produce living 
creature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the livestock,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and the wild 

animals,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And it was 
so. God made the wild animal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the livestock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kind in our 
image, in our likeness, so that they may rule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over the 
livestock and all the wild animals, and over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So God created mankind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Rule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over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moves on the 
ground.”

Then God said, “I give you every seed-bearing 
plant 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and every tree 
that has fruit with seed in it. They will be yours 
for food. And to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all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everything that has the breath 
of life in it—I give every green plant for food.” And 
it was so.

God saw all that he had made, and it was 
very good.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the sixth day.

Thus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completed in all their vast array.

By the seventh day God had finished the work 
he had been doing; so on the seventh day he rested 
from all his work. And god blessed the seventh day 
and made it holy, because on it he rested from all 
the work of creating that he had done. 

  (from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84)

formless: with no form;  deep: sea; deep water;  hover: 
vault: curved roof or ceiling;  vegetation: plants and trees;  sacred: of religion; holy; godly;  
winged: having wings;  bless: show special favor;  livestock: family animals such as sheep and cows;  
subdue: overcome; conquer;  array: arrangement; order

Understanding the Text
Some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reading selection are incorrect. Pick them out and discuss with 
your classmates why they are incorrect. 

Post-reading Activities

□  

□ 
□  God created time and called it sacred by creating stars 

in the sky.
□ 
□  God created human on the last day of his work 

somehow by purpose.
□ �e language of this selection is simple and boring 
because almost every paragraph begins with “God said, etc.”
□ 
wanted to make human master of all creatures.
□ We can infer from the reading selection that God built 
good hope on human.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

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注：嘘：

缓缓吐气； 淮渎：淮河） --《广博物志》卷九行《五运历年纪》

 Pangu was a giant god wi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龙的头

和蛇的身体 ). When he breathed at e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风和雨就来临 ) and when he blew, _________________ ( 电闪雷鸣 ). 
He opened his eyes to make the day and ___________________ ( 闭

上眼睛就成了夜晚 ). When he died, he turned his ______________ 
into hills and forests and ___________________( 把 身 体 变 成 了 江

河 和 大 海 ). He made his veins the __________________. He also   
__________________ ( 而且把毛发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 ) .

Ideas and Issues in Question
Thin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ver and discuss them with your classmate(s).

1 Who created the formless and empty earth before God worked on it?
2 

3 Why did God creat man only on the last day of His work?
4 

5 Why did God want human to “subdue” all other creatures?

thunderbolt   
dragon

snake (or serpent)
transform … into ….

bones and joints 
 trees and plants

the Huai River

Cross-cultural Writing Experience
Read the following Chinese creation story. Comple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follows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clues in the parentheses. The English notes on the backdrop may help.

西方人文，坐标蓝图
精选西方人文思想中里程碑式的经典选篇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内容，为学生建立一个提纲挈领的知识体系，为他们今

后进行广泛国际交流奠定思想基石。选篇包罗万象，从两河流域史诗、埃及文明、犹太传统、希腊神话、罗马帝国、黑暗
时代、文艺复兴，到民主共和、启蒙之光、法国革命、工业革命、市场经济、世界大战、多元思潮，全面综合地为学生构
建知识纵横体系。

教材特色

大学英语西方人文思想教程 1 IN THE BEGINNING: CREATION EPIC
文明初始：创世史诗

2120 ACT 

it was good—the fourth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 water teem with living 

creatures, and let birds fly above the earth across the 
vault of the sky.” So God created the great creatures 
of the sea and every living thing with which the 
water teems and that moves about in it,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every winged bird according to its 
kind.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and fill the water in the seas, and let the birds 
increase on the earth.” And that was the fifth day.

And God said, “Let the land produce living 
creature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the livestock,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and the wild 

animals, each according to its kind.” And it was 
so. God made the wild animals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the livestock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according 
to their kinds.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Then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kind in our 
image, in our likeness, so that they may rule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over the 
livestock and all the wild animals, and over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

So God created mankind in his own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created them;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 them.

God blessed them and said to them, “Be fruitful 
and increase in number; fill the earth and subdue it. 
Rule over the fish in the sea and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over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moves on the 
ground.”

Then God said, “I give you every seed-bearing 
plant on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and every tree 
that has fruit with seed in it. They will be yours 
for food. And to all the beasts of the earth and all 
the birds in the sky and all the creatures that move 
along the ground—everything that has the breath 
of life in it—I give every green plant for food.” And 
it was so.

God saw all that he had made, and it was 
very good. And there was evening, and there was 
morning—the sixth day.

Thus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completed in all their vast array.

By the seventh day God had finished the work 
he had been doing; so on the seventh day he rested 
from all his work. And god blessed the seventh day 
and made it holy, because on it he rested from all 
the work of creating that he had done. 

  (from The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1984)

formless: with no form;  deep: sea; deep water;  hover: 
vault: curved roof or ceiling;  vegetation: plants and trees;  sacred: of religion; holy; godly;  
winged: having wings;  bless: show special favor;  livestock: family animals such as sheep and cows;  
subdue: overcome; conquer;  array: arrangement; order

Understanding the Text
Some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the reading selection are incorrect. Pick them out and discuss with 
your classmates why they are incorrect. 

Post-reading Activities

□  

□ 
□  God created time and called it sacred by creating stars 

in the sky.
□ 
□  God created human on the last day of his work 

somehow by purpose.
□ �e language of this selection is simple and boring 
because almost every paragraph begins with “God said, etc.”
□ 
wanted to make human master of all creatures.
□ We can infer from the reading selection that God built 
good hope on human.

“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

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注：嘘：

缓缓吐气； 淮渎：淮河） --《广博物志》卷九行《五运历年纪》

 Pangu was a giant god wit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龙的头

和蛇的身体 ). When he breathed at eas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风和雨就来临 ) and when he blew, _________________ ( 电闪雷鸣 ). 
He opened his eyes to make the day and ___________________ ( 闭

上眼睛就成了夜晚 ). When he died, he turned his ______________ 
into hills and forests and ___________________( 把 身 体 变 成 了 江

河 和 大 海 ). He made his veins the __________________. He also   
__________________ ( 而且把毛发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 ) .

Ideas and Issues in Question
Think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ver and discuss them with your classmate(s).

1 Who created the formless and empty earth before God worked on it?
2 

3 Why did God creat man only on the last day of His work?
4 

5 Why did God want human to “subdue” all other creatures?

thunderbolt   
dragon

snake (or serpent)
transform … into ….

bones and joints 
 trees and plants

the Huai River

Cross-cultural Writing Experience
Read the following Chinese creation story. Comple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at follows with the help of 
Chinese clues in the parentheses. The English notes on the backdrop may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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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界大学英语
New Vision College English
总主编：Simon Greenall（英）  周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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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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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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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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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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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真实生动 视频、音频材料展现真实生动的交际场景，使学生感受世界多元文化，
学习地道鲜活的语言。

练习形式丰富 听力练习丰富多样，既有单项选择、填空等基础听力练习，提高学生

泛听与精听能力，又有记笔记、问答、讨论等提高练习，进一步训练学生的听力技能。
口语活动循序渐进，从发音训练、对话模仿到不同形式的自由表达，帮助学生逐步提

高口头表达能力。

视听素材多样 包括短对话、长对话、新闻、演讲、采访、辩论、故事等多种形式的
视听材料。

教学模式多维 教材、光盘、数字课程三位一体，为教学提供生动鲜活的材料，满足
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自主学习的需要；教学课件库辅助教师教学。

选篇题材丰富 选篇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课文贴近学生生活，体现实用性，有利于
学生开拓视野，提高学习积极性。

练习形式多样 练习形式灵活多样，综合培养读、写、译多项技能，既包含夯实基础
的词汇及语法练习，又提供促进学生学习策略、思维能力及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提高练习。

难度控制得当 合理控制课文长度和词汇比例，着重学习和运用《大学英语课程教
学要求》一般要求词汇和积极词汇。

教学资源立体 配有 MP3 光盘，提供课文与生词录音；开发与教材配套的数字课程，
创建自主学习环境；教学课件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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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0899-5 35.90
综合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1471-2 35.90

综合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1727-0 38.90

综合教程 4 教师用书 5135-2055-3 3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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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135-0897-1 59.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135-1473-6 59.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135-1549-8 5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135-1924-3 59.90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MP3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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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结构

综合教程

视听说教程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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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训练》与《综合 
教程》配套使用，每单元
设计了词汇与结构、阅读
理解、语言综合技能训练、

翻译练习四个板块，练习形式紧密结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题型，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加强语言基本功，
提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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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阅读》提供题
材丰富、语言地道的选篇，
训练学生的长篇阅读能力，
开阔眼界，提升文化素养。

其题型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长篇阅读部分紧密结合，并提
供必要的解题技巧。同时，还提供“推断词义”和专门的阅
读速度练习，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长篇阅读能力。

综合训练 长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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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29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30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31 35.00

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32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33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34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35 35.00

综合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36 35.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FW000000037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FW000000038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FW000000039 19.00

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40 19.00

《新视界大学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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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学习流程，增加 Unit file, 
Unit test 等自测环节

配备在线字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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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视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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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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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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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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英
语
教
程

巩固基础，灵活运用，以测促学

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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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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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Pathways: Listening,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主  编：Becky Tarver Chase  Kristin L. Johannsen  Paul  Maclntyre  季佩英  李淑静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第 1 册 5135-2920-4 39.90
第 2 册 5135-3072-9 39.90
第 3 册 5135-3073-6 39.90
第 4 册 5135-3071-2 39.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5135-3503-8 69.90
第 2 册 教师用书 5135-3957-9 69.90
第 3 册 教师用书 5135-4064-3 69.90
第 4 册 教师用书 5135-3961-6 69.90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53

FW000000054

FW000000055

FW000000056

35.00

35.00

35.00

35.00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由外研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合作出版，以提升学生在国际场景与多元文化中的英语听说

交流能力为目标，并具有启迪创新思维、提高学习能力、鼓励合作实践的鲜明特色。教材与《国家地理》合作，选用

大量画面精彩、内涵丰富、信息多样的真实视频和音频，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并最终达到训练思维、提升

国际交流能力的目的。

本系列教材共设 1-4 级，循序渐进。与一般视听说教材相比，《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的视听素材与活动设计

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与思辨创新能力。既适于作为大学英语基础阶段的视听教材使用，有效提升学生的

语言能力、学习能力与思维能力；也适于作为大学英语课程的拓展教材，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增加知识与文化体验，

培养高层次的国际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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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真实音视频，内涵丰富、形式多样
精心挑选《国家地理》原版音视频材料，让学生置身于浓

厚的全球文化的立体环绕之中，给学生呈现一场原汁原味的视
听盛宴，让学生足不出户，走遍世界，拓宽知识的广度；学术讲座、
专家采访、学业交流，形式丰富多样，增进思维的深度。

各国风土人情，各科知识趣闻，提升科学文化素养
选材东西并汇、古今并蓄、文理并重，让学生全方位领略

世界各地文化，零距离接触古今传奇，无障碍了解地理、生物、
心理、经济等各学科前沿知识，提高分析和思辨能力，提升科
学文化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单元结构科学，输入与输出有机结合，综合提高听说
技能

单元结构科学合理，注重听力过程，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和
技能；口语训练与听力输入材料紧密结合，在吸收和内化的基
础上，实现有效输出；课堂教学活动与课下自主学习资源相互
配合，综合提高学生在各交际场景下的听说技能。

活动设计多样，听说技巧详尽，增强高效学习能力
练习活动形式灵活，不仅注重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更注

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推断预测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听说技
能策略讲解详尽，注重方法引导，帮助学生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拓宽国际视野，聚焦国际交流，培养国际人才
视听素材涵盖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及各领域知识前沿，使学

生沉浸于多元文化和科技交流的视听盛宴，口语活动为学生营
造真实语境，引导学生将已有知识和所学技能转化为语言表达，
实现有效国际交流，进而培养高水平国际人才。

数字课程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由外研社与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旨在通过国际化的资源和视野，多角度的思
维方式和实用的学习方法，提升学生在国际场景与多元文化中的英语听说交流能力，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学术能力的
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材配套《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教材特色

国
际
交
流
英
语
视
听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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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
New Horizon College English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推荐教材

总主编：郑树棠

新视野大学英语
综合训练 预备 1 5600-2964-1(04) 16.90
综合训练 预备 2 5600-2927-6(04) 16.90
综合训练 1 5600-2509-4(02) 12.90
综合训练 2 5600-2854-5(02) 12.90
综合训练 3 5600-3218-4(02) 15.90
综合训练 4 5600-3436-2(02) 16.90
综合训练 5 5600-3973-2(01) 13.90
综合训练 6 5600-4372-2(01) 13.90

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 预备 1 5600-2882-8(04) 33.90
读写教程 预备 2 5600-2884-2(04) 33.90

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 1 5600-2506-3(02) 30.90
读写教程 2 5600-2907-8(02) 34.90
读写教程 3 5600-3216-0(02) 35.90
读写教程 4 5600-3479-9(02) 31.90
读写教程 5 5600-3987-9(01) 27.90
读写教程 6 5600-4333-3(01) 23.90

新视野大学英语
听说教程 1 5600-2508-7(02) 18.90

听说教程 2 5600-2689-3(02) 21.90

听说教程 3 5600-3235-1(02) 20.90

听说教程 4 5600-3464-5(02) 20.90

听说教程 5 5600-3999-2(01) 15.90

听说教程 6 5600-4473-6(01) 14.90

新视野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 1 5600-4302-9 33.90
视听说教程 2 5600-4650-1 34.90
视听说教程 3 5600-4974-8 35.90
视听说教程 4 5600-5306-6 33.90

新视野大学英语 
快速阅读 1 5600-5031-7 19.90
快速阅读 2 5600-5314-1 19.90
快速阅读 3 5600-5664-7 19.90
快速阅读 4 5600-6307-2 19.90

读写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2507-0(01) 27.90
读写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2774-6(01) 38.90
读写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3217-6(01) 35.90
读写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3478-2(01) 34.90
读写教程 5 教师用书 5600-3988-6(01) 21.90
读写教程 6 教师用书 5600-4334-8(01) 15.90

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2507-0(01) 27.90
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2774-6(01) 38.90
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3236-8(01) 10.90
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3465-9(01) 12.90
听说教程 5 教师用书 5600-3998-7(01) 11.90
听说教程 6 教师用书 5600-4474-3(01) 11.90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4303-6 49.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4651-8 51.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4975-5 52.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5307-3 49.90

