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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理论指导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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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指导系列 科研方法系列 教学研究系列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英语文体学重点问题研究

外语教师教育重点问题研究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词汇研究

语言测评实践：现实世界中的测试

开发与使用论证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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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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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阅读

与写作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提升教学研究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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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理论指导系列”力图为教师介绍外语学科某领域的重点问题研究概貌，或

者该领域理论与外语教学的结合，以期读者能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某领域的核心知识与前沿研究课题，为教师从

事外语教学与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二语习得重点问题研究

Major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文秋芳  编著 45.9元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近年发展迅

速，硕果累累，但对一些重点问题的

研究一直争论不断。本书针对二语习

得领域中的要点、热点和富有争议的

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评述。

全书共有八章，每章均以不同意见的

争辩为组织内容的出发点，对相左的

理论取向和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

分析、梳理和评述，最后介绍或者展

望国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

本书以 reader-friendly为撰写原则，语言简洁明快，

深入浅出，易读易懂。既可作为二语习得课程的教材，又

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有助于二语习得领域的初学者了解关

键概念和研究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及时把握最新

的学科动态。

外语学与教的心理学原理

Psychological Principle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张庆宗  著 43.9元

本书从学习心理学和教学心理

学的视角论述了外语学习与教学的心

理过程和原理。全书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外语学习心理学”包含三

章；第二部分“外语教学心理学”包

含五章。通过本书，读者能充分了解

外语教师“教什么”、“怎样教”，

以及“为什么要这样教”、“什么时

候要这样教”。本书不仅注重目标和

方法，而且注重原因和过程，从而增强外语学科教学的科

学性和自觉性。同时对增强外语教师的自我认知意识、教

学反思意识等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既可用作外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研究生的教材，

也是很好的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语用学与外语教学

Pragma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陈新仁等  著 59.9元

近年来语用学发展特别迅速，其

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引发了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和教师的关注。本书结合中

国语境下的外语教学实际，精心设计，

力图展示如何以语用学理论指导外语

教学。

全书分为理论篇、教学篇和研究

篇三个部分。理论篇介绍语用学和它

的语言观、习得观与教学观。教学篇

分别从会话含意、言语行为、语用预设、话语标记语、语

言礼貌、会话组织和语言模因的视角，辅以具体的教学示

例，着力探讨语用学理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研究篇以研

究个案为例，示范性地呈现外语教学的一些重要话题如何

运用语用学开展研究。

认知语言学与二语教学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文秋芳等 著 47.9元

本书深入探讨了认知语言学理

论应用到二语教学中的理论依据、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二语教学

作出了新颖的阐释。

全书分为理论篇、教学篇与教

学研究篇三个部分。理论篇简述认

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观、教学观

与学习观，以及与二语教学相关的

认知语言学中的主要概念与理论；

教学篇选用认知语言学领域比较成熟的理论，探讨将其应

用到中国英语教学实践中去的可能性；教学研究篇包括国

内外关于将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的研究综

述、研究方法介绍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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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研究

Researching Vocabulary
Nobert Schmitt 著 68.9元

本书在综述各种词汇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对如何实施效度和信度兼备的母语及二语词汇研究

提出了实用的建议，帮助读者进行有效的词汇研究。

全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对已有的词汇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了在设计词汇研究时必须要考虑

的关键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词汇研究的基础，如词汇研究应包括哪些因素。同时，本部分还论述了

词汇研究应关注的一个典型现象——语块现象。第三部分探讨了词汇研究的实施细则，如研究方法和

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结果的解读和汇报等；并对如何测量词汇进行了详尽阐述。最后一部分介绍了

丰富的词汇研究资源，包括研究工具、语料库、词汇表、网站、文献以及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等。

本书既可作为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学习词汇研究方法的教材，又可作为该领域研究者的重

要参考资料。

英语文体学重点问题研究

Major Issues in English Stylistics
张德禄 贾晓庆 雷茜 著  56.9元

文体学具有多学科性、跨学科性等特点，学界一直以来对文体概念的范围和定义、文体效应

产生的机理等问题存在诸多争议，因而文体学研究呈现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本书针对

文体学研究中的重点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全书共九章。第一章为理论溯源，论述文体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为概念定义，探

讨文体和文体学的定义以及文体学的研究范围；第三章探讨文体效果产生的方式和机理；第四章

重点探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定性方法、定量分析和实验研究方法等；第五章讨论如何从形

式主义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及认知语言学等不同角度来探讨语篇的文体；第六、七章分别探

讨了文体学的两大主要研究对象——文学文体学和实用文体学；第八章探讨文体学与叙事学的交

叉学科——叙事文体学；第九章探讨文体学的新发展——多模态文体学的理论框架和特点，以及

如何将其应用于多模态语篇文体的分析中。

全书结构清晰，内容深入浅出，既可作为研究生教材，又是很好的参考资料，有助于初涉本

领域的读者了解文体学主要理论和方法，及该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把握最新的学科动态，辨明

理据，寻找焦点，确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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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测评实践：现实世界中的测试开发与使用论证

Language Assessment in Practice: Developing Language Assessment and 
Justifying their Use in the Real World
Lyle Bachman & Adrian Palmer 著 79.9元

本书对语言测试的设计、开发与使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首先介绍了测试开发与使用

中涉及的概念、要素；随后详细阐释了构建“测试使用论证”框架的步骤和需要考虑的问题；然

后介绍了如何在现实条件下开发和使用语言测试。本书对语言测评领域的研究生、教师、教师培

训者及研究者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外语教师教育重点问题研究

Major Issu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徐浩  主编 49.9元

关于外语人才的培养，整个教育界已有相对成熟的讨论和思考，但针对其中关键一环的外语

教师教育问题，不管是实证研究或理论构建，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本书围绕外语教师教育研

究的九个重点议题及两个研究方法议题，对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的主要领域作了全景式却又重点突

出的介绍、分析和解读。

全书共十一章，其中第一至九章分别聚焦教师知识、教师认同、教师动机、教师合作、教师

课堂话语、教师行动研究、职前外语教师教育、在职外语教师培训、教师教育者共九个本领域的

重点、热点问题。第十、第十一章聚焦教师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和生态学视角，属于研究方法方

