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现国际视野，融合多元文化

构建生动语境，提高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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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集团共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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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自2008 年出版以来，教材以其先进的编写理念和多元的学习体验取得良好的教

学效果，深受广大学习者好评。

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不断增强，《新标

准大学英语》的编者团队深入教学一线进行调研、广泛收集使用反馈，并在此基

础上对第一版教材进行修订与完善，推出《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践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精神，体现“以教

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全面体现通用英语的育人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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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通过科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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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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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秋芳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

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教授的主要研究

领域为应用语言学，是语言教学与教师教育方

面的专家，对语言学习者学习策略与教师教学

策略有深入研究。她注重教材设计的科学性、

合理性以及在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并非常关注

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综合发展与教师的专业成长。

Simon Greenall 教授：英 语 教 育 与 教 材 编 写

专家，《英语》（新标准）高中阶段教材英方主

编。Simon Greenall 教授曾任国际英语教师协会

（IATEFL）主席，他精通文化，涉猎广泛，对国

际英语教学发展趋势、英语教材编写理念，尤其

是如何在教材中渗透文化与创新教育有着独到见

解。自 2008 年以来，Simon Greenall 教授到中

国多所大学听课访谈，深入了解中国大学英语教

学的发展和改革趋势。2013 年 Simon Greenall

教授因在中国英语教育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而获

得英国女王授予的大英帝国勋章（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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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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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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教学模式，提供立体资源，构建自主学习平台

教材、光盘、移动应用与数字课程之间相互支持，为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立体化资

源，满足新教学模式的需要，为学生创建个性化、自主式的学习环境。

满足个性化教学需要，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丰富的教学资源为教师提供全面、系统的教学支持。网络平台为教师管理教学、共享资源、交

流信息提供便利。丰富的教师培训课程帮助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提高，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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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级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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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程之间主题呼应，围绕同一主题拓展视野，

提升人文素养，培养综合应用能力。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同时提供全方位、多媒介的教学支持资源，包括与教材配

套的学习光盘、数字课程、试题库、教学课件、移动学习资源、网络教学管理平台，以

及多样的教师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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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教材结构，适应新的课堂

各分册由 10 个单元精简为 8 个单元 ；调整单元主题，

选材难度循序渐进。

更新选材内容，体现时代特色

更新部分选篇和音视频素材，选材体现时代发展，契

合当代大学生兴趣。

改进练习设计，增强课堂操作性

增强练习的操作性，并辅以系统的技能讲解，讲练结

合，提升语言技能，培养学习策略。

体现改革方向，提高学习技能

增加文化翻译、词汇搭配和新闻听力板块，帮助学生提

高语言综合应用能力。

丰富数字资源，优化在线学习流程，提升个性化

学习体验

在《综合教程数字课程》、《视听说教程数字课程》的基

础上增加《综合训练数字课程》和《长篇阅读数字课程》，

优化在线学习流程，强化教学管理功能，并开发配套外

研随身学 App，助力学生全面自主学习，支持教师探索

混合式教学模式。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创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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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结构

综合教程
《综合教程》是《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的主干教程之一，

通过内涵丰富的选材、形式多样的练习以及系统的学习策略指

导，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提高综合语言能力，尤其是读、写、

译的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文化素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以及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

 Language points

Collocations 

Culture translation

New

New

Active reading 1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Dealing with unfamiliar words

Talking point ➤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Active reading 2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Talking point ➤

Language in use

Reading across cultures

Guided writing

Unit task
➤

Unit file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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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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素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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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阅读策略、词汇学习策略、写作策略的培养。

注重实际应用，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教材注重词汇搭配、翻译、写作等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词汇搭配板

块围绕常用的核心词汇设计练习，帮助学生活学活用常用搭配 ；文化

翻译板块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培养学生的英汉

互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多元文化输入，提升跨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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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anguage and culture 讲解文中的重要语言与文化信息 ；文化对比练

习探讨中外文化差异，培养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提供全方位、立体化教学支持

配套的词汇手册便于学生自主学习词汇 ；数字课程提供与主题相关的

拓展性学习内容 ；外研随身学 App 提供课文与单词录音，方便学生

随时随地学习。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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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说教程
《视听说教程》是《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的主干教程之一，

通过丰富多彩、真实生动的音视频材料与精心设计的听说活动，

有效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学习策略与创新思维。

《视听说教程》每单元围绕同一主题，设有“校园聚焦”(Inside 

view)，“社会广角”(Outside view)，“倾听文化”(Listening 

in)，“流畅表达”(Presentation skills) 等板块。

Inside view➤

Talking point➤

Outside view➤

Listening in➤

Presentation skills➤

Pronunciation➤

Unit task➤

Unit file

单元结构

News report

Passage 1

Passage 2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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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语料，题材广泛

原汁原味的音视频材料向学生展示多彩的异域

文化、真实的交际场景和鲜活地道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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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游历世界各国，感受多元文化。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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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