《读写教程》
《听说教程》
《综合训练》

1-4 级
《读写教程》
《听说教程》
《视听说教程》
《快速阅读》
《综合训练》

5-6 级

《读写教程》
《综合训练》

预备1-2 级

《新视野大学英语》是一套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的立体化大学英语教材。第一版包括从预备1-2 级到大学英语

1-6 级共八个级别，除课本外，还同步提供光盘、数字课程、试题库和语料库等教学资源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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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编著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第 1 册 5600-4371-5(02) 35.90
第 2 册 5600-4607-5(02) 38.90
第 3 册 5600-4947-2(02) 43.90
第 4 册 5600-5280-9(02) 42.90
第 5 册 5600-5483-4(02) 43.90
第 6 册 5600-6317-1(01) 44.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快速阅读 1 5600-5770-5 10.90
快速阅读 2 5600-6273-0 11.00
快速阅读 3 5600-5771-2 11.90
快速阅读 4 5600-6392-8 11.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5600-4442-5 14.90
第 2 册 教师用书 5600-4669-3 15.90
第 3 册 教师用书 5600-4948-9 16.90
第 4 册 教师用书 5600-5281-6 17.90
第 5 册 教师用书 5600-5484-6 19.90
第 6 册 教师用书 5600-6318-8 19.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视听说教程 1 5600-4425-5(01) 22.90
视听说教程 2 5600-4664-8(01) 22.90
视听说教程 3 5600-4944-1(01) 22.90
视听说教程 4 5600-5213-7(01) 22.90
视听说教程 5 5600-5486-5(01) 22.90
视听说教程 6 5600-6319-5(01) 23.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学习指南 1 5600-6114-6 22.90
学习指南 2 5600-6029-3 19.90
学习指南 3 5600-5745-4 22.90
学习指南 4 5600-6030-7 22.90

视听说教程 1 教师用书 5600-4424-8 16.90
视听说教程 2 教师用书 5600-4665-5 17.90
视听说教程 3 教师用书 5600-4945-8 19.90
视听说教程 4 教师用书 5600-5214-4 18.90
视听说教程 5 教师用书 5600-5487-0 21.00
视听说教程 6 教师用书 5600-6320-1 23.90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   含《词汇助记与段落诵读手册》
综合辅导 1 5600-6003-X 23.90
综合辅导 2 5600-5343-1 24.90
综合辅导 3 5600-5667-9 25.90
综合辅导 4 5600-6346-1 25.90

新编大学英语语法与练习 5600-2707-4 15.90

定价：15.90元

外
研
社

第
二
版

教
师
用
书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继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

主题教学模式，调整了难度与梯度，完善、优化了教材结构，

开发了配套的视听说教程与快速阅读教程，辅以完备的多媒体

及网络资源，着力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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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学双方的互动性，强调语言应用能力与文化素养的综合

培养。

 《新编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提供生动有趣的录像短剧及丰富的听力材料，

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提高听说技能，培养交际能力。

 《新编大学英语 快速阅读》通过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阅读

技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

 更新后的网站集主干教材的配套网络课程、学习和教学资源、测试以及教学管

理功能于一体，资源丰富，功能完善，操作方便，充分体现了交互式、个性化、自

主型学习的理念。

第二版

项目负责：张锦平 / 责任编辑：田洪成 / 装帧设计：牛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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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  编著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师用书

推动科研·服务教学·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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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研
社

浙江大学  编著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
二
版

定价：22.90元

(附赠CD-ROM光盘一张)

项目负责：张锦平 / 责任编辑：荀晓鸣　巢小倩 / 装帧设计：牛茜茜 / 插图设计：曹艳红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继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

主题教学模式，调整了难度与梯度，完善、优化了教材结构，

开发了配套的视听说教程与快速阅读教程，辅以完备的多媒体

及网络资源，着力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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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教学双方的互动性，强调语言应用能力与文化素养的综合

培养。

 《新编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提供生动有趣的录像短剧及丰富的听力材料，

从不同角度帮助学生提高听说技能，培养交际能力。

 《新编大学英语 快速阅读》通过有针对性的系统训练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阅读

技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

 更新后的网站集主干教材的配套网络课程、学习和教学资源、测试以及教学管

理功能于一体，资源丰富，功能完善，操作方便，充分体现了交互式、个性化、自

主型学习的理念。

第二版

推动科研·服务教学·坚持创新

外 语 教 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定价：11.90元

外
研
社

SECOND EDITION 第二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
二
版

 本教材共四级，与《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主教材相
配合，旨在帮助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快速阅读训练，
掌握基本阅读技能，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效率。

 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讲练结合，每级分为两大
部分：(1)快速阅读常用技能讲解；(2)快速阅读综合技能训
练，共10个训练单元。

 每个训练单元包含两篇阅读文章。第一篇主题与主教材对应单元一致，体现主
题教学模式；第二篇选用不同的主题，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长知识。

 练习形式多样，既注重寻读、略读、猜词悟意、写摘要等快速阅读基本技能的
训练，又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快速阅读题型相结合。

第二版

选题策划：张荣婕 / 责任编辑：高淑芬 / 封面设计：牛茜茜 / 版式设计：孙莉明

推动科研·服务教学·坚持创新

应惠兰　顾问

主编  张军平
方青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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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快速阅读)(4)全封.pdf   1   13-1-17   下午3:07

教  材 级  别 配套教学资源

综合教程 1－6级 教师用书 CD-ROM光盘 助教课件
试题库 网络教学

管理平台
视听说教程 1－6级 教师用书 CD-ROM光盘

快速阅读 1－4级

《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完善教材结构，实现教材立体化开发，全方

位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同时为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学提供强大支持。

“十一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
编
大
学
英
语
（
第
二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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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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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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基础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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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法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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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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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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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学
英
语
基
础
教
程
（
零
起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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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后续课程资源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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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学等方面，内
容全面，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内容全面又不失精当，代表性强，信息客观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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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文化类

书  名 教学资源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助教课件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助教课件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助教课件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英语报刊选读

英语电影视听说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英语电影赏析 VCD光盘、教师用书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DVD光盘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网络教学资源

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走进美国文化

音乐剧英语综合教程 教师用书、网络教学资源

跨文化沟通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求学篇·旅游篇·商务篇）

中国文化         数字课程

根据各院校对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需求，外研社积极开拓后续课程教学资源，包括高等学校英语拓展系列教

程（    ）、文化类、口语类、写作类、演讲辩论类、翻译类、语法类、阅读类、听力类、词汇类、学术英语类、国际

交流类、学科英语类、专业英语类等各个类别，可满足不同院校的教学需求。

英语国家概况（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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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课件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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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号：5135-5668-2 定价：39.90元

主编：张  健

本书视角新颖，设计独特，第一部分“文体概述”结合报刊文本的典型实例，集中分析报刊
英语的标题语言、语法特征、词汇特色和语篇形式等文体特点，帮助学生了解报刊英语。在此
基础上，第二部分“范文导读与阅读实践”精选报刊文章予以分析和解读，并通过阅读实践引导
学生内化理论知识，领会报刊英语特点，提高英语报刊阅读能力。

 理论知识系统、全面，帮助学生掌握各类报刊文体的语篇特点  

 范文精心挑选、题材广泛，辅以形式多样的练习，全面提高学生的报刊阅读能力

书号：5135-2459-9 定价：35.90元

编著：廖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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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式设计新颖美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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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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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新编英语报刊选读

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

文
化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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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卫平

精选英美知名报刊文章，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当代美国和英国社会与文化，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学习地道、鲜活的英语表达。

 选材精良，主题多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

 文章语言难度适中，对于知识点和文化信息提供详尽的注释

 兼顾新闻专业基础知识，帮助学生领会新闻英语的特点 书号：5600-5076-8(01) 定价：39.90 元

英语报刊选读

CD-ROM 教师用书

编著：徐志英  邓  杉  赵  蓉

全书共八个单元，每单元精选一部英语电影，通过语言技能的提高与文化意识的渗透，培养思
辨能力，开拓国际视野。

 场景真实 体现“浸入式”教学理念，通过多媒体光盘呈现真实的交际情境

 语言地道 欣赏经典电影片段，学习优美凝练、原汁原味的英语表达

 文化多元 诠释不同主题的文化元素，引发深层思考，塑造独立人生价值观

 活动多样 倡导独立思考与合作研究，注重教学任务的可操作性及延展性

学生用书 5600-8660-6(01) 35.90
教师用书 5600-8661-3(01) 14.90

英语电影视听说

作者：Andrew Lynn（英）

引导学生通过英语电影了解西方文化，在提高语言水平的同时加深对西方电影和文化的了解。

 系统介绍电影的基本元素和理论，帮助学生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赏析电影

 按照电影的不同类型，选取十部经典电影进行详尽分析，透过电影解读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
和历史文化

 配有丰富的资源，提供助学光盘，收录十部电影的精彩片段及专家点评

教师用书VCD

学生用书 5600-5077-5(01) 49.90
教师用书 5600-5079-4(01) 16.90

英语电影赏析

主编：张  丽

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节目为教学素材，以多媒体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视、听、说结合
的训练，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听说能力，提高其文化素养，使他们更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交流。本
书提供部分练习答案及所有视频脚本，并配有 DVD 教学光盘。

 真实性与多样性 视频来源于现实生活，语言原汁原味，语境真实。涉及校园生活、亲情爱情、
社会人文等十个主题，每个主题选取六段热点视频，覆盖新闻报道、对话访谈、纪录片等多
种形式，蕴含丰富信息，富有趣味性和时代感

 知识性与文化性 视频的选择注重英语语言知识的表达与积累，同时有助于学生开拓国际视野，
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和跨文化意识，以实现准确、得体地用英语进行交流的目的

 实践性与拓展性 精心设计课堂活动，强调学以致用，使学生能对相关材料进行口头复述、
人物评述、观感交流、角色扮演、小组辩论、访谈及问卷调查等独立型或协作型口语实践

DVD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书号：5135-0514-7 定价：3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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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张桂萍

 视角独特，寓教于乐 精选十部著名的音乐剧，以其台前幕后的信息和视频片段为素材，设
计听、说、读、写、译练习

 精心安排，环环相扣 各单元的读写板块介绍音乐剧基本知识、剧情梗概和幕后信息，
为之后的听说练习作好铺垫

 统筹兼顾，综合提高 不仅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语言技能，而且拓展与音乐剧相关的音乐、舞蹈、
表演等方面的知识

网络资源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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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剧英语综合教程

网络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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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案例分析，精心设计课堂活动与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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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

书号：5600-4972-4(01) 定价：29.90 元

主编：田祥斌  王秀银  主审：张中载

 兼顾文学欣赏和英语学习，让学生在品味经典作品语言的同时，通过阅读和思考提高文学欣
赏水平

 选篇涵盖从古希腊至二十世纪末期欧美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文本体裁包括戏剧、诗歌、小说、
散文等

 脉络清楚，按年代顺序编排，清晰呈现欧美文学发展历程

 由面到点，编排合理，每章均涵盖“文学大观园”、“作家介绍”、“选文提要”、“难点注释”、“作
品赏析”及“思考问题”板块

欧美文学名篇选读

书号：5600-5989-1(01) 定价：38.90 元

作者：Maxine F. Huffman（美）  Donald M. Huffman（美）

Maxine F. Huffman 和 Donald M. Huffman 夫妇，在美国大学执教多年，阅历丰富，热爱生
活。在与浙江大学合作编写大学英语教材的过程中，他们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视中国为第二
故乡。在中国朋友的邀请下，深谙中国英语学习者特点与兴趣的 Huffman 夫妇通过博客记录了自
己生活的点点滴滴，折射出美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风俗传统、社交生活、职业爱好、居家
细节、生活感悟。

就像一位亲切的朋友，本书以丰富多样的话题、自然平易的文笔、图文并茂的版式，引领我们
走进美国社会，近距离了解细微生动的美国文化。

走进美国文化

书号：5600-9064-1(01) 定价：34.90 元

文
化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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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团队：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数字课程通过系列视频微课，向学生讲解中国典型
文化现象及内涵。课程配有设计合理的练习，提升学生语言和文化输
出能力。本课程既可作为中国文化英语课程的课前学习资料，便于教
师组织翻转课堂；也可作为课下独立学习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丰富的视频讲解 介绍中国文化现象并探寻其背后深刻内
涵，传达中国文化精髓

  细致的微课设计 各单元内合理设置 2-4 个主题微课，各主
题下包含 2-4 个视频讲解，学习内容短小精悍，学习环节逐层
递进、紧密相扣

  有效的翻译练习 各主题单元设置文化翻译练习，提升学生
中国文化相关内容的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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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数字课程

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213 35.00

主编：庄恩平  Nan M. Sussman ( 美 )

本书由中美跨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共同编写，不仅重视跨文化知识的输入，更注重跨文化能
力及跨文化态度的培养。本书结构清晰、内容实用、活动形式多样、语言通俗易懂。基于丰富的跨
文化沟通案例，引导学生层层剖析，学以致用。

 案例引发思考 通过典型案例引发学生思考跨文化沟通中存在的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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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供多种跨文化视角与观点，培养学生以跨文化视角思考问题与分析
问题的能力

书号：5135-4209-8 定价：38.90 元

跨文化沟通

何其莘  杨孝明  著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是一套为中国读者编写的赴美实用英语手册，包括“旅游篇”、“求学
篇”和“商务篇”。场景式的故事编排涵盖赴美旅行、求学和进行商务活动时的常见语言和跨文
化交际场景，展现美国社会文化与习俗、赴美留学的流程和注意事项以及美国社会的国际商
务规范等。该系列手册语言地道、深入浅出，能够满足各层次读者英语交流的需求。

 情境真实，原创对话，运用纯正美式英语

 信息丰富，文化碰撞，折射中外文化差异

 图文并茂，注解详尽，增添读者学习乐趣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
旅游篇 978-7-5135-6687-2 39.90
求学篇 978-7-5135-7700-7 39.90
商务篇 978-7-5135-8395-4 39.90

赴美实用英语手册



主编：Simon Greenall (英)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英语口语能力，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口语交流能力成为大
学生的必备能力之一。《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以跨文化交际为主线，采用输出驱动理念，通
过丰富、真实的语言文化输入和循序渐进的输出练习，逐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学生
不仅会说，且说得得体，言之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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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  名 教学资源