面的议题，但同时也蕴含着重要的理论思想。

秉承“简洁、易懂、有用、好用”的原则，本书的每一章节都板块清晰、内容翔实，既为新

一轮全国性、大规模的实证研究夯实理论基础，也为初涉外语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及

广大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大中小学外语教师提供了完备的参考资料，包括研究选题及研究方法

方面的具体建议。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

Perspectives on Corpus Linguistics
Vander Viana, Sonia Zyngier & Geo� Barnbrook  编 53.9元

《语料库语言学群言集》是一本学术访谈录，书中辑录了对语言学界十四位知名研究者的访

谈。每个访谈均涉及十个具体问题：前七个问题是所有访谈所共通的，后三个问题则更贴近每位

受访学者的研究经历。在共通性问题中，受访学者将就“（语料的）代表性”、直觉的作用、语

料库语言学的学科地位等进行探讨；在个性化问题中，受访学者将详细探讨语料库研究中所涉及

的材料、方法以及如何将语料库应用于语言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中去。本书简明生动，对业内

专家和科研新手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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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科研方法系列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科研方法系列”介绍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多种研究方法，内容全面、

系统。通常是一书介绍一种方法，如问卷调查、个案研究、行动研究、语料库研究、微变化研究和启动研究等；

也有一书涉及多种方法，综合描述量化研究或质性研究，如《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和《第二语

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等。本系列不仅指导教师学习如何做研究，还为教师撰写研究报告 / 论文提供帮助，

如《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实证研究报告的撰写》。本系列将系统性与实用性相结合，解释清晰，例证丰富，

便于读者理解、思考和消化。

语料库应用教程
Using Corpora: A Practical Coursebook
梁茂成 李文中 许家金 著    43.9元

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库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语料库语言学是一门交叉学

科，其研究需要设计、程序、步骤等的规范化，许多人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心虽向往，

力有未逮”，亟需一本简易实用的语料库应用教程的指导。本书注重操作与应用，便于学习者边读边

做，既可作为教学与培训教材，又是很好的自学入门读物。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与语料库的基本操作；

第二部分：介绍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外语学习中的应用；

第三部分：探讨语料库在外语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
Data Elicitation for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Susan Gass & Alison Mackey 著  36.9元

本书深入探讨了目前业界所普遍采用的各种数据采集方法。作者从分析数据收集方法与二语研究

各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通过举例，提供不同类型的数据样本，抽丝剥茧，为读者揭开数据

收集方法的神秘面纱。

本书语言简洁易懂；内容丰富翔实、前沿实用；例证阐释详尽；各章节编排合理，便于读者使

用。它既可以作为英语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了解数据收集方法的教材，也可为研究者提供实用

参考，是开展语言学、二语习得及英语教学法研究不可或缺的好书。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方法
Questionnaire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rocessing
Zoltán Dörnyei & Tatsuya Taguchi 著   34.9元

本书对问卷设计、实施、数据分析等各个阶段提供了全面指导，以帮助使用者设计一份有效的问

卷。全书包括五章：第一章探讨了问卷的性质、优缺点，及问卷在定性、定量研究中的应用；第二至

四章通过大量实例分别详细介绍了问卷的设计、实施与数据分析方法；第五章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国外

研究实例，展示如何运用书中方法为一个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设计问卷。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

中文研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操作性、实用性很强，也有较高的理论价值。适合外语教育工作者，同时适合作为研究方法

课程参考书，也可作为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方法

Data Elicitation for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Research
Susan M. Gass & Alison Mackey 著 36.9元

本书深入探讨了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的各种数据采集方法。作者从分析数据收集方法与二语

研究各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入手，通过举例，提供不同类型的数据样本，抽丝剥茧，为读

者揭开数据收集方法的神秘面纱。

本书语言简洁易懂，内容丰富翔实、前沿实用，例证阐释详尽，各章节编排合理，便于读

者使用。它既可以作为英语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了解数据收集方法的教材，也可为研究

者提供实用参考，是开展语言学、二语习得及英语教学法研究不可或缺的好书。

语料库应用教程

Using Corpora: A Practical Coursebook
梁茂成 李文中 许家金 著 43.9元

近年来，语料库语言学及语料库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由于语料库语言学是一门

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设计、程序、步骤等的规范化，许多人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心

虽向往，力有未逮”，亟需一本简易实用的语料库应用教程的指导。本书注重操作与应用，便

于学习者边读边做，既可作为教学与培训教材，又是很好的自学入门读物。本书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与语料库的基本操作；

第二部分：介绍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外语学习中的应用；

第三部分：探讨语料库在外语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问卷调查方法

Questionnaire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rocessing
Zoltán Dörnyei & Tatsuya Taguchi 著 34.9元

本书为问卷设计、实施、数据分析等各个阶段提供了全面指导，以帮助使用者设计一份有

效的问卷。全书包括五章：第一章探讨了问卷的性质、优缺点及问卷在定性、定量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至四章通过大量实例分别详细介绍了问卷的设计、实施与数据分析方法；第五章提供了一

个具体的国外研究实例，展示如何运用书中方法为一个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设计问卷。同时，

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操作性、实用性很强，也有较高的理论价值。适合外语教育工作者使用，也可作为研

究方法课程参考书及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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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中的个案研究方法

Case Study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Patricia A. Du� 著 39.9元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介绍了应用语言学领域个案研究法的重要性及常见的研究角度。第二章

介绍了个案研究法的定义、起源、特征及其在应用中的优势和缺陷。第三章通过实例展现了近 30
年来个案研究法的研究主题和趋势。第四、五章介绍了个案研究法的具体实施过程，包括研究设计，

数据的收集、分析和解读，以及研究评价等。第六章介绍了如何撰写个案研究报告。同时，书后

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既可作为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学习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教材，又是应用语言学研究

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英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方法

Doing Action Research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ne Burns 著 38.9元