视野，锻炼思维，培养自主学习与合作式学习能力。

新闻听力，提升技能

每单元增加新闻听力练习，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提高

新闻听力技能。

立体资源，支持教学

DVD-ROM 学习光盘提供各单元音视频资源 ；数

字课程补充丰富的音视频资源和练习 ；外研随身

学 App 提供移动学习资源；教学管理平台功能全面、

操作便捷，充分实现师生交互，全面保障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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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阅读教程
《文化阅读教程》是《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的特色教程之一，全面解读《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

中的文化现象，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同时提供中西文化主题短篇，帮助学生理解多元文化，培养文化宽容

意识，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文化阅读教程》既可以配合《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同步使用，也可以作为文化读本，供学生独立学习。

Culture journal
名人名家   轶事分享   细细品读文化人生 

来自各个领域的名人畅谈跨文化交际趣事，启发学生

品读多元文化。

Culture learning  
名言作引   美文作序   深入讲解文化信息

以发人深省的名人名言、紧扣主题的文化背景介绍

开篇，深入解析《综合教程》及《视听说教程》中

的文化现象，带给学生更全面的文化体验。

Culture links
光影流转   书墨飘香   课后徜徉文化海洋

相关英文资源推荐，经典的小说故事、精彩的电视

电影、实用的网站链接，引导学生在课后深入体验

相关文化风情。

Culture focus 
中外荟萃   古今杂谈   全面开阔文化视野

两篇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文章，一篇介绍国外风情，

一篇讲解中国文化，引领学生在文化世界中徜徉，

知己识彼，充分体会文化的鲜活生动与源远流长。

We’re in Harbin, the capital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north-eastern China, to do some lectures. It’s also the 

home town of my friend, Mr Zhang, who is looking after me. It’s 

mid-summer, it’s hot, we’ve been on a long journey through other 

provinces too, and I’m getting tired. But we keep going.

In Harbin, we have an audience of 500 teachers cramped together 

in an auditorium (报告厅) which is steaming at 8 am in the 

morning, so you can imagine what it feels like when I finish my 

lecture three hours later. 

Later the evening, after the usual welcome dinner, we go shopping 

along Harbin’s main pedestrian streets (步行街). The Russian 

easternmost border is not so far away, so Harbin has many Russian-

style buildings, including Saint Sophia (圣索菲亚教堂), an Orthodox 

cathedral (东正教大教堂), and shops selling Russian goods. We then 

walk along a causeway far out into the Songhua River and watch 

hot air lanterns drift into the night sky over the water.

Ni hao, 
tovaritch!

本文讲述了一个西方人在中国的经

历，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丝文化的冲

突。中国人看来司空见惯的问题，在

他眼中都是那么“有趣”。这给我们

的启发是：在跨文化交往中，对对方

文化的理解、习惯的尊重等文化意识

非常重要。切勿一厢情愿地以自己文

化中的价值观和做法来对待对方。

126 Unit 8  Arrivals and departures

Integrated Course

Active reading (1)       

The Atlantic coast 
The Atlantic coast in France is a popular tourist 

region, characterized by long sandy beaches and 

offshore fishing. Near the Atlantic coast there 

are many places of interest, such as: the town 

and region of Cognac (干邑地区), home of French 

brandy (法国白兰地酒) and the aperitif (<餐前>开

胃酒) “Pineau”, also famous for its historic 

churches with medieval carvings; the 

city of Bordeaux (波尔多), which is 

surrounded by miles and miles 

of famous vineyards (葡萄园), 

producing some of the best 

wines in the world; and 

also Biarritz (比亚里茨), 

historically a luxurious 

seaside resort, which 

was visited by Queen 

Victoria and Ernest 

Hemmingway.

1

2

  CULTURE POINTS

海鲜并非英国人饮食中的首选，各种肉类

（如牛肉、羊肉、猪肉、鸡肉等）仍然占主

要地位。以前，英国人烹制食物主要是烤和

炸的方式，现在烹饪时多使用咖喱（curry）

作为调味料。这种演变与人们对于健康的关

注密切相连：研究表明，常吃咖喱可以防治

癌症。

Oysters and seafood 
In France, Spain and Britain, oysters are expensive 

and a delicacy (佳肴) to be eaten on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at Christmas and New Year or 

at other special meals. Oysters are considered by 

some in Western Europe to demand sophisticated 

and grown-up tastes, so the father in the passage 

is enjoying introducing his son to his first oyster, 

perhaps treating the boy like a young man for the 

first time. We can infer that it’s an experience his 

own father may have enjoyed with him, and the 

whole event feels like a rite of passage. 

Seafood is popular in France. You will always find 

a fish stand in a local market, even in towns a 

long way from the sea. In the UK, seafood is not 

as popular and much of the produce of the sea 

is exported to Spain. Commonly, white wine is 

drunk with seafood and fish. It is usually served 

very cold and brought to the table in a wine 

cooler or a bucket of ice. 