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CD-ROM光盘、助教课件、教师手册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MP3光盘、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MP3光盘

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MP3光盘

跨文化口语教程 MP3光盘、助教课件

英语视听说教程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英语语音 CD-ROM光盘

大学时代英语口语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口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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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ROM 助教课件教师手册大学英语文化口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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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陆  军

本教材贯彻以教为导、以学为主的理念，倡导个性化、差异化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与合作学习，
注重任务的可操作性及拓展性，是一次将不同教学策略融于一体的探索和尝试。

 选材广泛，反映现实社会，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任务式教学法为指导，对教学内容进行科学编排，输入与输出紧密结合，注重学生多种技
能的综合培养

 口语活动丰富多样，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提高学生的口语表达和交际能力

 融入文化背景知识，帮助学生开拓视野，提高文化素养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
上册 5135-1238-1 25.90
下册 5135-1694-5 27.90

总主编：李华东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以功能意念教学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编写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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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面世
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结合时代进步与发展的
新要求，在保留原教材结构和内容精华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更新内容，以注入趣味性和时
代感，新增网络资源以辅助教学与测试，帮助学习者全面提高口语表达能力和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教程分为《功能与语境》、《差异与理解》、《交际与提高》三个分册（各含 MP3 光盘一张），
内容各有侧重，难度循序渐进，教师可根据学生水平和需求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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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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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新时代大学生对英语口语表达的更新、更高需求，本教材分《交际·文化》和《思
辨·学术》两册，各有侧重，逐步提高。教材精选丰富真实的语料，设计灵活有趣的口语活动，
旨在提升学生的交际能力和文化素养，促进思辨创新和学术交流能力。

 情景真实，语用多样，实现鲜活交际 精选各类情景真实的语料，融入大量的语用风格，结
合各行各业地道“行话”，旨在全面提升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实现鲜活交际

 天下视野，中国情怀，提升文化素养 听力材料承载多元文化信息，口语活动体现中外文化
交流，让学生感受文化碰撞之精彩，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升学生国际视野

 旁征博引，思想争锋，促进思辨创新 侧重观点性语料，为学生展现多角度的新锐观点，激
发学生从多角度进行深入思考，反观历史，直击现实

 归纳演绎，博闻强记，训练学术交流 通过类型多样的图表、讲座等学术材料的输入，训练
学生做笔记、归纳、总结、讨论、展示等学术交流技能，提升学术能力

大学英语口语进阶

大学英语口语教程（上、下）

新世纪英语口语教程（修订版）

助教课件MP3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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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3 助教课件

主编：文秋芳

 全书共九个单元，每单元包括国外和国内两个场景，围绕同一主题展开，采用情景式教学，注
重跨文化交流

 口语活动丰富多样、设计巧妙，引导学生完成各种交际任务，提高用英语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

 语言经美语专家审定，口语表达真实地道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书号：5600-5102-4(02) 定价：34.90 元 另有配套音带 5 盘（35.00 元）

编著：屠  蓓

针对需要提高英语语音水平的学习者编写，适用于不同层次院校的语音课及希望系统
学习英语语音的自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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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作者 40 年课堂和广播英语教学经验，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语音的难点和特点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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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有两张 CD-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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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ROM

编著：卢志鸿  Loren Steele（美）

 视角独特 以一位赴美留学生的生活经历为主线，30 段会话视频真实呈现美国日常生活的
不同场景

 文化聚焦 通过不同话题的背景文化短片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差异

 听说结合 提供丰富的听力内容和练习形式，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口语话题

 资源丰富 提供配套互动式学习光盘、视频及文化信息等网络资源

CD-ROM 教师用书

学生用书 5600-5539-8(01) 38.90
教师用书 5600-5540-4(01)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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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融贯中西的大学英语交际口语教
材，全书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主题科学 单元主题的选取和编排合理，符合中国大学生的学习需要

 内容丰富 有针对性地聚焦日常生活用语和中西文化差异，语境真实

 设计灵活 设有帮助学生纠正英语口语发音和语用错误等问题的板块

 素材地道 具有外版教材素材地道的特点，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书号：978-7-5135-6429-8 定价：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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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大学交际口语教程

跨文化口语教程

英语视听说教程

英语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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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数字课程由外籍口语教学专家指导，融合了碎片化、浸入式
学习的设计理念。课程形式新颖，以新生林琪琪的大学生活故事为
主线，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际生活场景中，进行模仿跟读，并实时
获得语音评测反馈。每一课最后配备单词、短语和交际技能等相关
练习，形成口语训练的完整闭环。

课程特色：

  故事设计，亲切生动 通过设置各种校园场景，让学生有强烈
的角色代入感，轻松练习生活口语

  话题新潮，关注热点 话题不仅与大学生活相关，也注重引入
当下社会热点话题，帮助学生更新词汇和表达

  人机对话，口语促进 通过角色扮演鼓励学生多说多练，提高
口语表达能力

  碎片学习，节奏明快 碎片化的学习设计让学习节奏清晰明快，
增强自学驱动

大学时代英语口语
大学时代英语口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0 35.00

 《大学时代英语口语》数字课程

主编： Becky Tarver Chase  Kristin L. Johannsen

  Paul Maclntyre  季佩英  李淑静

本数字课程由外研社和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品，精选
《国家地理》原版视频，素材话题广泛，东西并汇、文理并重，配有
输出性口语训练，全面提升学生在国际场景与多元文化中的英语听
说交流能力，全面发展学生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学术能力。本课程共
设 4 个级别，每一级别包含 8 个单元。

课程特色：

  原版素材，主题丰富多元 精选《国家地理》原版音视频材料，
让学生览阅精彩世界，体验多元文化，拓展知识广度和国际视
野；学术讲座、专家采访、研讨会等丰富的专业资源增进学生的
思维深度

  模式灵活，支持自主选择 提供“按主题”和“按技能”两种学
习模式，学生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综合能力或专项技能训练

  视听驱动，层层巩固能力 课程以音视频为主线，并围绕主线
各环节设计练习题，不断强化学习效果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1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2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3 学习卡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4 学习卡

FW000000053

FW000000054

FW000000055

FW000000056

35.00

35.00

35.00

35.00

C

M

Y

CM

MY

CY

C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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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交流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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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

高级实用英语写作

高级英语写作教程

基础写作 
数字课程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写作类

一部注重思维训练、强调过程写作的全新理念写作教材

主编：张在新

 将创新思维策略与写前构思技巧结合，将批判思维训练渗透到写作阶段，并重点在议论文中运用，
为学习者挖掘写作题材、培养和开发创新能力、提高批判思维水平提供全新的体验空间

 分为写前（creating / prewriting）、写作（writing）和修改（revising）三个阶段。结合写作
过程教学的特点，并充分借鉴范文在写作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将写作过程的教学从写作内容
入手，延伸到篇章结构、组织形式和文章修改技巧，使学习者在学习写作的进程中同时熟悉
掌握写作过程中各阶段的目的、功能和方法

 采用在实践中学习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的编排遵循由浅入深、精讲多练的原则；课堂练习、
课外作业围绕教学目的和技能而设计；作者博客补充丰富教学材料

一部全面、综合的英语写作教材

编著：张玉娟  陈春田  邹云敏  王青华

 针对学生学习英语写作的实际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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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以及信函、履历、摘要等应用文的写作技巧，引导学生将
写作技能与实际应用结合，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第三版涵盖内容更加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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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叶  红

将职场英语写作的学习理解为一种不断循环、逐层推进的思维过程，涵盖通知、商业电子邮
件和信函、个人简历、日程、会议记录、备忘录、图表分析报告、调查报告等多种类型的应用文。同时，
本教材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以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理念为指导，帮助学生全面掌握职场英语写作特点和方法

 以职场的实际写作需要为选材依据，帮助学生提高真实情景下的职场英语写作能力

 以形式多样的练习任务为主要载体，帮助学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

叶   红  主编

吴越民  主审

走进职场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将职场英语写作的学习理解为一种不断循环、逐层

推进发展的思维过程，以练习任务为载体，设计了职业场景下的各类写作任务，

并在训练过程中分步骤展开，循序渐进地给予一定的学习讲解或提示，让学生

通过完成各项练习，自主总结其中的写作要素和技巧，帮助学生实现有效认知。

写作体裁涵盖通知、商业电子邮件和信函、个人简历、日程表、会议记录、

备忘录、图表分析、调查报告，内容讲解融入体裁特点、写作技巧、写作风格、

语言表达以及学习策略等内容，帮助学生提高英语语言能力，掌握职场英语写

作的特点和方法。

语言练习根据不同主题，设计针对句子、段落和篇章的训练项目，单元最

后的写作板块，让学生分步骤完成写作任务，同时回顾所学习的语言技巧，强

化对于主题和语言表达的理解与掌握。

英语写作

定价：26.90 元

项目负责：谭胜方         责任编辑：谭胜方        封面设计：涂   俐        版式设计：吴德胜 走
进
职
场
英
语
写
作

书号：5135-4428-3 定价：39.90 元

书号：5135-3784-1 定价：39.90 元

书号：5135-6624-7 定价：26.90 元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

新世纪实用英语写作（第三版）

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从创新思维到批判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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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石  坚  帅培天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提供了从基础阶段到高级阶段、针对不同需求的英语写作学
习方案。

 各分册循序渐进，既可系统学习，亦可独立使用

 写作知识内容丰富，且融入许多前沿性的教学成果

 行文采用第一人称，深入浅出，既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又使学习者沉浸在英美语言文化的浓
厚氛围之中

 更新写作教学理念，将阅读和写作有机结合，通过诸多讨论形式，鼓励学习者进行深入思考，
真正做到“读有所思，写有所得”

 练习编排采用“预测－实践－效果检测”三段循环式的科学方法，唤起学习者的求知欲，循
序渐进提高写作技能

一部引领学习者走上职场之路的英语写作教材

主编：叶  红

职场英语写作的学习是一种由点及面、逐层推进的思维提升过程。本书创造性地将碎片化
的内容有机整合，帮助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职场英语写作的特点和方法，有效提高职场英语写
作能力。

 内容紧密联系职场，涵盖通知、电子邮件和商务信函、个人简历及求职信、会议日程和会议
记录、备忘录、图表分析、调查报告等多种实用文体。

 本书中知识点的分类更加科学，能有效增强学生的记忆效果。同时细化单元任务，更加突出
层级递进关系。

 实用的“写作技巧”（Writing Skills）、“常用词汇”（Vocabulary in Use）、“聚焦语法”（Language 
Focus）随时提示，语言和技能巧学妙记。

 练习任务形式多样，以输出为导向，强调在真实情景下提高职场英语写作能力。

 本书既适合高职高专和本科阶段商务英语相关专业学生，也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
拓展课程，初入职场人士亦可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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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全面、系统、实用的英语写作教材

作者：John Langan（美）  导读：姜亚军  史宝辉

 权威 集作者 20 余年英语写作教学经验之大成，已数次再版，是历经锤炼的经典写作教材

 系统 详细介绍写作过程，讲解九种作文的写作方法，评析学生习作，并选用名家作品供分
析和模仿

 实用 讲解大学阶段常用体裁的写作，如怎样写文章摘要、学习报告、简历、求职信和研究论
文，以及如何查阅资料等

 便捷 提供各类练习和网上辅助教学资源，便于学习者和教师使用

书号：5135-5015-4 定价：66.90 元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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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英语写作进阶系列

走进职场英语写作（第二版）

美国大学英语写作（第九版）

出版时间：2017 年 5 月 定价：29.90 元（估）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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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董焱宁

《基础写作》数字课程基于自主学习理念设计，从句子写作展开，逐步深入到段落、篇章写作，层层递进，讲练结合；课程取
材多元、学习流程科学严谨，旨在提升学生基础写作能力。

课程框架：

 Sentences 句子

 句子写作技巧、主题句、扩展句、结论句

 Paragraphs 段落

 组织段落、展开段落、段落连贯统一

 Essays 篇章

 构思文章、撰写提纲和初稿、改进初稿

 《基础写作》数字课程

基础写作
基础写作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3 35.00

书号：5600-7036-0 定价：16.90 元

一部简明、实用的英语写作教材

作者：V. R. Narayanaswami （印）  导读：丁言仁

 教材经典 集作者多年讲授英语写作课的经验，自1979 年出版以来，多次重印、修订，至今
盛销不衰

 实用性强 针对英语写作的用途分为九个单元——段落、描述和记叙、议论文、信札、笔记、
摘要、报告、备忘录、图表应用，讲解主要的修辞手段和实用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

 方便教学 语言深入浅出，讲解循序渐进，配以范例说明和各种练习；配有中文导学，帮助学
习者把握重点

 注重交际性 强调写作是一种交际行为，鼓励学习者在作文中使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经验

简明英语写作教程（第三版）

一部实用的英文写作指导手册

作者：DeWitt H. Scott（美）  Michael Krigline（美）

本教材由具有丰富写作经验的美籍英语教师编写，引用了资深英文编辑 DeWitt Scott 从自己
的编辑和写作经验中总结出的英语写作指导原则，为中国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成功写作铺平道路。

内容包括写作技巧、写作文体和对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出现的普遍性错误的分析和指导，从
语言、思维方式和东西方文化差异三个层面阐述了如何在英语写作中克服这些障碍。

高级实用英语写作

书号：5600-7264-7   定价：43.90 元

主编：冀成会

本教程内容全面，介绍了记叙文、议论文等基本写作类型，便条、请柬等日常应用文写作，以
及求职简历、专业论文等实用写作。

每部分设计有写作要点、写作格式、习作分析、常用句型、写作练习等板块，帮助学生有效掌
握相应的写作技能、方法和格式。

高级英语写作教程

书号：5600-7978-3(01)   定价：3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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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教学资源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中文版 CD-ROM光盘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赛题锦囊”系列 CD-ROM光盘、DVD光盘、网络教学资源

英语辩论教程 DVD光盘、网络教学资源

英语演讲选评100 篇（2006—2011） DVD光盘

2011—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DVD光盘

英语演讲比赛参赛指南

英语演讲实训指南

演讲的艺术  数字课程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演讲辩论类

教师用书CD-ROM

为中国学习者精心雕琢的经典教材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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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留了原书精髓，又融入了中国特色，更具实用性与适用性。