本书介绍了行动研究的概念，对行动研究的过程逐步进行详细讲解，并辅以丰富的案例，帮

助读者掌握行动研究的方法。

全书共五章，每章均以问题出发，引导读者回顾已有知识；并在文中穿插思考问题，引导读

者结合自身经验进行反思；通过各种行动研究任务帮助读者及时进行练习；“课堂声音”则为读

者提供了丰富的行动研究案例；每章小结则对要点加以归纳。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

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以直观和 reader-friendly为撰写原则，深入浅出，简明易懂，适合外语教育工作者使用，

并可作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研究方法课程教材，也是很好的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启动研究方法

Using Priming Methods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Kim McDonough & Pavel Tro�movich 著 41.9元

本书全面介绍了启动研究法的使用、设计和实施，以及在启动研究中如何进行数据分析和结

果报告。全书共五章：第一章综述启动研究法在语言学习与使用的相关研究中的应用。第二至四

章分别介绍三种启动研究法——听觉启动法、语义启动法与句法启动法。第五章介绍如何分析启

动研究数据和报告研究结果。同时，书后特别增加了一个中文研究案例，以帮助国内读者更好地

理解该书的内容。

本书既可用作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第二语言研究方法的教材，又可作为第二语言研究

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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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中的微变化研究方法

Microgenetic Method in Applied Linguistics
周丹丹 著 32.9元

本书一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介绍微变化研究法的概况，包括定义、基本要素等。第二章讨

论该研究方法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贡献和局限性。第三至第七章分别用国外和国内的研究实例

分析了微变化研究方法的使用。第八章总结了微变化研究方法在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且指

出了该研究法的应用前景。

本书适合英语专业高年级本科生以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研究生使用，也可供运用微变化研

究法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参考。

应用语言学中的质性研究与分析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杨鲁新 王素娥 常海潮 盛静 著 39.9元

书中介绍了质性研究的特点和设计、质性研究常用的数据收集方法、质性研究的数据分析

及效度保证方法和质性研究成果的撰写。本书以具体案例分析为主，辅以简单明了的理论解释，

力求深入浅出、易学易会。书中所引案例均选自四位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和未发表的课程论文、

学位论文和数据报告。本书的读者为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外语教师以及对应用语言学质

性研究感兴趣的研究人员。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统计案例分析

Learning Statistics from Examples of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许宏晨 著 39.9元

第二语言研究中的量化分析离不开统计学，然而外语专业学生和教师初涉统计学时常

有一种畏惧感，担心没有数学基础而难以掌握。本书采用案例讲解法，通过 11个案例讲解

了第二语言研究中常用的统计方法，指导读者如何在研究中选择和运用统计方法，如何进

行 SPSS操作，以及如何解读数据并在学术论文中汇报结果。

全书以统计分析过程为纲组织各章，脉络清晰；书中针对具体案例的讲解细致深入；

并设计了学练结合的环节，引领读者举一反三。共包括十章：第一章介绍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第二章介绍常用的统计方法；第三至第七章介绍了寻找差异的统计方法；第八至第十章介

绍了寻找关联的统计方法。书后还附有作者设计并使用过的调查问卷。

本书对外语教师和研究者，以及相关专业研究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既可作为教学与培

训教材，也可以作为自学用书，是一本实践性很强的工具书。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科研方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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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定量研究方法及数据分析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and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in L2 Research
秦晓晴 毕劲 著 79.9元

定量方法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应用十分广泛，受到国内外应用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本书探讨定量研究的基本概念、规范要求和分析过程，并阐述定量数据的运用、解读和汇报等内容，

旨在帮助研究者掌握方法论知识和技能，进一步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全书共 12章，分为两大部分：定量研究和数据分析。第一部分介绍定量研究的特点及基本过

程，包括定量研究的概念化问题、理论定位，定量方法的运用现状、重要概念和统计分析基础，

以及假设检验的步骤等。第二部分通过实例讨论定量数据的处理，包括常用的参数检验和非参数

检验方法、研究结果的解读和汇报等。

本书阐述清晰、重点突出、案例丰富，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既可作为外语专业高

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大学外语教师和研究者的重要参考资料。

有声思维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第二版）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郭纯洁 著 51.9元

如何深入地了解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输入和输出过程？如何对学习者的学习策略进行有效的解

读？……在外语教学研究中，有声思维的调查方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途径。

本书系统介绍了有声思维在外语教学研究中的应用过程和操作方法，很多研究都辅以具体的实例，

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以启发读者的选题思路。

本书较第一版更新了有声思维理论的最新发展，补充了数据采集的操作步骤，扩增了中国学

者应用此方法的研究案例。全书内容翔实、脉络清晰，共分为八章：第一至二章包括有声思维简

介和数据采集、分析方法；第三至七章分别介绍有声思维在外语阅读、写作、听力、翻译和其他

教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并提供具体的研究案例；第八章讨论了该方法的某些局限。

本书易读、实用，深入浅出，对外语教师及其他外语教育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有很高的参考

价值；也可以作为外语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和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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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指导：实证研究报告的撰写

Writing an Applied Linguistics Thesis or Dissertation: 
A Guide to Presenting Empirical Research
John Bitchener 著 35.9元

本书系统指导如何撰写实证性研究论文，全书包括八章，除第一章为本书引言外，其他七章

分别介绍了论文的七个组成部分，包括：摘要、引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结果讨

论和结论。每章采用相同结构：所讲论文章节的功能；实现这些功能的步骤；以一篇论文作实例

分析；该章节需要注意的语言特征；常见问题等。

本书结构清晰，内容实用，通俗易懂，可作为应用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论文写作课教材，

或本领域及其他文科专业研究者撰写论文的指导，还可作为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应用语言学中的复制研究方法 

Replication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Graeme Porte 编著 53.9元

复制性研究是许多学科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本书专门介绍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复

制性研究方法的理论与实践。全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释了什么是复制性研究方法，进行