20 Unit 2  Food, gloriou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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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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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综合技能训练三个部分，帮助学生巩固

知识，提升技能，进一步提高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长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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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内容多元的阅读文章和系统的阅读练

习培养学生的阅读策略，提高分析推断和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

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和《视听说教程》提供配套《教师用书》。《教师用书》

由教材编写与教师培训专家金立贤教授（De Montfort University）

与 Martin Cortazzi 教授（Warwick University），以及国内高校

英语教师共同编写。除提供教材背景信息与练习答案外，两位主编

倾注大量心血，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教学策略与授课建议，并专门撰

写“教师能力发展”板块（Further teacher development），对于

教师提高教学能力、提升教学效果大有助益。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配套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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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在支持课堂教学的基础上，突出数

字化自主学习理念，适应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数字课程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优势，契合大学

生在线学习习惯，营造大学英语教与学的新生态。

综合教程
选取最适宜在线学习的内容进行优化设计。在呈现教

材内容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教材优质内容和 Unipus 平

台功能的双重优势，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强化语

言知识，提升语言应用能力。

•	 完善学习流程  增加 First reading、Unit test 等环节，

让学习流程更为完整。

•	 添加助学功能  配备便捷功能设计，实现课文单句点

读，逐句翻译 ；配备在线字典，支持随时查词，提

高学习效率。

视听说教程
以教材为依托，充分利用数字课程优势，全面帮助学

生提升英语听说能力。

•	 语音评测，多维反馈  采用语音评测技术，通过单

词跟读、语音语调模仿、角色扮演等练习活动反馈

打分，帮助学生提升语音准确度。

•	 人机互动，实境演练  增设人机互动口语练习，模

拟真实对话场景，激活学生自有语言库，打通课堂

学习与语言实际运用之间的壁垒。

•	 单元测试，助力考试  增设新闻听力，紧跟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向。

综合训练
•	 提供丰富的补充练习，帮助学生强化语言知识，提

升语言技能。

•	 课程设计游戏化，采用通关模式完成各项练习和任

务，学习过程具有趣味性和成就感。

长篇阅读
•	 阅读模式和阅读速度可个性化设置，满足学生个性

化学习需求。

•	 阅读计时功能为学生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效率提供

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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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随身学 App
教材提供配套的外研随身学 App。学生可在线使

用或下载单词和课文录音、视听素材等学习资源，

利用碎片化时间，实现随时随地移动学习，让学

习更加高效。

助教课件
《 综 合 教 程 》 与《 视 听 说 教 程 》 提 供 助 教 课 件。

课件提供文化背景信息，深入解析课文及语言点。

同时充分考虑不同层次、不同目标的课堂教学，

提供个性化的活动设计，帮助教师提升教学效果。

学习光盘
《视听说教程》配有 DVD-ROM 学习光盘，提供

教材的音视频材料、词汇注释、录音脚本等辅助

学习资源。

试题库
试题库提供读、写、译、听等形式多样的测试题。

并结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向，增加文化

翻译、新闻听力及长篇阅读题型。教师可根据需

要选题组卷，进行阶段性测试和成就性测试。

教师培训
作为两家大型国际化出版机构，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与麦克米伦出版集团一直致力于举办高校

外语教师研修班。研修班邀请英语教学界的知名

专家和学者，教授先进的教学理念，展示创新的、

符合国内教学实际的教学方法，讲解外语教材设

计与编写的原则，指导教师在科学评析教材的基

础上，针对教学情况，合理使用和改编教学材料。

研修班同步开通“直播课堂”，便于教师在线远

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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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平台

组织教学
教师可在学习前、学习中、学习后全流程管理学生的学习情况，发布通知和作业、

设置学习进程、监控学习效果、统计在线学习成绩、组织分组教学和互动讨论等。

《新标准大学英语》教学管理平台源于创新教育理念，在先进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在深度理解大学

英语教学特点的基础上，集课程学习、教学管理、测试评估、内容资源、教学工具为一体，为大

学英语教学提供全方位支持。

1

2
辅学答疑
课程提供在线答疑、在线笔记、在线词典等辅学工具，辅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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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支持测试
Unipus 高校外语教学平

台的系列数字课程配有

题量丰富的试题库，教

师可依据教学实际轻松

组卷出题，也可上传试

题，建设本校题库。

支持教学
教学支持中心为教师提供体系化的教学支持服务，内容包含教学课件、教学示范

课录像、相关视听资源等；除此之外，“Ucreate 一起备课”提供院校资源共建平台，

教师可基于所教授课程上传、分享教学资源，与全国高校教师共建共享教学资源。

赛事活动
赛事活动专区可以辅助院校或教师组织类型丰富、形式多样的线上学习活动，让线上

交互学习社区化、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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