 系统介绍英语演讲的基本原则、方法及各类型演讲的技巧，融理论讲解、技能指导与实
例评析于一体，结构清晰，语言生动

 内容编排与练习设计充分考虑国内英语演讲教学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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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有效的指导与各类引导思考、比较与分析的任务，提高学生在交流中的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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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的艺术》是大学英语演讲课程的首选教材，也是学习者参加演讲赛事、提高演讲
水平、提升综合素养的必备参考书。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中文版 5135-3798-8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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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 

“学习演讲的艺术，做思想的交流者，开启人生的无数种可能。”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译者：顾秋蓓

 全球传播学顶尖学府唯一指定演讲教材

 国际演讲学大师卢卡斯教授巅峰之作

 国际演讲圣经，畅销三十年，数千万读者推崇

CD-ROM

中文版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中文版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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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杨莉芳  Mark Levine（美）

本书选取 2010-2014“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40 多道即兴演讲真题，由赛事提问评
委杨莉芳女士和外籍教师 Mark Levine（美）点评讲解。通过应答思路点拨、演讲样例提纲、拓
展提问思考，引导学习者做到言之有物、掷地有声。本书不仅适合准备赛事的学生使用，也适合学
习演讲、想锻炼演讲思维与应变能力的大众读者阅读学习。

网络资源DVD

作者：Gary Rybold（美）

本书针对英语辩论的特点及要求，系统介绍辩论的基本知识与技巧，涉及辩论的形式、评判
规则、辩题分析、资料收集、陈词技巧、立论驳论等内容。

 作者具有丰富的国内外辩论培训经验，选取实例，指导性强

 内容讲解清晰简洁，活动设计易于操作，帮助学生逐步提高

 以思辨能力的培养为切入点，促进学生思维能力与辩论水平的提升

 提供包含三种基本辩论形式的录像光盘，提供形象生动的学习资料；配有网络教学资源，辅
助教师教学

网络资源DVD

编者：“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本书收录了“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自 2008 年至 2012 年的千余道速答题，分为语言
文字、文学创作、历史哲学、艺术创想、生活娱乐、社会百科、体育竞技、科学技术、生命健康、天
文地理十大类，并配有 CD-ROM 光盘，以多媒体方式呈现试题。本书不仅是准备比赛、学习知识
的必备图书，同时能帮助学生开拓视野，通晓文化，锻炼思维，提升素养。

CD-ROM

编著：田朝霞  周红兵

本书借鉴美国定期出版的名为 Selections from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Teacher 的
教师手册，以真实的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指导演讲课堂的设计与组织，其核心理念是“Written 
by classroom teachers, and for classroom teachers”。策划和编写由 Lucas 教授全程指导，众
多一线教师参与，旨在构建有效的演讲课堂，为英语演讲教师提供展示与分享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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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活�教�手册》封面.pdf   1   15-4-27   上午9:22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赛题锦囊”系列

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对答如流——综合知识篇

灵思泉涌——即兴演讲篇

英语辩论教程

书号：5135-3592-2 定价：29.90 元

书号：5135-5986-7 定价：32.90 元

书号：5600-9557-8(01) 定价：29.90 元

书号：5135-5611-8 定价：46.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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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onnie Gibson（美） 

本书作者是曾多次指导学生参加英语演讲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的英语演讲教学专家。书中不
仅详细介绍了作者教授英语演讲课的方法和指导学生参赛的经验，还针对演讲比赛中的注意事
项提供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建议。本书既适用于英语演讲课程教学，也适用于演讲大赛赛前培训及
参赛指导。

编著：宿玉荣  王  帆  范  悦

作者具备丰富的演讲比赛培训经验，本书旨在指导各类英语演讲比赛参赛选手系统有效地准
备比赛。书中不仅介绍国内主要演讲比赛的基本形式、比赛程序、评分标准，还结合大量演讲实
例分析，讲解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的基本技巧，并对提问和辩论环节给予针对性的指导。书后附
录包括演讲术语、推荐阅读材料和近年演讲比赛题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DVD

大赛图书精彩再现“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这一高水平的英语演讲赛事，凭借精心
整理的脚本、权威的专家点评、精彩的实况光盘以及赛后感言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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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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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DVD

编著：Sue Kay（英）  樊葳葳  田朝霞  宿玉荣

本书由四位富有演讲指导经验、并多次担任英语演讲大赛评委的专家联合编写，介绍演讲的
基本原则，并从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006—2011）的演讲中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100 篇，逐一审
度与分析，精细讲解和评论，并给出具体的改进意见。

英语演讲选评 100 篇（2006—2011）

2010—2013“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

英语演讲比赛参赛指南

英语演讲实训指南

书号：5600-7477-1 定价：18.90 元

书号：5600-6117-7 定价：15.90 元

书号：5135-3067-5 定价：37.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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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首个权威英语演讲数字互动课程，本课程以国际演讲学大师 Stephen E. 
Lucas 教授的《演讲的艺术》为蓝本，邀请 Lucas 教授本人以及国内高校演讲名师联
盟授课，通过视频微课、讲练结合的方式传授演讲的技巧、展示演讲的魅力，旨在提高
中国学生英语表达和沟通的综合能力，培养具有人文素养、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国际化
人才。

 《演讲的艺术》数字课程

课程特色：

  演讲名师云集：国际知名演讲教育专家 Lucas 教授领衔，
北外杨莉芳、上外顾秋蓓等国内多位高校演讲名师同台授课

  学习资源丰富：90+专家微课、100+演讲案例、70+演讲习题

  大赛视频欣赏：精选“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优秀选
手视频，学习临场实战技巧

演讲的艺术
演讲的艺术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1 60.00

轻松扫一扫，即买即学

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付款，收到验证码后，请注册 / 登录 www.unipus.cn，进入
教学管理平台激活验证码，开始学习课程。

演讲的艺术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中文版）

定价：￥69.90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译者：顾秋蓓
全球传播学顶尖学府唯一指定演讲教材
国际演讲学大师 Lucas 教授巅峰之作
国际演讲圣经，畅销三十年，数千万读者推崇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中国版）

学生用书定价：￥48.90  教师用书定价：￥59.90
作者：Stephen E. Lucas（美）
内容编排与练习设计充分考虑国内英语演讲教学需要，系统介绍英语演讲的基本原则、
方法以及各类型演讲的技巧，融理论讲解、技能指导与实例评析于一体。

好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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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教学资源

翻译类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语法类 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阅读类

高级英语阅读教程 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第四版） CD-ROM光盘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国际商务英语阅读

科技英语阅读教程

听力类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MP3光盘

大学英语泛听（全四册） MP3光盘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网络教学资源

大学英语听力教程 MP3光盘

词汇类 大学英语新要求词汇手册 CD-ROM光盘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其他技能类

编著：常玉田

本教材以翻译实践为主，系统地介绍了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旨在完善常规英汉翻译方法，提
高翻译质量。

 翻译技巧新颖实用，有的放矢地解决翻译学习中的实际问题

 译例丰富，涵盖社会、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

 针对同一例句提供四种译文，便于学生在揣摩中提高

编著：陈毅平  秦学信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以培养当代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汉译英能力为重点，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现状和改革开放成就为主要内容，同时包含重要的西方社会文化现象，
传授文化翻译技巧，强化英汉互译训练，以达到学习文化知识和提高翻译能力的双重效果。

 文化主题丰富，涵盖节日、艺术、名胜、建筑、哲学、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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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类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大学英汉翻译教程

书号：5600-6538-0 定价：27.90 元

书号：5135-4244-9 定价：45.90 元

第四届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一等奖

第四届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一等奖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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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135-1745-4 定价：49.90 元

主编：何高大  仇如慧

本教程对大学英语语法知识的讲解脉络清晰、张弛有度，全面详细阐述重要语法点的同时，
提示学生必须掌握的、容易忽略或误用的语法规则及注意事项，并对学生在中学阶段应掌握的
语法知识进行了温习和巩固。本教程包含大量对四级真题的解析，体现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特
点和改革的方向，并在每章讲解后配备自测练习，便于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和考前测试。

语法类

阅读类

一部帮助学习者系统提高英语阅读技巧的教材

作者：John Langan（美）  导读：宁一中

 注重基础，系统性强 介绍提高阅读能力的十大技巧，由基础阅读向高级阅读过渡，配有大
量练习

 材料丰富，趣味性强 选篇难度适中，内容引人入胜，辅以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帮助学习
者加深理解

 锻炼思维，挑战性强 系统的阅读训练与启发性的思考活动有助于学习者提高推理、分析与
判断能力

 使用方便，实用性强 讲解重点部分配有中文，便于学习者理解和掌握。各章内容安排合
理，从讲解、举例、练习到测试，便于教学与评估。本教材配有网上补充练习（http://www.
townsendpress.com），教师用书提供教学建议、练习答案及试题库，并且配有试题库光盘，
有效辅助教师教学。

CD-ROM

助教课件

主编：王守仁  程冷杰

 从深度、速度和广度上全方位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选篇内容新颖，题材广泛，包括中西文化、体育、环保、经济、法律、科技等

 结构设计符合课堂教学实际，练习编排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并参与课堂活动

 设有阅读技巧专题，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训练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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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语法教程

高级英语阅读教程

大学英语阅读进阶（第四版）

书号：5600-5818-4(01) 定价：33.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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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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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石高玉  李霄翔等

《大学英语泛听》选材广泛，练习设计多样，集知识性、趣味性、时代性、可听性和可模仿
性于一体，帮助学习者逐步提高英语听说技能。

 听力材料“泛”  选材广泛，涉及日常生活、教育、择业、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

 内容形式“泛”  包括简短对话、情景对话、短文等多种体裁的材料，并且练习形式灵活多样

 适用范围“泛”  可应用于课堂教学，也可以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材料

MP3

听力类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第 1 册 5600-5546-6 14.90
第 2 册 5600-6612-7 14.90
第 3 册 5600-5493-5 13.90

总主编：吴松江

根据《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要求》
编写，选材广泛，注
重社会热点问题和
文化的渗入，有机结
合阅读技巧讲解与
阅读实践。练习兼
顾全局与细节，形式

多样，引发思考。

书号：5600-3716-5 定价：17.90 元

主编：张红梅

涉及经济问题、
资本市场、行业动
态、信息技术、法律
法规等各个领域，
培养商务管理能力
和商务沟通中的跨
文化意识。引用真实
案例阐释国际商务

热点，有助于学习者掌握商务运作环节，
进行有效的商务沟通。

书号：5600-6540-3 定价：16.90 元

主编：张  敏   
      张秀芬

选材广泛，时
代性强，涉及信息
技术、环保、医疗
卫生、天文学以及
能源等 16 个科技
领域，有助于学习
者掌握科普文章的

特点和相关知识。练习设计灵活多样，
全面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书号：978-7-5135-7488-4(01) 定价：26.9 元

主编：何高大  甘容辉

英语新闻听力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教材践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精神，针
对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学、学习与考试三个层次的需求，专门为提升大学生英语新闻听力能力
编写。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教材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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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练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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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涵盖经济、科技、健康等，实用新颖，与时俱进。

 开阔国际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教材丰富新颖的素材帮助学习者了解当今世界舞台上的新
形势、新动态，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练习设计引导学习者从导语、细节和语气等方面挖掘事
件重要信息，分析新闻报道观点态度，有助于学习者思维能力的提升。

MP3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国际商务英语阅读 科技英语阅读教程

大学英语泛听（全四册）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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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类

主编：赵国杰

内容编排难度、梯度合理，旨在帮助学习者逐步提高英语听力。教程配有音带、MP3 光盘和
教师用书。

 选材适当，内容丰富，包含生活对话，长对话、短文、新闻等，适合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

 对话语言真实地道，简单易懂，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练习以听力为主，兼顾口语，可以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总主编：王海啸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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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册侧重语音训练；第二册重点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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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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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学生自主学习。

MP3

大学英语听力教程
上册 5600-4486-6(02) 28.90
下册 5600-5423-0(02) 30.90

上册 5600-4487-3 21.90
下册 5600-5424-2 22.90

适用对象：非英语专业学生，以及具有一定语言基础的英语学习者

编者：《大学英语新要求词汇手册》编写组

 以《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参考词汇表为依据，以准确、详尽、实用为原则编写

 提供音标、词性、级别、词义和例句，积极词汇提供派生词扩展和近义词辨析

 提供常用搭配，涵盖《课程要求》参考词汇表中的所有词组，并增加了解释和例句

CD-ROM

书号：5600-4822-2 定价：28.90 元

大学英语新要求词汇手册

大学英语听力教程（上、下）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全三册） 网络资源

新时代大学英语泛听教程
第一册 2017 年 4 月 24.90（估）

第二册 2017 年 4 月 25.90（估）

第三册 2017 年 4 月 26.90（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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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教学资源

学科类

学术英语（综合） C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人文） C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社科） C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管理） DV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医学） DV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理工） CD-ROM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 DVD-ROM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学术英语 

技能类

学术英语阅读 电子版教师用书、网络教学资源

学术英语听力
DVD-ROM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
网络教学资源

学术英语口语  MP3光盘、电子版教师用书、网络教学资源

学术英语情境口语  MP3光盘、教师用书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 电子版教师用书、网络教学资源

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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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学术英语类

学术英语 CD-ROM 助教课件DVD-ROM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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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蔡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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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清晰，内容丰富，涵盖从论文选题到宣读交流的全过程，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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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各异的学术讲座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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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设批判性思维训练板块，注重培养学习者思辨
能力

书号：9787-5135-7239-2 定价：42.90 元

DVD-ROM 助教课件学术英语（理工）（第二版）

技能类

引进国外畅销的学术英语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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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John Slaght

 以学术内容阅读为基础，以阅读策略培养为主线，以任务教学为特色，帮助学生提升在学术语
境下进行深入阅读和学术探索的能力

 聚焦社会热点话题，精选语言规范、启迪思维的阅读素材
 基于阅读素材设计灵活细致的活动，通过对素材的深入解读和分析帮助学习者了解学术英语文章

的特点，掌握多种阅读策略

学术英语阅读

书号：5135-6101-3 定价：46.90 元

网络资源电子版教师用书

书号：5135-6028-3 定价：32.90 元

网络资源DVD-ROM 电子版教师用书

作者：Colin Campbell  Jonathan Smith

 基于真实的学术讲座素材，培养学生听英文学术讲座的必要技能；书中的 lecture 精选自国外大学
讲座，场景及语料真实，主题广泛

 兼顾宏观听力技巧和微观听力技巧的培养和训练
 每个练习对应不同的专项听力技能；通过对 lecture 的分解练习，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提高理解能力，