复制研究的意义，以及二语习得研究中适合采用该方法的领域；然后回顾了已发表的复制性研究；

并探讨了在显著性检验及元分析研究中开展复制性研究的可能性与具体方法。第二部分指导教师

如何培养研究生做复制性研究的意识，以及如何教授学生使用该研究方法。第三部分首先详细讲

解了如何撰写复制性研究报告，然后给出了两个二语习得复制性研究的案例。

本书理据分明，案例翔实，既可作为研究生学习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教材，也可作为外语

教师和应用语言学研究者的参考资料。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科研方法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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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教学研究系列”侧重于同步培养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教学研究能力，涵

盖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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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英语词汇教学与研究》等。每本书涉及该领域

教学的各个重要环节以及学生在学习中可能碰到的困难与应对的办法，同时辅以丰富、真实的课堂教学

案例和教学研究案例，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外语教师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阅读与写作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Focusing on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顾永琦 胡光伟 张军 白蕊 著 25.9元

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三十多年，但研究结果在一线教学中的应用还很有限。

那么，外语学习策略究竟如何运用？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运用学习策略？本书作者精心设计了

策略培训模式和素材，教师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可切实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学习策略，并鼓励

学生将其广泛运用于学习之中，逐渐形成有策略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包括阅读策略与写作策略两部分。每部分包括九个策略培训模块，每个模块各侧重于一个

具体策略的培训，并以教案的方式呈现培训材料与步骤，清晰明确。

本书适用于高校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专科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

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理论与实践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ory and Practice 
Nigel Harwood 编著 75.9元

尽管教材在教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教材研究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领域的弱项。本书主编邀请

多位同时对英语教学研究和教材开发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系统阐释了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的研发

与设计。

全书共17章，分为4个部分。一、二部分共5章，是对教学材料设计理论与原则的探讨，阐述了

教材研发与设计中的主要问题、二语习得研究对语言教学材料的启示、教材设计和任务设计中的技术

应用、有效教材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在批判性教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材设计。三、四部分共12

章，针对英语各种课程教学材料的设计实践，进行了深入、详细地讲解，既包括阅读、写作、听力、

口语、学术论文写作等语言技能类教材的开发设计，也涵盖了包括围产医学学术写作、护理专业英

语、商务会谈、社区成人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材料的研发设计。讲解全面、清晰、实用，辅以丰

富的范例，实践指导性强。 

本书对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生、教师、教师培训者及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英语教学中的学习策略培训：阅读与写作
Strategy-Based Instruction: Focusing on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顾永琦 胡光伟 张军 白蕊 著   25.9元

外语学习策略研究已经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三十多年，但研究结果在一线教学中的应用还很有限。

那么，外语学习策略究竟如何运用？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更好地运用学习策略？本书作者精心设计了策

略培训模式和素材，教师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方式，可切实帮助学生掌握各种学习策略，并鼓励学生

将其广泛运用于学习之中，逐渐形成有策略地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包括阅读策略与写作策略两部分。每部分包括九个策略培训模块，每个模块各侧重于一个具

体策略的培训，并以教案的方式呈现培训材料与步骤，清晰明确。

本书适用于高校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专科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

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理论与实践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heory and Practice
Nigel Harwood 编著 75.9元

尽管教材在教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教材研究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领域的弱项。本书主编邀

请多位同时对英语教学研究和教材开发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专家，系统阐释了英语语言教学材料的研

发与设计。

全书共 17章，分为 4个部分。一、二部分共 5章，是对教学材料设计理论与原则的探讨，阐述

了教材研发与设计中的主要问题、二语习得研究对语言教学材料的启示、教材设计和任务设计中的技

术应用、有效教材设计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在批判性教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教材设计。三、四部分共

12章，针对英语各种课程教学材料的设计实践，进行了深入、详细的讲解，既包括阅读、写作、听力、

口语等语言技能类教材的开发设计，也涵盖了包括围产医学学术写作、护理专业英语、商务会谈、社

区成人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材料的研发设计。讲解全面、清晰、实用，辅以丰富的范例，实践指

导性强。

本书对语言教学领域的研究生、教师、教师培训者及研究者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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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nglish Listening
王艳 著 43.9元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如何进行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全书分为教学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

教学篇有五章，分别讨论如何从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策略能力等五个方面提高学生

的听力水平。每章以一个小案例开头，引出教学中的常见问题。各章主要包含三个小节，前两

个小节是主体内容，涉及教学精要、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作业等环节，每一环节都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知识点和课堂活动素材；第三个小节则是教学实例。

研究篇有三章，分别探讨如何研究听力理解过程、听力学习者和听力教学。每章包括四大

部分，即研究成果回顾、研究热点梳理、研究方法探讨和研究实例评析。

本书结构清晰，内容实用，编排上充分考虑教师备课的方便，可以和多种听力教材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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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外语教师培训参考

资料。

反思性实践：重燃你的教学热情

Reflective Practice: Reawakening Your Passion for Teaching
Thomas S. C. Farrell 著 26.9元

“反思性实践”是在当前教育改革和教师发展领域被频繁讨论的话题。反思作为教师在

教学实践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不仅可以促进教学，也能够帮助教师实现自我发展。本书专

门为外语教师撰写，对“反思”的概念、内涵、方法、工具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对外语教

师的教学实践作出指导。全书共九章。前两章对反思性实践进行了概述，包括它的起源、内涵、

发展以及重要性；第三章探讨反思性实践的类型和层次；第四章介绍反思的方法；第五章介

绍如何选择反思的主题；第六章展现了促进反思的几种工具；第七章分析了反思型教师的角

色和特点；第八章进一步探讨了反思性实践对教师发展的益处和挑战；第九章提出了反思性

实践的一种模式。

本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注重实践指导。编排独具匠心，行文中穿插了大量精心设计的

反思性问题，引发读者思考；案例丰富，富有启发性；对于外语教师、外语教育研究者和相关

专业的研究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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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口译教学与研究 

Professional Interpreting: Teach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ing
刘和平 著 53.9元（估）