掌握有效的听力技能
 每单元 Sound advice 和 Study tips 板块，在听力策略方面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建议和帮助
 帮助学生在提高听力技能的同时熟悉并了解学术词汇和专业相关词汇

学术英语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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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课程

电子版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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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135-6037-5 定价：43.90 元

MP3 网络资源电子版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MP3

学生用书 5135-6208-9 37.90
教师用书 5135-6980-4 22.90

书号：5135-6187-7 定价：34.90 元

书号：5135-6123-5 定价：43.90 元

网络资源电子版教师用书

作者：Kenneth Anderson  Joan Maclean  Tony Lynch

 围绕常见学术场景和话题，针对小组讨论和口头陈述技能进行专项训练
 内容讲解与操练活动并重，以练促学
 任务真实，步骤明晰，激发思考，有效训练学术场景中的口语交流能力
 特设学习策略专题，训练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评价的能力

作者：Dorothy E. Zemach  Daniel Broudy  Chris Valvona  高  霄

 以学术英语写作各环节和分项技能的训练为纲，强调 Process writing 和 Peer review 的写作理念，
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术英语写作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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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每单元设计 Put it together 板块帮助

学生综合运用本单元所学内容
 附录丰富实用，提供 Peer review 相关表格和论文范例

作者：Joan McCormack  Sebastian Watkins

 基于任务教学法，结合学生关心的话题，通过真实生动的场景和灵活多样的任务，帮助学习者提
升学术情境中的交流与沟通能力

 提供与话题和口语任务相关的、地道真实的听力和阅读输入材料，帮助学生开阔思路，丰富观点
 每单元设计 Learner diary，Study tips 等板块，为学生提供有益的学习策略指导

作者：Joan McCormack  John Slaght

 针对大学学习中涉及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任务提供有针对性的讲解和训练，根据研究任务开展过
程和写作过程组织教学内容

 范例等素材摘自权威学术文章，语言地道、规范
 寓学于练，通过环环相扣的练习活动充分调动学习兴趣，引导学习者内化并掌握相关技能
 提供丰富的补充资源，包括相关学习策略、自评表、优秀范文等

学术英语情境口语

学术英语论文写作

学术英语口语

学术研究与论文写作

C

M

Y

CM

MY

CY

CM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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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教学资源

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

国际会议交流

论文写作与国际发表

国际文献读译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CD-ROM光盘、数字课程、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国际交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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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0（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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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Becky Tarver Chase  Kristin L. Johannsen  Paul Maclntyre  季佩英  李淑静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由外研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合作出版，以提升学生在国际场景与

多元文化中的英语听说交流能力为目标，并具有启迪创新思维、提高学习能力、鼓励合作实
践的鲜明特色。教材的视听素材与活动设计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与思辨创新能力，
适于作为大学英语课程的国际交流类教材，帮助学生增加知识与文化体验，培养高层次的国
际交流能力。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第 1 册 5135-2920-4 39.90
第 2 册 5135-3072-9 39.90
第 3 册 5135-3073-6 39.90
第 4 册 5135-3071-2 39.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5135-3503-8 69.90
第 2 册 教师用书 5135-3957-9 69.90
第 3 册 教师用书 5135-4064-3 69.90
第 4 册 教师用书 5135-3961-6 69.90

书号：5135-3265-5 定价：38.90 元

主编：陈美华

《学术交流英语》力求从实际出发，融实用性、针对性和导向性于一体，紧紧抓住交际教学
的精髓，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教学要为学生的交际需求服务。全书以学术交流为主线，主要内容分
为三个部分：演讲报告、学术研讨、国际会议，分别围绕学术报告、论文答辩、学术讨论、会议主持、
论文宣读等学术交流活动开展听说技能训练，旨在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其国际学
术交流能力。 

CD-ROM 教师用书数字课程 助教课件

学术交流英语

国际交流英语系列教程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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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 

心理学：心灵的探索

医学：守护健康的艺术与科学

文学：真与美的追寻

西方文明：思想、文化与人物

大学英语后续课程·学科英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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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雅”学科英语系列教程由心理学、医学、文学、西方文明、经济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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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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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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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of
the Soul

Psychology

心理学
心灵的探索

定价：49.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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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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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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思考关于自己、他人
和社会的各种论题，从而达到拓展知识视
野、感受人文情怀、提升思辨能力的目的。

书号：5135-4575-4 定价：49.90 元

梳理并呈现文学的起源与定义、文学
经典的特质、文学思潮的划分、文学大家的
生平与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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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启深入阅读和研究文学经典的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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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将英
语语言教育与医学知识传授相结
合，以帮助学生了解医学学科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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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而达到拓展知识视野、感受人文
情怀、提升思辨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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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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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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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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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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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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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苏省高等学

校

重
点
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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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专业英语类

书  名 教学资源

商务英语

Intelligent Business 系列商务英语教材 DVD-ROM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网络资源

商务英语入门（修订版）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写作（修订版）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视听说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商务英语听说 MP3光盘

商务英语谈判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阅读 助教课件

跨文化商务交际 助教课件

商务英语视听说（情景篇）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 

金融英语
金融英语教程 教师用书

金融英语听说 MP3光盘、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

科技英语翻译 教师手册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阅读 网络教学资源

科技英语写作 教师用书

科技英语语法  教师用书

法律英语

法律英语教程 教师用书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 教师用书

大学法律英语高级教程 教师用书

专门用途英语

医学主题英语——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音乐英语

军事英语听说教程 MP3光盘、教师用书

建筑英语

大学专业英语系列

职业英语

职场英语 教师用书

WinCareer职业英语系列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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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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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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ening & Speaking 
/ List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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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5135-7986-5 49.90
商务英语：职场进阶 2017 年 6 月

教材结构及特色

网络资源

DVD-ROM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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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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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涉及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热门领域

 文章选材精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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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商务英语水平

 配有精心编写的思考题和案例分析，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活学活用

书号：5135-3501-4 定价：37.90 元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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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书号：5135-3502-1 定价：39.90 元

编著：孙  宁  于晓言

 内容丰富，素材真实，背景鲜活，与现代商务英语活动和实践密切相关。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又能扩充学生的商务英语知识，增强他们对西方商务活动的体验和了解

 讲解全面，板块清晰，练习设置多样化。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提高学
生的听说能力，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信息量大，概括性强，重视知识的拓展，涵盖商务活动的各方面，使商务知识的学习和语言
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 书号：5600-8663-7(01) 定价：32.90 元

MP3

主编：马龙海  李  毅

本书涵盖商务英语交际的不同方面，从语言知识、交际技巧、商务实践三个层面帮助学生掌
握语言技能，了解商务知识，操练商务交际能力。

 素材丰富，真实生动　通过 CD-ROM 光盘提供丰富的音频、视频材料，再现商务活动场景，
帮助学生领会商务交际技巧

 内容全面，融会贯通　各环节紧密关联，层层递进，注重培养商务综合交际能力

 扩展适度，举一反三　针对各种情境提供常用表达和模拟练习，帮助学生拓展语言知识，实
践沟通技能

 练习形式多样，操作性强　通过多样化、活泼实用的课内外练习及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
参与，提高交流和应变能力

 补充资源丰富，方便教学　网络资源配备更多案例，帮助教师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教师用书CD-ROM

学生用书 5600-8664-4(02) 35.90
教师用书 5600-8662-0(01) 33.90

商务英语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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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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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课件

主编：余慕鸿  章汝雯

 从理论到实践，综合、全面地介绍商务谈判的相关知识和相关概念：

• 商务谈判通常遵循的原则

• 商务谈判的类型

• 商务谈判各个环节和阶段中的策略和技巧

• 商务谈判中应该注意的各种礼节

• 商务谈判中如何跨越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提供独具特色的个案分析、模拟谈判和角色扮演，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直面商战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书号：5600-5075-1(01) 定价：29.90 元

助教课件

编著：王维波  车丽娟

本书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商务交际能力，增强国际商务竞争力，以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
下日益频繁的跨文化商务交流活动。

 从跨文化交际基本理论入手，层层深入，详尽分析跨文化商务交际理论框架，清晰展现不同
文化中的商务礼仪、商务谈判技巧和跨文化管理策略等

 每章均配有导读、课后练习、案例分析及补充阅读，帮助学生有效掌握重点，拓宽思维，提高
分析应用能力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书号：5600-7133-6(01) 定价：28.90 元

助教课件

主编：李小飞  祝凤英

 采用“经济＋商务＋文化＋语言”的模式，将商务理念、商务案例、商务文化和商务英语语言
有机融为一体

 涵盖企业文化、管理大师、企业战略、全球化等重点和热点话题，反映当今商务领域的现状
与发展趋势

 详细注释文中难点、术语、重要理论等

 练习丰富，满足课堂教学与自学需要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书号：5600-5104-8(01) 定价：34.90 元

商务英语谈判

商务英语阅读

跨文化商务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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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英语视听说（情景篇）》数字课程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数字课程

主编：闫书颖  LiveABC互动英语教学集团编辑群

《商务英语视听说（情景篇）》是由外研社与 LiveABC 互动英语教学集团合作开发的一门面向商务英语专业或商科专业学生
的数字课程。该课程涵盖了商务洽谈、商务谈判、商务会展等典型商务场景，为学习者提供了真实商务场景下的英语交际体验。

课程特色：

  视频生动真实，专职演员拍摄 基于常见商务情景设计，
邀请外籍专职演员拍摄，展现商务工作中的典型流程

  人机交互练习，语音即时评测 课程不仅设置人机交互角
色扮演的对话练习，同时提供在线语音评测，即时打分反馈，
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口语水平

本数字课程由外研社与 LiveABC 互动英语教学集团合作开发，展现在商务情境下如何用英语进行电话沟通。课程涵盖商务
开拓、商务洽谈、商务合作和纠纷解决等商务外贸沟通全过程。

课程特色：

  视频真实 专门为课程录制实景视频，故事情节连贯，真
实展现商务沟通情境

  简短精炼 每课 10 分钟左右，突出各商务交际场景下的关
键语言点和沟通技巧

  资料丰富 提供详尽的视频课程讲义及中英文脚本，拓展
相关情境下的实用表达，进一步协助有效沟通

商务英语视听说

商务英语视听说（情景篇）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5 35.00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450 35.00

金融英语

主编：沈素萍

 内容全面，素材真实，涉及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银行系统、世界金融组织、国际支付与结算、
保险等金融领域各个方面的内容及金融发展动态

 提供主要金融词汇表达、金融术语中文注释，以及形式多样的练习，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并
就相关金融课题进行探讨

 教师用书提供练习参考答案、课文译文，以及金融术语的英文注释等丰富的教学补充资源

教师用书

学生用书 5600-9200-3(01) 25.90
教师用书 5600-9188-4(01) 21.90 

主编：陈建辉

本书围绕银行机构、存款业务、借款业务、财务报表、金融工具、国际结算、外汇交易、保
险和证券这八个主题，为学习者提供长短对话、新闻报道、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听力素材的输入，
并据此展开听力理解以及讨论、角色扮演、调研报告等多样化的口语活动，帮助学习者培养真
实场景中的专业语言交际应用能力。

MP3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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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体验免费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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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资源

主编：李  健

 文章精选自近期英美期刊、专著及科普读物，涉及环境、能源、生物技术、遗传工程、数字技
术等 15 个科技专题

 以阅读训练为主，配合词汇、翻译等多种练习，帮助学生提高综合技能

 设有“科技英语学习指南”栏目，系统介绍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表达方法和文体特点，
提供实例，配有相应练习

书号：5600-6521-2(01) 定价：3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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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赵  萱  郑仰成

 理论结合实践 立足科技英语的语言特点及规律，介绍科技英语翻译的标准、方法及技巧，
融知识性与实用性、专业知识培养与翻译技能训练于一体

 内容丰富全面 例句和练习涉及物理、化工、医药、建筑、机械、生命科学、计算机等多个理
工学科

 重视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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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源详尽 教师手册提供所有练习的参考译文，供教师和学生分析探讨

学生用书 5600-5393-6(01 39.90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主编：刘爱军  王  斌

 选取最前沿的十个科技领域作为学习素材，涵盖科技领域的方方面面，包括博弈论、生物制
药、微机械及航天技术与宇宙学等

 精读和泛读结合，讲解和练习穿插，既方便教师开展课堂活动，也方便灵活安排课时

 教师用书提供课文背景知识、语言点讲解、主课文参考译文以及练习参考答案

教师用书

学生用书 5600-6713-1(01) 36.90
教师用书 5600-6714-8(01) 29.90

编著：秦荻辉

 突出科技英语写作的核心内容，点明科技英语写作的重点、难点以及容易忽视的问题

 从单句入手，剖析并归纳科技英语写作的词法、句法特征；然后介绍论文和应用文写作的基
本格式、语篇及结构特征，并提供范文

 例句及范文精选自英文原版科技文献及权威教科书，有助学生掌握标准地道的科技英语语
言，提高科技英语写作水平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文字表达能力

 教师用书对难点进行分析讲解，并提供教学建议、练习参考答案和例句

学生用书 5600-5568-8(01) 29.90

科技英语翻译

科技英语综合教程

科技英语阅读

科技英语写作

科技英语
电子版教师用书

电子版教师用书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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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

教师用书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编著：秦荻辉

 总结科技英语的特殊语法现象，涵盖了科技英语语法的核心内容，剖析科技英语学习中的重
点、难点及容易忽视的语言点

 采用功能图法、公式法、相互对比法等一整套符合理工科学生及科技工作者思维特点的叙述
方式

 例句精选自英文原版科技文献及权威教科书，语言地道、内容实用

 教师用书选择每章的难点、要点提供教学建议，补充更多例句，并提供多套测试题，供教师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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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宋  雷

本书由浅入深地介绍了法律的分类、刑法、民法、合同法、财产法、侵权法等基本知识。提供必要
的法律术语解释以及背景知识简介，帮助学习者充分理解。每单元均设有专门的案例学习板块，
深化学习者对法律精神和规范的了解，提高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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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张法连

本教材由三部分组成：美国六个主干部门法的详细介绍、美国有关部门法知识选读（民事诉
讼法、知识产权法和商法）、法律英语写作的知识。本书参考了大量的美国法学原版书籍，旨在让
学习者通过学习权威、实用的美国法律知识，掌握地道、纯正的法律英语。

教师用书

书号：978-7-5135-6111-2 定价：5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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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法连

本教材由四部分组成：法律英语基础知识、英美法律文化知识、美国六个主干部门法概括介绍、
法律英语写作的基本知识。这四部分内容既浑然一体，又相互独立；既方便教师根据学生具体
情况挑选合适内容灵活安排教学，也适合学习者进行自主学习。

教师用书

书号：978-7-5135-4635-5 定价：49.90 元

大学法律英语高级教程

大学法律英语教程

法律英语教程

科技英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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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常  乐  孙元元

本书通过英语专题文章的形式讲解了建筑领域的相关知识，选材广泛，信息丰富。既介绍了
建筑的基本概念，又讲述了世界建筑历史；既描绘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又展示了世界著名的建筑，
涵盖了从事建筑业所应具备的知识。

本书语言简练，图文并茂，使读者在学建筑的同时强化英语，学语言的同时了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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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以英语在军事领域中的应用为主要内容，突出提高学习者的军事英语知识，强调培养学习
者在军事领域中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工作和国际交往中能用英语进
行有效的信息交流，成长为高素质、复合型新型军事人才。

教师用书MP3

主编：李亦雄

本书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正式出版的高等院校音乐专业英语（精读）教材的空白。教材选篇注
重专业性、知识性和实用性，内容丰富，涵盖了音乐学的各个专业。课文编排由浅入深、布局合理。

本书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乐器介绍，提供了部分乐器的精美图片，图片上标有乐器主要部件的英文名称；
第二部分包括 18 篇专业性强、语言规范的英美原版音乐专业文章；第三部分包括总词汇表、
总词组表和乐器名称中英文对照表三个附录，方便学生查找相关内容。

书号：5600-3853-0 定价：16.90 元

高等学校专门用途英语（ESP）系列教材以“专业需要（discipline-specific）”的教育学理念为指导思想，在商务、医学、法律、
理工等不同方向之下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选材来自近几年国外出版的专业教材以及与专业相关的杂志、报刊和网站等，集实
用性、思想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旨在帮助各专业学生在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的前提下，获取本专业相关的前沿信息，
掌握专业词汇，熟悉专业语言的运用，强调培养学生在英语环境下从事本专业工作的能力。

专门用途英语

主编：梁正溜

本书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切入，注重医学背景下的人文思考，基于主题阅读实现语言
输出，将大学英语教学与医学专业培养有机结合，使学生在了解与专业相关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热点的同时熟悉和掌握语言的运用，表达和交流自己的专业思想。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选篇为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的最新文章或社论，思想内涵丰富

 设计注重学习能动性，在医学主题阅读探索中启迪专业思考

 课前功课和课文处理互相交织，注重在交流互动中深化理解

 练习以主观题为主，注重对结构的把握和对专业语言的运用

 基于语篇的写作训练模式，在潜移默化中促进英语书面表达

学生用书 5135-2740-8 45.90
教师用书 5135-3710-0 69.90

医学主题英语——阅读探索及语言应用

音乐英语

军事英语听说教程

建筑英语

书号：5135-1134-6 定价：36.90 元

书号：5600-7787-1 定价：21.90 元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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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业英语系列

专  业 册  数

计算机英语  2

能源动力英语 2

农林植物学英语 2

材料英语 2

化学与化工英语 2

管理学英语 2

人文社会科学英语 2

机械英语 2

医学英语 2

电气与电子英语 2

经济学英语 2

主编：卜玉坤  审定：Ian Pringle（加）

“大学专业英语系列”针对大学英语提高阶段的特殊要
求编写，包括 11 个专业，供各专业的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和
研究生使用。

该系列教材由国内多所大学英语教师和相关专业的教师
合作编写，旨在帮助学生积累专业英语基础知识，提高专业英
语语言运用技能。

 借鉴国内外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大学
专业英语教学的实际需求编写

 编写思路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主，帮助学生把基
础阶段学到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在专业领域应用和拓展，满
足学业发展和工作的进一步需要

 每单元内容围绕一个专业知识主题展开，进行听、说、读、
写、译技能训练

 练习设计注重应用，旨在训练和提高大学高年级学生的英
语口语和写作技能

大学专业英语
计算机英语 1 5600-1994-3(01) 44.90

计算机英语 2 5600-1995-1 25.90

能源动力英语 1 5600-1965-9(01) 39.90

能源动力英语 2 5600-1996-X 23.90

农林植物学英语 1 5600-2283-3(01) 40.90

农林植物学英语 2 5600-2781-4 25.90

材料英语 1 5600-2099-0 25.90

材料英语 2 5600-2648-0(01) 41.90

化学与化工英语 1 5600-2511-7 26.90

化学与化工英语 2 5600-9309-9 41.90

管理学英语 1 5600-2780-7 25.90

管理学英语 2 5600-3114-9 26.90

人文社会科学英语 1 5600-2853-5 23.90

人文社会科学英语 2 5600-2928-0 23.90

机械英语 1 5600-2510-0 25.90

机械英语 2 5600-2777-7(01) 46.90

医学英语 1 5600-2647-3 25.90

医学英语 2 5600-6721-6 31.90

电气与电子英语 1 5600-2577-3(01) 40.90

电气与电子英语 2 5600-7934-9 34.90

经济学英语 1 5600-2778-4(01) 35.90

经济学英语 2 5600-3628-7 26.90

大学专业英语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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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areer 是一个面向高校学生未来职业发展需求开发的交互式
微课程系列，以培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所需要的英语应用能力为目标，
融合职业技能训练，同时立足国际视野，培养跨文化意识及交际能力，
提升学习者的国际化思维和综合职业素质，培养国际化职场人才。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呈现，讲解职场常用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
面沟通礼仪原则，旨在提升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职场实用英语写作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WinCareer 职业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

课程特点：

  Workflow-based 基于工作流程的内容组织

  International 立足国际视野

  Clear 清晰细致的学习引导

  Aimed 目标明确的微课设计

课程特色：

  微课设计 符合在线学习规律，20 分钟完成一课学习，
精华知识高度浓缩

  职场助力 文体选择贴合职场情境，涵盖最通用的典型
文体，有效助力职场写作能力提升

  形式活泼 视频授课以动画形式呈现，画面精美，寓教于
乐，充分调动学习兴趣

职场英语 金融英语

机电英语
商务英语
视听说

法律英语

酒店英语 汽车英语

经贸英语

IT 英语

WinCareer 系列

WinCareer 职业英语系列
职场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8 35.00
商务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4 35.00
法律英语系列：法律基础知识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79 35.00
法律英语系列：民事诉讼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0 35.00
法律英语系列：刑事诉讼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1 35.00
IT 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2 35.00
金融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3 35.00
经贸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4 35.00
酒店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162 35.00
机电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085 35.00
汽车英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163 35.00

本书围绕迎接职场挑战、参加面试、正式上班、工作技能、商务沟通、商务差旅、人事问题这
七个主题，结合丰富多样的听说读写以及职业技能训练，全面提高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和职业素质。

 选材鲜活地道，内容丰富翔实，通过与大学生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充分激发学习者的
兴趣

 练习难度适中，形式灵活多样，帮助学生全面提高在职场中的语言应用能力

 教师用书提供课文背景知识、教学建议、音频脚本以及练习参考答案供教师参考使用

书号：5135-7053-4 定价：3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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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书

职业英语

  Real 全真模拟的职业场景

  Engaging 交互参与的学习乐趣

  Rich media 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270 29.00

职场英语

扫码体验免费课时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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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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9.90
第 2 册（高升专阶段） 5600-6374-4(01) 30.90
第 3 册（专升本阶段） 5600-5340-0(01) 33.90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6375-1(01) 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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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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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教育部成人高等教育规划教材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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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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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英语教程 英语语音（第二版）

编者：屠  蓓

 由我国著名语音教学专家屠蓓教授编写，凝聚了作者 40
年课堂和广播英语教学的经验

 针对中国人学习英语语音的难点和特点，帮助学生学习国
际音标及基本语音语调，达到能够熟练运用国际音标拼读
单词、辨别音素及重音并用正确的语调进行交流的目的

 光盘中包含作者亲自讲解和示范的音频及视频资料

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

 每个级别分为十个单元，分“课文”和“阅读理解”两个环节，围绕同一主
题展开，指导学生进行篇章分析，培养阅读能力

 每单元对课文的语言难点、时代背景进行中文注释，并针对中国学生学习
英语的难点设计语法、写作、翻译讲解，突出重点，循序渐进

 单元练习涉及理解、词汇、语法、写作、翻译、口头讨论题等，便于自学巩固

 配有多媒体交互式学习光盘，便于学生自学

现代英语教程　

教学指导与练习（第二版）

 提供与《现代英语教程》（第二版）各单元对应的背景知识、课文详解、
练习答案、听写练习、课文参考译文

 提供三套测试题及答案，可以用作课堂测验、期中或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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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指导与练习 第 3 册（高升专阶段） 5600-8247-9 15.90

教学指导与练习 第 4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234-8 18.90

教学指导与练习 第 5 册（专升本阶段） 5600-9790-9 18.90

教学指导与练习 第 6 册（专升本阶段） 5135-0411-9 18.90

书号：5600-8248-6 定价：23.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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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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提出成人本科英语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同时进一步强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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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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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3 光盘和

PPT 助教课件，以供学生和教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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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提供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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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29.90（估）

综合教程 2 2017 年 2 月 29.90（估）

综合教程 3 2017 年 5 月 32.90（估）

综合教程 4 2017 年 5 月 32.90（估）

学习指南 1 2017 年 2 月 22.90（估）

学习指南 2 2017 年 2 月 23.90（估）

学习指南 3 2017 年 5 月 26.90（估）

学习指南 4 2017 年 5 月 24.90（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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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英语
Fresh Start English              总主编：晨梅梅  顾 问：王守仁

新发展英语 学习指南

 依据主教材的内容编写，读写单元配有课文译文、语言
点注释和练习答案，听说单元配有文化背景资料、听力
原文及参考答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主教材内容

 提供泛读训练，包括课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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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学生对单元主
题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

新发展英语 综合教程

 技能综合，使用方便 每级包括八个读写单元和四个听
说单元，提供 MP3 光盘和音带，方便教师和学生根据实
际需要选择使用

 有效提高语言应用能力 全书内容丰富、题材新颖，练
习设计紧密结合各项语言技能和实用能力，有效夯实
学生的语言基础，提高其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梯度科学，循序渐进 各级难度控制科学，各级别间
梯度设置合理，练习紧密配合，便于学生稳步提高语言
水平和交际技能

 以应用为目的，以就业为导向，与社会需求、工作实际以
及个人发展紧密联系

 集可读性、趣味性、多元性、时代性和应用性为一体

新发展英语           
综合教程 1 5600-6314-0(01) 22.90

综合教程 2 5600-6891-6(01) 23.90

综合教程 3 5600-7230-2(01) 28.90

综合教程 4 5600-7654-6(01) 26.90

新发展英语          
学习指南 1 5600-6315-7 16.90

学习指南 2 5600-6892-3 17.90

学习指南 3 5600-7229-6 20.90

学习指南 4 5600-7653-9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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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特色

《新发展英语》是一套专门为高等继续教育非英语专业学生高升本、专升本而编写的教材。本套教材针对高等继

续教育的特点和应用型英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在巩固学生已有基础知识的同时，有效提高和拓展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本套教材共四级，每级包括主教材《综合教程》和配套辅助教材《学习指南》。

课件资源

本套课件是为读写单元配备的 PPT 助教课件，共四级，每级八个单元。课件内容包括以下两大板块：

 精读课文讲解 结合成教阶段学生水平和授课特点，对每单元精读课文，按照课堂授课方式组织讲解内容，包括课前讨

论、课文讲解和课后活动三部分

 课后练习答案 提供全部课后练习答案，方便教师讲解和答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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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研究生英语系列
总主编：何莲珍  石  坚

教材结构

类  别 教  材 教学资源

综合教程（上、下）  MP3光盘﹑教师用书﹑助教课件

听说教程（上、下）  CD-ROM光盘﹑教师用书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助教课件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DVD光盘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实用英语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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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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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周炳兰  李萌涛

《听说教程》依据《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及
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特点进行设计和编写，旨在通过听说结合的
教学实践，培养研究生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本书分为上、
下两册，配有学习光盘与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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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熊海虹

《综合教程》专门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编写，编排上体
现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旨在通过说、读、
写、译等技能的综合训练，提高研究生的语言能力、思辨能
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本书分为上、下两册，配有 MP3 光盘
与教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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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教材

研究生英语听说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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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英语综合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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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教课件MP3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CD-ROM

综合教程（上、下）

听说教程（上、下）

研
究
生
英
语

85



系列教材

助教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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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助教课件，辅助课堂教学 

主编：张  丽

以西方国家主流媒体节目为教学素材，以多媒体为主要教学手段，通过视、听、说结合的训练，
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听说能力，提高其文化素养，使他们更有效地用英语进行交流。本书提供部分
练习答案及所有视频脚本，并配有 DVD 教学光盘。

 真实性与多样性 视频来源于现实生活，语言原汁原味，语境真实。涉及校园生活、亲情爱情、
社会人文等十个主题，每个主题选取六段热点视频，覆盖新闻报道、对话访谈、纪录片等多
种形式，蕴含丰富信息、富有趣味性和时代感

 知识性与文化性 视频的选择注重英语语言知识的表达与积累，同时有助于学生开拓国际
视野，提高自身人文素养和跨文化意识，以实现准确、得体地用英语进行交流的目的

 实践性与拓展性 精心设计课堂活动，强调学以致用，使学生能对相关材料进行口头复述、
人物评述、观感交流、角色扮演、小组辩论、访谈及问卷调查等独立型或协作型口语实践

DVD

中国文化英语教程

高级媒体英语视听说

书号：5600-9984-2 定价：39.90 元

书号：5135-0514-7 定价：39.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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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贾卫国

以学术交流为主线，以任务式教学为主导，详细介绍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操作惯例和相关
规则，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从事学术交流的能力。

 系统性 系统介绍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各个环节，涉及国际学术会议的筹备、学术信件的往
来、会议主持和发言等不同方面

 实用性 通过丰富的范例构建出学术交流的真实场景，引导学生学以致用，培养语言综合应
用能力，提高国际学术交流技巧

 合理性 内容编排合理，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在不同章节各有侧重。教师可根据
教学需要调整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活动