何谓职业口译？口译的教与学如何展开？教学如何与市场接轨？教学如何与科研结合？

针对职业口译的常见难点、痛点，本书借鉴认知心理学、二语习得理论和翻译理论等研究成果，

结合作者几十年来的口译教学实践与科研经历，以系统、科学、具体的阐述力求给予解答。

全书共七章，分为两大部分：“口译教学篇”和“口译教学研究篇”，分别包含前四章“外

语教学与口译教学”“口译职业与口译市场”“职业口译能力与发展特征”“职业口译教学

法”和后三章“口译理论研究现状与趋势”“口译教学研究”与“口译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

从口译教育的基本原则到口译能力的发展过程、特征、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法，从口译教学与

评估的具体实例到口译研究的前沿发展，无不呈现出口译教、学、评、研的相关性、连贯性，

无不给予读者实践与科研的启发与思考。

本书的撰写注重科学性、简明性和实用性，理论陈述简洁明快、实践描述易读易懂，可

作为硕博士研究生的辅助教材，更可作为口译教师、教学研究人员以及口译从业者的宝贵参考。

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nglish Writing
徐昉 著 41.9元

本书系统介绍了如何进行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全书分为教学篇和研究篇两大部分。

教学篇有四章：第一章回顾和评介写作教学法，探讨写作教学的基本步骤和教学理念，以

及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的方法。第二章解释叙事文体和论说文体的写作教学精要。第三章从话

题任务设计、范文习作赏析、作文书面反馈和教师课堂点评四个方面总结专家的教学实践经验。

第四章对学生在英语写作中出现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弱”和“语言文字水平低”两大问题进行反思，

探讨教学对策。

研究篇有三章：第五章梳理相关研究热点。第六章简述常用的写作研究方法，解析如何结

合几种方法开展写作研究。第七章解析写作教学行动研究实例，引导教师根据自己课堂的情况，

开展行动研究。

本书结构清晰，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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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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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nglish Reading
陈则航 著  2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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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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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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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教学研究系列

英语词汇教学与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English Vocabulary 
马广惠 著 53.9元

本书系统介绍了如何进行英语词汇教学与研究，全书分为基础理论篇、教学实践篇和教学研究

篇三大部分。

基础理论篇包括三章，系统介绍了词汇教学与研究设计的概念和理论，包括词的理论、词汇知

识广度与深度理论、词汇学习理论与词汇教学理论。

教学实践篇有四章：第四章阐述直接教学词汇选择的各种标准；第五章从内容、时段安排、方

法和策略的角度论述课堂词汇教学；第六章介绍词表法，包括词表软件的运用、词表教学法的步骤

等；第七章介绍如何根据词汇相关理论编写各种题型的词汇测试题。

教学研究篇有两章：第八章探讨了如何展开词汇教学研究，从选题、查找文献、撰写文献综述，

到研究设计和数据的收集与分析等；并介绍了丰富的研究案例。第九章重点介绍词汇广度与深度研

究，包括研究问题、研究量表设计等，并辅以国外的相关研究案例。

本书结构清晰，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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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作为外语教师培训参考资料。



16

2017 高校外语
学术资源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 . 课堂活动系列”主要阐述英语课堂活动的设计原则和方法，并重点介绍丰

富的课堂活动案例。旨在为高校英语教师提供各类课堂活动设计方面的参考。本系列《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

师手册》一书已出版，并将陆续推出《英语听力课堂活动》、《英语口语课堂活动》、《英语阅读课堂活动》、

《英语写作课堂活动》、《英语合作式学习课堂活动》等。

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

The Art of Public Speaking: Activities for Public Speaking Course
田朝霞 周红兵 编著 4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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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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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主要配合《演讲的艺术》第十版（中国版）教材，供教师设计和组织课堂教学使用，

也可以用于一般的“英语演讲”课堂，还可应用于其他语言类和修辞类课程的教学设计。具有

以下几个特色：

实用性  直观展示课堂活动过程，详细描述活动的具体操作步骤以及时间分配。配有示范性

教学材料，如 PPT、视频等。

多样性  涉及英语演讲的所有话题，活动风格多样，可以满足演讲课教师的不同需求。

参与性  广泛征集集体智慧。活动的原始材料均来自中国和美国高校的一线教师，有众多国

内教师参与编写，分享活动设计、教学体会。

开创性  充分考虑“翻转课堂”的理念，将“课堂活动”置于高校语言类课堂教学的中心位置，

探索网络时代新的教学模式。

                                                 
更多学术图书查询：   heep.unipus.cn

学术图书咨询：

扫描二维码

查询更多学术图书

010-8881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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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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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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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

Y

CM

MY

CY

CMY

K

书号 书名 作者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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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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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7-5135-6843-2 2014 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王文斌  徐浩 59.9

978-7-5135-8246-9 2015 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王文斌  徐浩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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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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个分册，2016—2017 年将陆续出版，敬请期待！

外语学术核心术语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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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作  者 注释者 定  价

文学理论核心术语 Mary Klages 张  剑 19.9 元

翻译学核心术语 Giuseppe Palumbo 王东风 28.9 元

语言学核心术语 Howard Jackson 蓝  纯 21.9 元

语用学核心术语 Nicholas Allott  冉永平 3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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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臻
2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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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明
3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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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元

文体学核心术语
Nina Nørgaard, Beatrix Busse, Rocío 

Montoro
刘世生 3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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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元

逻辑学核心术语 Edited by Jon Williamson, Federica Russo
郝兆宽

单芃舒
25.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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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元

艺术哲学核心术语 Tiger C. Roholt 高建平 即将出版

把握核心术语，纵观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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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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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权威 深入浅出 易于阅读 便于携带

定价：257.90 元

当当、亚马逊、京东均有售

教学篇

大众篇

基础篇

套装版

（美）Richard Paul （美）Linda Elder 等著
扫描二维码，立即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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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美）Richard Paul （美）Linda Elder 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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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书名 英文书名 定  价

基础篇

批判性思维术语手册 A Glossary of Critical Thinking Terms and Concepts 15.9 元

批判性思维概念与方法手册 
（第 7版）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 Tools 7.9 元

大脑的奥秘 Taking Charge of the Human Mind 9.9 元

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

(第 3版）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Critical & Creative Thinking 9.9 元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The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9.9 元

什么是分析性思维 Analytic Thinking 13.9 元

大众篇

识别逻辑谬误 Fallacies: The Art of Mental Trickery and Manipulation 13.9 元

思维的标准 Intellectual Standards 13.9 元

如何提问 Asking Essential Questions 9.9 元

像苏格拉底一样提问 The Art of Socratic Questioning 15.9 元

什么是伦理推理 Ethical Reasoning 13.9 元

什么是工科推理（第 2版） Engineering Reasoning 13.9 元

什么是科学思维（第 3版） Scientific Thinking 13.9 元

教学篇

透视教育时尚 Educational Fads  15.9 元

思辨能力评价标准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y Standards  13.9 元

思辨阅读与写作测评（第 2版）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inking Reading & Writing Test 13.9 元

如何促进主动学习与合作学习 Practical Ways  for Promoting Active & Cooperative 
Learning 7.9 元

如何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How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30 Practical Ideas 9.9 元

如何通过思辨学好一门学科
How to Study & Learn a Discipline：

Using Critical Thinking Concepts & Tools
9.9 元

如何进行思辨性阅读 How to Read a Paragraph: The Art of Close Reading 13.9 元

如何进行思辨性写作 How to Write a Paragraph: The Art of Substantive Writing 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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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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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功能句法分析  英语功能句法分析

Functional Syntactic  Functional Syntac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nalysis of English
何伟等 著 39.9元 何伟等 著 37.9元

《汉语功能句法分析》与《英语功能句法分析》是姊妹篇，旨在帮助

广大读者从英汉双路径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视角一窥句法分析门径。两

书各包含 11章，结构互相呼应，分别对小句、词组、字符串的成分和功

能做了详细描述。

总体说来，两书具有如下特色：一、结构清晰，循序渐进，有助于学

习者逐步掌握功能句法分析的要领；二、例证丰富，图文并茂，有助于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效果；三、练习同步，由易到难，可以让学习者现学现用，

稳步提高句法  分析水平。

汉语功能语义分析  英语功能语义分析

Functional Semantic Functional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nalysis of English
何伟等 著 32.9元（估） 何伟等 著 33.9元（估）

《汉语功能语义分析》和《英语功能语义分析》是姊妹篇，旨在从系

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人类各种经验活动在汉 /英语中的表征进行探讨，从

而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涉及活动类型及参与者角色的汉 /英语及物性系统

网络。

两书各包含 9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综述学界有关及物性的相关研

究；第二至八章分别描述和讨论了动作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行为

过程、交流过程、存在过程、天气过程等活动类型的表征方式；第九章为

语篇分析案例，以体现书中所描述的及物性系统网络的实践价值。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引入系统功能语言学以来，我国功能语言学界对该理论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著述频

出，但鲜有应用同一理论同时对英语、汉语两种语言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书籍。本套丛书每个主题都有两个分册，

应用功能语言学理论，分别就英、汉语言中的句法分析、语篇分析、功能语义分析及翻译研究进行探讨，希望

既有益于英语学界读者，又有益于汉语学界读者，也有益于从事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学者。

英汉功能语言学入门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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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用语言学（原中国英语教学）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原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名誉主编：胡文仲 主编：文秋芳

《中国应用语言学》（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是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

研究分会会刊，国内唯一一本全英文的外语教学研究类学术期刊。本刊于 1978年由英国大使馆文

化教育处作为交流刊物创办；自 1997年起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负责编

辑出版；本刊自 2011年起由德国知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 Mouton）出版国际版，

在世界各地公开发行。

本刊的办刊宗旨是传播中国学术成果，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为中国学者提供用英语发表外语教

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平台，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合作交流的窗口，将中国外语教学和研究领域的

最新成果传播到国外应用语言学学界。本刊主要刊登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文章，以实证性研

究为主，兼登综述性文章。

本刊主要栏目包括：英语教学法、二语习得、测试与评估、语言政策、课程设计与教材评估、

跨文化与英语教学、专门用途英语教学、词典与英语教学、教学实践创新、翻译教学、书评与文评等。

本刊已入选Web of Science的 ESCI（新兴资源引文索引），现代语言协会国际书目入选期刊。

网址：http://www.celea.org.cn/cjal

中国外语教育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主编：文秋芳 副主编：梁茂成

《中国外语教育》（季刊）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

育研究中心创办的外语教育专业学术期刊，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协办。 
本刊主要栏目包括：“热点聚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外语教师、外语课程与教学资

源、外语教育政策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外语学习”（外语学习与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外

语评测”、“书评”、“学术动态”等栏目。每年 4期。本刊以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性与应用性兼

容、科学性与社会性并重为办刊宗旨，鼓励研究者以教师所关注的问题为研究重点，支持一线教师

开展具有个性的研究，是我国外语教育研究者进行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 
本刊已列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目录、《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及 CNKI系列数据库。

网址：http://www.celea.org.cn/�eic

期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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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语言学

Corpus Linguistics
主编：梁茂成、许家金

《语料库语言学》（半年刊）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

与教育研究中心创办的语料库语言学专业期刊，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承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本刊旨在记录和追踪国内外语料库研究的进展与动态，使之成为了解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

窗口。本刊期望能够促成中国语料库学界作出既具本土特色，又与国际学界接轨的优质研究。

本刊的主要栏目有：语料库与中介语研究、语料库与语言对比研究、语料库与翻译研究、语料

库与话语研究、语料库的研制与创建、语料库软件的设计与开发、书刊评介。 

电子邮箱：bfsucrg@sina.com                   投稿网址：http://ylyy.chinajournal.net.cn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
主编：戴曼纯

为推动我国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的发展，更好地为国家服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在学校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支持下，创

办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半年刊）。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是国内第一种以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学科名称命名的专业刊物，目

前常设栏目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建设（包括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生活、语言理论、书刊评介等。本刊旨在为国内从事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社会语言学