主编：李  健

本书突出科技英语的特点，每章遵循阅读和翻译两大主线，内容各有侧重，又相互融和，从
而使教材形成有机整体。

所用素材保持原文特色，真实反映实际应用中的语言。题材涉及自然、生物等多个领域，体现
各个领域的新发展。

同时，每章均设有“学术阅读”和“科技翻译技巧”板块，前者通过对各种学术资源的介绍，
使学生熟悉获取科技信息和资料的途径和方式；后者包括增词法、数字译法等 24 个专题，以加
强教材的实用性。

国际学术交流英语

科技英语阅读与翻译

书号：5600-7284-5(01) 定价：37.90 元

书号：5600-9113-6 定价：34.90 元

编著：李  健

从语言应用入手，在语言特点、写作技巧、组织结构等方面给予指导，以帮助研究生完成学习
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实用性写作任务。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提供大量写作实例，系统分析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及原理，安排形式
多样的写作实践活动，使学生能根据不同交际目的使用恰当的语言和写作方法

 体裁多样，实用性强 根据研究生写作的实际需要，安排了留学及求职申请、国际学术交流
及商务交流写作、社交写作等专题

 实例规范，语言纯正 写作素材选自英语国家近期正式出版物，能够反映当前英语本族语人
士的写作规范及标准语言的使用

实用英语写作

书号：5135-0970-1 定价：35.90 元 

研
究
生
英
语

87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Pathways: Listening,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主  编：Becky Tarver Chase  Kristin L. Johannsen  Paul  Maclntyre 

        季佩英  李淑静

选材涉及全学科

精心挑选《国家地理》原版音视频材料，学科包括社会、
心理、生物、经济、艺术等

听力体裁涉及各类学业场景

包括正式场合中的学术讲座、专家采访，也包括课上或课
下的学业交流

关注策略引导

每道练习都提炼练习目的；教材专设技能讲解框讲解推
断预测、记笔记、听主旨、做演示等听说技能和策略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                  
第 1 册 5135-2920-4 39.90
第 2 册 5135-3072-9 39.90
第 3 册 5135-3073-6 39.90
第 4 册 5135-3071-2 39.90

第 1 册 教师用书 5135-3503-8 69.90
第 2 册 教师用书 5135-3957-9 69.90
第 3 册 教师用书 5135-4064-3 69.90
第 4 册 教师用书 5135-3961-6 69.90

注重创新思维能力培养

通过讨论、排序、辩论等形式让学生描述现象，分析原因、
比较异同、总结信息、表达观点，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及批
判性思维能力

注重合作能力的培养

对分组形式、分派任务、各组员如何配合等给以清晰的指
导，培养学生在讨论、辩论、演示等各类活动中的合作能力

注重理解视觉材料能力的培养

教材通过丰富的图片、各类图表及针对图片和图表提问
题引导学生理解视觉材料，通过视觉材料表达信息，让学生
适应二十一世纪多元化的阅读模式

教材特色

《国际交流英语视听说》是由外研社与圣智学习集团合作出版的一套视听说教材，其国际化的音视频资源和活动

设计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与思辨创新能力，适于作为高校研究生英语课程的基础教材，帮助学生提升在国际

场景与多元文化中的英语听说交流能力，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和学术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CD-ROM 教师用书 助教课件数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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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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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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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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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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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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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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测试与学习

书号：5135-7600-0(01) 定价 38.90

书号：5135-7601-7(01) 定价 32.90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全真试题 + 标准预测》

主编：王大伟  程瑞勇

主编：王大伟  程瑞勇

全书包含 10 套最新真题和 3 套预测试题，并配有丰富实用的赠品。

   优化题型 按照《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 年修订版）》对听力题型进行了优
化调整，各套试题均与 2016 年 6 月四级考试题型保持一致 

   科学设题 预测试题由从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研究与辅导的专家和一线教师精心编写，选篇
长度、设题难度均接近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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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指导
考生进行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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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考生快速突破四级考试的各个难点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全真试题 + 标准预测》由从事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研究与辅导的专家和
一线教师精心编写，汇集了最新 10 套四级考试全真试题和 3 套标准预测试题，各套试题均按照
最新改革要求进行了优化调整，与 2016 年 6 月四级考试题型完全一致。每套试题独立装订，并
配有答题卡，方便进行课堂检测或实战演练。另附新闻高频词语、新闻强化训练、写作高分句型、
实用写作技巧、翻译热点词语等内容，帮助学生巩固各个专项题型。附赠教师用书对开排版，试
题解析左右对照，方便教师备课教学。

本数字课程系列包含《听力》、《翻译》、《阅读》、《写作》
四门课程。

  每门课程包含：主干授课视频 + 四级题型专项训练 +
四级题型模拟练兵 + 四级全真模拟

  邀请四级名师主讲，紧随四级改革新动向，传授新四级备
考技巧，突破四大板块重难点

教师用书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真题全解 + 标准预测》

新四级强化辅导
听力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363 9.90
阅读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364 9.90
翻译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365 9.90
写作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366 9.90

《新四级强化辅导》数字课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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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3)0630定稿.pdf   2   2016/6/30   16:55:19

 《新六级听力通关特训》数字课程

  资源丰富，紧跟改革 10 视频微课 + 9 专项训练 + 3
听力模拟 + 2 六级全项测试，重点解析讲座、讲话、报
道等六级听力新题型

  设计科学，讲练结合 每节微课设置即时练习，依托
Unipus iTest 系统实现在线自测，提供即时反馈、考前
模拟和详细评析 新六级听力通关特训

新六级听力通关特训数字课程学习卡 FW000000449 25.00

外研社·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系列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数字课程

扫码体验免费课时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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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级听力：责编：程序定价：28.9页码：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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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真题精讲与预测 5135-7855-4 38.80
全真试题与预测 5135-7854-7 32.80
模拟试题 5600-6579-3(01) 32.90
预测试卷 5600-7868-7(01) 32.90
听力 5600-7242-5(02) 34.90
阅读 5600-7062-9(01) 26.90
综合测试 5600-7061-2(01) 19.90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真题精讲与预测 5600-9395-6(05) 35.90
模拟试题 5600-6023-1(04) 35.90
预测试卷 5600-7970-7(02) 31.90
核心词汇 5600-7742-0(01) 28.90
听力 5600-6469-7(05) 32.90
写作 5600-6113-9(03) 21.90
阅读 5600-5833-7(03) 26.90
综合测试 5600-6041-5(04) 16.90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710 分“快速突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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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精讲与预测》、《全真试题与预测》、《核心词汇》、《听力》、
《阅读》、《写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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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710分快速突破真题精讲与预测》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710分快速突破全真试题与预测》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710分快速突破 听力》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710分快速突破 听力》

   最新题型 所有真题均按 2016 年最新考试题型进行优化 

   标准设题 预测试卷紧扣考纲，精选材料，科学命题 

   优化组合 10 套真题熟悉命题，3 套预测自我检测 

   详尽解析 权威解读全面解析，吃透考题举一反三 

   实用赠品 随书附赠六级听力新题型提分手册 

   贴心设计 每套试题和解析独立装订，底页专设答案速查 

   深入解读最新考试大纲及 2016 年改革后新题型，详细介绍三大题型的应
试方法与技巧

   提供听力三大题型专项训练各 10 套，并配答案详解和听力原文

   提供多套听力模拟试题，并配答案详解和听力原文，供考生进行实战模拟

   提供清晰地道的听力录音 MP3 光盘，方便考生练习自测

   10 套最新真题 按 2016 年考试大纲优化题型，配考场录音，指导学生实战演练，检验成果

   3 套权威预测 均单独成册，附带答题卡，方便学生课堂测试，查漏补缺

   13 套答案速查 供学生快捷核对答案，快速计算分数

   听力新题型提分手册 内含讲话、报道、讲座的热点词汇及强化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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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简介：汪士彬，南开大学教授，知

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辅导专家，长期

从事英语语言学与英语测试学研究。其

编写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辅导用书深受读

者欢迎，影响广泛。

大学英语基本功训练
主编：汪士彬

本书介绍英语学习成功者的学习经验，以及提高英语基本功的方法和技巧，是准备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的必备参考书。

书号：5600-6059-0 定价：24.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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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修订版）》最新题型调整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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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各套试卷单独装订，方
便考生进行强化训练和考前自测。本书配 MP3 光盘一张。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710 分全真题解
主编：张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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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 710 分”汪士彬四级考试系列
模拟试题 5600-5346-2(02) 32.90
听力 5600-6831-2(03) 33.90
写作与翻译 5600-7244-9(03) 29.90
阅读 5135-5062-8 28.90
词汇 5600-9987-3 26.90

“经典 710 分”汪士彬六级考试系列
模拟试题 5600-7117-6(03) 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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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5135-4353-8(01) 定价：39.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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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系列由《模拟试题》、《听力》、《阅读》、《词汇》及
《写作与翻译》五个分册组成，为备战四级的考生提供全方位辅导和支持。

“经典 710 分”汪士彬四、六级考试系列（最新版）

总主编：汪士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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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一等奖

第四届

中国大学出版社

图书奖一等奖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
编著：陈毅平  秦学信

《大学英语文化翻译教程》以培养当代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汉译英能力为重点，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现状和改革开放成就为主要内容，同时包含重要的西方社会文化现
象，传授文化翻译技巧，强化英汉互译训练，以达到学习文化知识和提高翻译能力的双重效果。

 文化主题丰富，涵盖节日、艺术、名胜、建筑、哲学、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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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程
主编：何高大  甘容辉

英语新闻听力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教材践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精神，针
对大学英语新闻听力教学、学习与考试三个层次的需求，专门为提升大学生英语新闻听力能力
编写。

 遵循教学规律，体现改革趋势 教材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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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练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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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涵盖经济、科技、健康等，实用新颖，与时俱进。

 开阔国际视野，助力思维提升 教材丰富新颖的素材帮助学习者了解当今世界舞台上的新
形势、新动态，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练习设计引导学习者从导语、细节和语气等方面挖掘
事件重要信息，分析新闻报道观点态度，有助于学习者思维能力的提升。

书号：978-7-5135-5135-7488-4(01) 定价：45.90 元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单项备考

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宝典
主编：王大伟

《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宝典》是大学英语四级口语考试的辅导用书，严格按照《全国大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 修订版）》精心编写，旨在帮助学生熟悉四级口语考试的题型
和要求，使学生通过针对性的学习和训练，提高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应试能力。本书考情分析
准确透彻，技巧讲解丰富实用，模拟试题高度仿真。可供开设相关口语课程的院校师生使用，
也可供学生自主备考使用

出版时间：2017 年 3 月 定价：29.90 元（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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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魏承杰  马春媛

本书 10 套试题均按照《201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英语（一）考试大纲》（以
下简称“考试大纲”）的规定和要求，在对历年真题进行深度剖析与总结的基础上进行命题，
确保整体难易度适中，内容准确严谨。本书旨在提供系统的练习，帮助学生掌握考研英语的命
题规律，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考研英语全真考场秘笈》

   本书包含10 套模拟试题并配有详尽透彻的解析，每套试题分为英语知识运用、阅
读理解和写作三部分

   试题中的素材均选自《经济学人》、《时代周刊》等考研英语真题题源，保证入选
语篇从语言形式、体裁、题材上均与历年真题相吻合

   入选素材中的词汇全面覆盖“考试大纲”所要求的词汇，且核心词汇复现率高，能
够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词汇量

   试题解析详细完备，包括考点说明、解题思路、难句分析、参考译文、范文解析等
十余个专项，有助于学生复习备考，有效提升语言技能 书号：9787-7-5135-6692-6 定价 49.90

《大学英语学习方法与策略（第二版）》

C

M

Y

CM

MY

CY

CM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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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方法与策略的讲解全面详尽、实用有效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和英语应用能力

   帮助新生了解大学英语课程，适应并规划大学期间的英语学习

书号：978-7-5135-7436-5 定价 29.90

 《雅思金牌通关课》数字课程系列

本数字课程是由外研社携手雅思资深名师，为高校有出国意向的学生精
心打造的高品质雅思备考课程，包含预备段（5.5 分 & 6 分）、强化段（6.5 分）、
高分段（7 分）三个分段共 12 门课程，听、说、读、写分项突破，满足雅思考
生出国深造的不同升学需求。

《国才考试官方备考指南》

主编：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韩宝成

“国才”辅导用书，官方权威出品。

   考试说明 介绍考试理念与标准，说明考试内容与要求

   样题分析 解读国才考查要点，精准聚焦答题思路

   真题解析 采用考生真实范例，逐题讲解深度剖析

   备考建议 提供实用备考指导，快速攻破各大题型

   模拟训练 精制 3 套模拟试题，方便考生考前检测
出版时间：2017 年 2 月 定价：39.90 元（估）

大学英语教学资源2017

英
语
测
试
与
学
习

94



95

教
师
发
展

书名                           作者 书名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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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29.90元iResearch 微信二维码 Unipus 微信公众号

项目负责  毕   争
责任编辑  毕   争
              解碧琰
封面设计  孟耕宇

本书通过梳理阅读教学方面的理念和方

法，辅以生动的教学案例，展示如何将阅读

教学与研究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

本书分为阅读教学与阅读研究两部分，

共六章。第一章简要介绍阅读的基本概念，

如阅读素养、阅读目的、阅读过程、阅读策

略及阅读的评价等，为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

打下基础。第二章分析影响阅读的因素，包

括阅读动机、阅读的量、阅读方式、信息技

术等。第三章就阅读教学展开讨论，介绍阅

读教学的模式、原则、策略和方法。第四章

探讨阅读与词汇教学。第五章讨论阅读与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第六章重点介绍关于英语

阅读的研究方法，从阅读过程、阅读教学、

阅读策略以及母语对外语阅读的影响等四个

领域综述前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本书深入浅出，案例丰富，内容实用。

对英语教师和研究者，以及相关专业研究生

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也可作为教师培训参

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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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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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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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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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 教学研究系列

陈则航   著

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nglish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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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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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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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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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 Anne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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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实证研
究报告的撰写

John Bitchener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案例分析 许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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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语言学中的复制研究方法 Graeme P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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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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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出版） 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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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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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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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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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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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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自己兴趣，在此基础上攀登知识高峰。