研究的学者、从事微观社会语言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使之成为

了解国内外语言政策及规划、社会语言生活及其变化的窗口。

本刊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语言政策与

规划研究》编辑部

电话：（010）88818236；88817771       邮箱：yyzcghyj@126.com

详情及投稿说明请登录 iresearch.unipus.cn 科研指导 / 期刊介绍栏目查询：

http://iresearch.unipus.cn/info/journal/index.php?whichItemID=11441

中国ESP 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ESP
主编：孙有中 执行主编：朱梅萍

《中国 ESP研究》创刊于 2010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

行。旨在推动国内 ESP教学研究，加强 ESP教学，促进该领域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每年两期。

本刊设有以下主要栏目：理论探索、语言研究、课程建设研究、教学法研究、教材研究及国

外学界等。此外，本刊将根据需要，不定期开设“本期约稿”、“学术争鸣”、“学界动态”等栏目。

网址：http://www.espchina.com.cn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平台

2017 高校外语学术资源



27

iResearch 是集网站、微信公众号和 QQ 群为一体，立体式、综合性的外语学术科研平台。依托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长年积累的丰富的学术研究和专家资源，为

处在科研各个阶段的外语教师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研究指导、文献资源、科研工具、成果发表等各方

面的支持。

iResearch 外语学术科研平台

 网站

丰富全面，竭力为广大外语教师

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提供最专业、

最实用、最有效的“一站式”科

研服务

 微信公众号

实时快捷，可使读者足不出

户了解学界思想动态、研究

动态，快读新书好文，一览

专家风采

 QQ 群

共建共享，您身边的科研小

伙伴！

欢迎加入我们的QQ群：

174403624

网站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学术动态

科研指导

科研问答

热点聚焦

学术资讯

研究方法

论文写作

期刊投稿

课题申报

学术出版

科研工具

What's hot

特别推荐

经典必读

我来读文献

文献推荐

问卷调查系统

SPSS

语料库工具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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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前沿聚焦信息

学术资讯

 

热点聚焦

学术会议

网  站

翻转课堂把知识的传授环节转移到课外，课堂教学成
为理解知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探索新知、培养
能力的积极学习过程。翻转课堂的成败取决于两个环
节，其一要“翻”得过去，其二要“转”得起来。

孙有中 教授

中国文学可以说走上了世界舞台，但还没有写些在世界格局下的
那种典型性作品。它对整个人类的思考，对于文学的创新还做得
不够。虽然现在可以说中国文学向外国文学的学习、模仿的阶段
已完成，但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东西才刚刚开始，要走的路还
长。（摘选自：高方、贾平凹，2015，“眼光只盯着自己，那怎
么走向世界?”——贾平凹先生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5
（4）：55-58。）

把握学界动态

了解前沿趋势

探讨热点话题

把握研究脉搏

促进学科交流

高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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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优质学术资源

 检索最新文献

 关注研究趋势

What's hot

课题申报

 历年课题检索

 课题申报指南

 同行经验分享

经典必读

 专家倾力推荐

 提升学术积累

  

           。

 

高原

读书应该从经典开始，如果说经典是座山，那
么爬上这座山，便可以俯视平川了。获得全景
式的视野，这绝对是读书的快乐。iResearch
的“经典必读”栏目不仅提供书目清单，而
且涵盖“摘要/关键词”、“章节目录”以及
“获取渠道”。

孙海洋

What’s hot板块将最新的研究热点话题按关键
词在国内外各大核心期刊上近三年出现的频率
排序。一方面，老师们可以在这个板块看到国
内外最新的研究热点问题分布，通过浏览相关
文献，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开展研究；另一
方面，如果老师们已有研究问题，可以带着问
题去搜索关键词，找到相关文献阅读，为开展
和实施自己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赵雯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院长，语言教育
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英语课程与教学、
CALL、语料库语言学等。

主持项目：

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语言类重点项目“大学
英语语言能力标准特征参数研究”等10余个
国家、省部级及国家交流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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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实用工具

  搭建交流平台

论文写作

期刊投稿

科研工具

科研问答

黄国文  

Q： 年轻教师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重点？
A： 作研究，要术业有专攻，万金油的研究是

要不得的。做学问，要有宗主，对自己的
研究领域要如数家珍，如有哪些学者 ......

王颖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研究方 翻译史、文学翻译 、翻译理论与
实践、口译研究

向她提问

向：

《中国外语》主编

同行实时互动交流

科研专家答疑解难

调查问卷，便捷设计

统计分析，简单入门

语料库工具，一键下载

专家点评，案例分析

精彩活动，从“做中学”

汇集国内外权威期刊，检索论文格式规范

专访核心期刊主编，汇总审稿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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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
  

iResearch 微信公众号（ID：iresearching）意在打造一个立场客观、公正，目光独到、敏锐，风格不失

轻松活泼的学术平台形象，可使读者足不出户①了解学界思想动态、研究动态，②快读新书好文，③一览专

家风采。

除发布 iResearch 网精选资源外，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积极吸纳经验性、实时性、前沿性的原创帖。

欢迎广大外语教师、研究生不吝赐稿！

  常规栏目安排 具体内容

热点聚焦
① 专家众议学界热门话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② 核心期刊文献摘要选登：研究热度风向标

科研指导
① 科研问答：Where there is a question, there is an answer

② 课题申报经验分享：课题申报，专家指导

视点 / 前沿 聆听学术新观点，了解学界新发现

学术资讯
① 进修、课题、会议、讲座：热门资讯，一览无余

② 网站互动活动阶段性公告

特别推荐 研从读起，专家为您推荐不可错过的经典好书

学人故事 学术是一种态度，科研是一种情怀

期刊好文 追踪前沿，共读好文

主要栏目包括：

                                                 联系我们

邮    箱：   电    话：010-88819585
网    址：iresearch.unipus.cn             QQ群： 174403624
微    博：外研社学术科研  微    信：外语学术科研网 /iresearching

  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

网站二维码 微信二维码



2017年中青年骨干教师赴美（乔治城大学）研修项目

报名通知

2017 年暑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与美国乔治城大学联合举办外语教师国际培训合作项目，为中国

高校外语教师量身定制国际研修课程。

一、 研修对象

本科或高职院校英语院系负责人及中青年骨干英

语教师。

二、 研修时间

 出发时间：2017 年 7 月 16 日

 课程时间：2017 年 7 月 17 日 - 2017 年 8 月 2 日

 返回时间：2017 年 8 月 4 日

（最终以航班预订时间为准）

三、 研修内容

如下为主要内容，最终具体课程以报到后领到的

日程安排为准。

  readings and lectures on th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bservations of university intensive EFL classes

 practice teaching activities

  group, pair and individual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activities

 final presentations of new methods and teaching

四、美国名校乔治城大学

乔 治 城 大 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创 建 于

1789 年，是一所顶尖综合性私立大学，位于美国首

都华盛顿市中心。也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位列

2016 年度 US NEWS 美国大学本科排名第 21 名，属

于美国入学竞争最激烈的顶尖大学阵营。该校与哈佛

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一起，

被公认为全美最好的大学。

乔治城大学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以及众多社会

科学领域遥遥领先于其他常春藤学校。多位杰出的政

治家与外交家都曾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专业就读。许

多外国使节的子女在此念书，因而赋予了该校很浓的

国际色彩。

五、研修证书

凡参加全部研修课程且考核合格者，可获乔治城

大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六、住宿安排

本期研修班住宿地点是乔治城大学学生公寓。学

员可根据个人习惯自己做饭。食物及其他个人费用约

400 美元 / 周（乔治城大学校方提供参考，可能上下

有浮动）。



七、报名方法

1. 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 报名，收到主办方确认后即可缴纳研修费。研修费缴纳成功视为完成报

名程序，之后会收到主办方邀请函。本期研修班采取小班教学，规模为 30 人，额满为止。

2. 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25 日

3. 缴费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八、研修费用

44900 元 / 人（预估，最终价格可能在此基础上略有调整），包含学费、资料费、住宿费、国际交通费、

签证办理费、境外保险费、文化考察费等；不含境内往返北京机票 / 火车票费用、护照办理费以及因第一次拒

签产生的后续签证费等。

  缴费方式（电汇）：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备注：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乔治城大学研修班培训费

说明：缴费后，请将汇款单扫描文件发至邮箱 training@fltrp.com，主办方将统一开具培训费发票。

九、联系咨询

  联系人：杨越、段长城  电话：010-88819581，88819537；  邮箱：training@fltrp.com

  报名网站：http://teacher.unipus.cn

  微信公众号：iresearching

十、特别说明

参加此次赴美培训的老师请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准备好因公 / 因私护照。因住宿限制，本研修班禁止携

带家属，谢谢您的配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美国乔治城大学

2016 年 12 月



2017年中青年骨干教师赴英（雷丁大学）研修项目

报名通知

2017 年暑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与英国雷丁大学联合举办第五期外语教师国际培训合作项目，为中

国高校外语教师量身定制国际研修课程。

一、研修对象

本科或高职院校英语院系负责人及中青年骨干英

语教师。

二、研修时间 

出发时间：2017 年 7 月 16 日

课程时间：2017 年 7 月 17 日 - 2017 年 8 月 4 日

返回时间：2017 年 8 月 6 日

（最终以航班预订时间为准）

三、研修内容

Module 1: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ology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Task-Based Language (TBL) teaching

 motivating students

 teaching large classes

 assessing student perform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rgument and critical thinking

 observation and evaluation of video lessons 

 lesson planning workshop

Module 2: EAP Methodology

	 overview of EAP

	 course design in EAP

	 	approaches to EAP writing,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linguistic analysis of academic texts

 Module 3: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developing your research interests

 accessing journal articles

  resources for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四、课程特色

1. 前沿理论与实践融合，示范与操练结合

2. 雷丁大学资深专家主讲，阵容强大

3. 思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贯穿全程

五、探寻百年雷丁

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位于英格兰雷

丁市，创建于 1892 年，是一所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

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育学

有悠久的历史，在全球享有较高声誉。

雷丁大学国际教育与语言学院（International Study 

and Language Institute） 领 导 语 言 教 学 新 潮 流， 在 语

言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领域具有领先优势。学院前

身是应用语言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由“意念大纲”（Notional Syllabuses）的倡

导者 David Wilkins 教授于 1974 年创立。中心是交际

教学法（CLT）和语言测试的摇篮，也是中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的顾问单位，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支

持中国外语教育改革，为国内培养了大批英语教育骨干。

六、研修证书

凡参加全部研修课程且考核合格者，可获雷丁大

学颁发的结业证书。

七、食宿安排

本期研修班住宿地点是雷丁大学自助式学生公

寓，学员可根据个人习惯自己做饭，食物费用约 900

元 / 周。

八、报名方法

1. 请 登 录 http://teacher.unipus.cn 报 名， 收 到 主

办方确认后即可缴纳研修费。研修费缴纳成功视为完

成报名程序，之后会收到主办方邀请函。本期研修班

采取小班教学，规模为 30 人，额满为止。

2. 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3 月 25 日

3. 缴费截止时间：2017 年 4 月 10 日

九、研修费用

41900 元 / 人，包含学费、资料费、住宿费、国

际交通费、签证办理费、境外保险费、文化考察费等；

不包含境内往返北京机票 / 火车票费用、护照办理费

以及因第一次拒签产生的后续签证费等。

缴费方式（电汇）：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备注：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雷丁大学研修班培训费

说明：缴费后，请将汇款单扫描文件发至邮箱

training@fltrp.com，主办方将统一开具培训费发票。

十、联系咨询

联系人：杨越、段长城

电话：010-88819581，88819537

邮箱：training@fltrp.com

报名网站：http://teacher.unipus.cn

微信公众号：iresearching

十一、特别说明

参加此次赴英培训的老师请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

前准备好因公 / 因私护照。因住宿限制，本研修班禁

止携带家属，谢谢您的配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英国雷丁大学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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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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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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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