丛书包含 15个分册，2016-2017 年将陆续出版，敬请期待！

书名 作者 注释者 定价
文学理论核心术语 Mary Klages 张 剑 19.90

翻译学核心术语 Giuseppe Palumbo 王东风 28.90

语言学核心术语 Howard Jackson 蓝 纯 21.90

语用学核心术语 Nicholas Allott 冉永平 32.90

语义学核心术语 M. Lynne Murphy, Anu Koskela 束定芳 田 臻 28.90

话语分析核心术语 Paul Baker, Sibonile Ellece 黄国文 刘 明 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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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0

文体学核心术语 Nina Nørgaard, Beatrix Busse, Rocío Montoro 刘世生 36.90

句法学与句法理论核心术语 Silvia Luraghi, Claudia Parodi 戴曼纯 即将出版

符号学核心术语 Bronwen Martin, Felizitas Ringham 张 凌 39.90

逻辑学核心术语 Jon Williamson, Federica Russo 郝兆宽 单芃舒 25.90

伦理学核心术语 Oskari Kuusela 龚 群 即将出版

心智哲学核心术语 Pete Mandik 周允程 26.90

艺术哲学核心术语 Tiger C. Roholt 高建平 即将出版

二语习得核心术语 Bill VanPatten & Alessandro Benati 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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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随着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外语教育界每年都有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它们从不同

角度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与公民外语素质的提高；因此有必要定期记录我国外语教育的

发展过程，全景展现外语教育现状。本系列报告自 2011 年起，对每年我国外语教育各个领域的

大事、活动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随着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外语教育界每年都有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它

们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与公民外语素质的提高；因此有必要定期记

录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过程，全景展现外语教育现状。本系列报告自2011年起，对每

年我国外语教育各个领域的大事、活动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简述和总结。

定价 扫码购买书号 书名 作者

978-7-5135-2899-3 2011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文秋芳 徐浩 30.9 9787513528993

978-7-5135-3868-8 2012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文秋芳 徐浩 69.9

978-7-5135-5361-2 2013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文秋芳 徐浩 74.9

978-7-5135-8246-9 2015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王文斌 徐浩 63.9

978-7-5135-6843-2 2014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王文斌 徐浩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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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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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 Learning, Empower Teaching!

http://www.unipus.cn

Unipus源于创新教育理念，基于先进信息技术，是以外语教育为特色，集学习、教学、

测评、科研、合作交流于一体的线上“共同校园”（Universal Campus）。Unipus 体现教育技

术智能化、交互化、自主化和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创建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资

源与服务提供者等多方参与的教育生态，依据科学能力测评体系，汇聚国内外优势资源，优化

在线互动教学环境，提升个体学习体验与效果，同时为高校创新教学模式、开展课题研究、推

进跨校合作提供支持保障。

Unipus 微信 Unipus 教师发展 U讲堂网站



Enrich Learning, Empower Teaching!

http://www.unipus.cn

Unipus源于创新教育理念，基于先进信息技术，是以外语教育为特色，集学习、教学、

测评、科研、合作交流于一体的线上“共同校园”（Universal Campus）。Unipus 体现教育技

术智能化、交互化、自主化和移动化的发展趋势，创建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资

源与服务提供者等多方参与的教育生态，依据科学能力测评体系，汇聚国内外优势资源，优化

在线互动教学环境，提升个体学习体验与效果，同时为高校创新教学模式、开展课题研究、推

进跨校合作提供支持保障。

Unipus 微信 Unipus 教师发展 U讲堂网站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
http://itest.unipus.cn

iWrite 2.0 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全方位机器智能评阅
教师手动批改快捷方便评 反拔教学，有数有据

语料在手，科研不愁研

Unicomm 高校外语数字化教学共同体期待您的加入！

iTEST 3.0 大学外语测试与训练系统（以下简称“iTEST 3.0”）专为

高校外语测试与评价设计，是集高质量试题库、测评管理、题库自建、智能评分

和在线测评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测试云系统。作为 iTEST 的第三代迭代产品，

iTEST 3.0 基于云服务的基础架构与大数据分析的核心理念，依据科学的能力

测评体系，汇聚国内外优势资源，能够支持多类规模、多种模式的考试，能够实现

对写作、翻译和口语的智能评分，将日常教学、自主学习和测试评估有效结合，为

院系建立多维度评价体系、进行数字化教学评估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iWrite 2.0 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简称“iWrite 2.0”）基于高校大学英

语写作教学过程的深入研究而设计，实现语言、内容、篇章结构及技术规范四个维度

的机器智能评阅，并将机评和人评深度结合起来，以机评促反馈，注重教学过程的师

生深度互动，全面助力教师提升写作教学效果，实现学生写作水平的真正提高。

丰富、优质的试题资源 安全、便捷的测评管理 自主、高效的题库建设 智能、可靠的评分服务系统特色

http://iwrite.unipus.cn

教 学过程性写作教学
形成性写作评估

课上、课下学习结合
范例、反例双向吸收

有意加入 Unicomm 的个人或团队，请登录 http://unicomm.unipus.cn/ 下载合作意向书。

详情咨询：施龙蕊、樊宏斌

unicomm@unipus.cn 

010-88819555

Unicomm 项目规划
项目类型一：“Ucreate 一起备课”共建

项目类型二：试题库联合共建

项目类型三：无纸化测评研究

项目类型四：高校数字课程合作开发

项目类型五：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

项目类型六：Ustage 活动策划及实施 /Ustage 翻译实践基地

项目类型七 : 教育资讯共享

Unicomm二维码



“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和“外研社杯”全国英语阅读大赛三大赛事

统称为“外研社杯”大学生英语挑战赛（Uchallenge），是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联合

举办，由北京外研在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公益大赛，是外研社 Unipus 为年轻人打造的展现风采、实现

自我的赛事平台。

演讲、写作与阅读能力是国家未来发展对高端人才的基本要求，也是高端人才外语能力、思辨能力、交际能力、

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综合体现。Uchallenge 系列赛事的设置，以“读”、“说”、“写”三大能力的提高为“驱

动力”，全面提升学生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赛题以国际化人才要求为标准，融入思辨性、拓展性和创造性等关

键要素，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开拓国际视野，提升国际素养。

• 围绕英语演讲、写作和阅读训练与学习，

Unipus 提供 Uchallenge 备赛课程，多位名师精

心点拨，让学习更轻松高效，为参赛选手搭建更专

业的交流、学习平台。

演讲

阅读写作

“文化文学”系列

“雅思金牌通关课”系列

丰富视频讲解，中外文化全解读，

有效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U讲堂数字课程

内容全面，体系完备；

雅思名师，同场献技；

单项课程，科学设计。

更多语言学习数字课程：

• Uchallenge 备赛指导系列数字课程

• 四六级备考系列数字课程

• 商务职场系列数字课程

•《雅思全科套餐》系列数字课程

• 多语种系列数字课程



为了响应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推动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发展，为学生走向国际社会提供机会，外研社自

2016年推出“外研社暑期大学生英国游学实践”项目。本项目经英国教育文化处认证，融“语言学习”、“文化体

验”、“留学准备”与“国际交流”于一体，旨在推进高校的国际交流合作，拓宽高校教师的国际视野，提升中国大

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真实体验英式课堂，全面

了解英国教育，提前感受

留学人生

课堂学习

领略知名教授风采，浸染

英伦历史文化，融入斑斓

海外生活

文化体验

与多所名校面对面，现场答

疑，部分学校可现场申请

留学咨询

走进牛津剑桥，寻访莎翁故

居，穿行伦敦巴斯，拥抱多

面英伦

英伦漫步

游学实践
外研社暑期大学生

聂老师   010-88819559

niehaihong@fltrp.com

QQ 群：外研社 2017 英国游学

群号：145165182

出发时间：2017 年 7 月 14 日 -7 月 16 日

课程时间：2017 年 7 月 17 日 -8 月 11 日

返回时间：2017 年 8 月 12 日 -8 月 14 日

（最终以航班预订时间为准）

项目时间

学生个人报名，扫描页面下方二维码，

登录游学实践官网 (http://heep.unipus.cn/

special/special20161124yx/index.html)，

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成，并在报名时间内

将报名表扫描件发送至 niehaihong@fltrp.

com。

欢迎学校以团体方式报名，请拨打项目

咨询电话或发送邮件咨询。

报名方式

项目咨询

扫描二维码，了解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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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reate 备课沙龙 千人备课，等你同行！

【Ucreate 备课沙龙】已汇集近 3500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线英语教师，定期进行线上主题沙龙活动，真正实现了跨学校、
跨区域的千人集体备课。自沙龙举办以来，已进行了13 场主题活动，每一期的主讲嘉宾都带来了精彩的教学设计，教师之
间相互借鉴，根据所用教材，把握教学大纲和教学重点，突破难点，吸收、应用新思维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逐渐形成了
一线教师合作、探究、研讨的备课氛围。

【Ucreate 备课沙龙】将定期组织备课活动，分享备课资源，提供 Unipus 各类在线学习课程的免费或优
惠名额。

【Ucreate 备课沙龙】加入方式：
 关注 Unipus 教师发展官方微信公众号（ID: Unipus-teacher），后台回复“备课沙龙”，根据提示即可加入。
 联 系 人：姜琳琳   邮 箱：jiangll@fltrp.com   电 话：010-88819085

教学之星.indd   1 2016/12/6   21:18:59



讲堂 高校外语教师发展数字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主讲专家

教学方法

以“续”促学——提高外语学习和教学效率的新途径 王初明

外语教学理念与实践 杨鲁新

外语教学案例分析* 杨鲁新

产出导向型教学法：教授中国成人二语学习者 文秋芳

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Michael Byram 孙有中 金利民 庄恩平

跨文化语言教学之新动向 Michael Byram

外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Martin Cortazzi 孙有中 金立贤 侯俊霞

英语演讲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Stephen E. Lucas 田朝霞 周红兵等

英语演讲教学的本土化：“输出驱动、整合教学”实施方案 田朝霞

翻转课堂模式下的英语演讲教学：创新与实践 任文

《演讲的艺术》翻转课堂教学示范课☆ 任文 克非等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与评估 Alister Cumming

英语写作课堂中的教师指导：教学案例评析 Alister Cumming 杨鲁新

法律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张法连 齐筠 郑小军 徐文彬

Doctoring Yourself：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专业发展☆ 杨鲁新

科研方法

外语课堂教学研究与英语学术论文写作* 杨鲁新

语言、数据与研究：阿檀小倪讲量化 金檀 倪竞等

语言、数据与研究：量化工具百宝箱 * 陆小飞（特邀主讲）  金檀等

量化研究论文写作：题目“亮”起来，结果“量”出来 金檀 倪竞

九步搞定问卷设计与数据分析 许宏晨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行动研究 Anne Burns 文秋芳

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 许家金 许宏晨 徐浩

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韩宝成 许宏晨

科研专题

心理语言学（上、下） John Williams

提升二语写作的专业化能力：理念与方法 Alister Cumming

二语写作研究与论文发表 Paul Kei Matsuda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Michael Long 陈亚平

外语词汇教学与研究 Paul Nation 文秋芳

从科研零起点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辜向东

英汉对比研究：理论与实践* 王文斌

外语教学中的身份认同研究* Bonny Norton 周燕

教育技术

微课与翻转课堂：理念、设计与评价 文秋芳

翻转课堂与微课教学的理念与实践☆ 董剑桥 伍忠杰

微课制作方法与常用工具 董剑桥 王洋等

翻转课堂之主动学习课堂 D. Christopher Brooks

冷眼看慕课 D. Christopher Brooks

手把手教你做微课：Camtasia进阶篇☆ 闫平教

测试评估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听力真题解析与命题指南☆ 秦学信 熊洁

注：	带☆为免费课程，带 * 为即将上线课程。

Unipus教师发展公众号

5 大类别

涵盖教学方法、科研方法、科研专题、测试评估和教育技术五大类别

500+ 课程学时

理论与实践结合，方法指导与案例分析并重，科学设计，系统指导

100+ 专家导师

邀请国际国内语言教育领域知名学者主讲 ，支持直播和录播，形式多样

10000+ 在线学员

共建线上教师研修共同体，共同探究学习，实现终身发展

课程特色



2017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注：	1. 以上安排为初步计划，请以“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公布安排为准。

	 2. 部分线下研修班将在举办的同时开放直播课堂，教师可选择现场参加或在线参加。具体信息将在“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

网”进一步通知。

报名网址：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 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1；010-88819559 扫描二维码，关注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网

及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微信号，及时了解高等

外语教育和学术科研动态。

类别 研修主题 主讲专家 时间 价格

教师发展 外语教师自我规划与专业化发展 韩宝成、杨鲁新、吴宗杰、张莲、徐浩 8 月 4-5 日 1500 元

教学方法

英语演讲教学：内容、方法与策略 Stephen E. Lucas 等 5 月 1500 元

英语史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 张勇先等 6 月 1500 元

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Paul Kei Matsuda、徐昉 6 月 3-4 日 1500 元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教学 文秋芳、张文娟等 7 月 16-17 日 1500 元

翻译教学与研究 仲伟合、何刚强等 7 月 26-27 日 1500 元

英语语音教学能力提升与研究
吴青、王桂珍、陈桦、史宝辉、田朝霞、
刘森、卜友红、曹瑞澜等 

7 月 26-27 日 1500 元

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 孙有中、金立贤、Martin Cortazzi 等 7 月 29-30 日 1500 元

外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孙有中、金利民等 8 月 1-2 日 1500 元

科研方法

外语教学量化研究方法 韩宝成、徐浩、许宏晨 7 月 18-21 日（4 天） 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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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 日（3 天） 1800 元

学术动态追踪与文献综述撰写 梁茂成、许家金 8 月 1-2 日 1500 元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 王文斌、冉永平、赵永青、杨金才等 10 月 28-29 日 1500 元

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 王蔷等 11 月 18-19 日 1500 元

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高级班） 王克非、彭青龙、何伟、梁茂成、张天伟 12 月 2-3 日 2500 元

科研专题

英汉对比理论与实践 王文斌 7 月 23-24 日 1500 元

功能语言学理论与实践 Lise Fontaine、黄国文、何伟 7 月 29-30 日 1500 元

理论语用学高级研修班 黄衍等 8 月 16-18 日（3 天） 1800 元

外语测评
外语能力测评与外语教学 金艳、何莲珍等 6 月 10-11 日 1500 元

外语教学中的测试与评估 韩宝成、罗凯洲等 8 月 7-8 日 1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