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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是人文素养形成和提高的关键时期，也是陶冶情操、拓展视野的重要

阶段。学习语言的过程不仅是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也是提升人生修养的过程。

——《大学英语思政导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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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为推动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师生深入学习贯彻、让全社会学习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教育部组织编写了《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一书。《讲义》由导言和九讲构成，对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进行了系统深入阐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一个科学的

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我们要从九个方面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这就是“九个坚

持”。

一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二是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三是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五是坚持扎根中国

大地办教育；六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七是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八是坚持把服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九是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2020年7月17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主持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座谈会时强调，教育系统要以《讲义》的印发和使用为契机，进一步兴起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新的热潮，及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的内在动力，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伟大实践。

教育系统广大干部师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抓好抓细抓

实。要抓好关键人群、关键环节、关键平台，真正落实

“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求，推动学习活动落到

实处。要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理念、过硬

本领、有力政策、管用办法，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生动

实践。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做到“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

   相关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出版发行

   如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教育部6问答详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https://mp.weixin.qq.com/s/r7lP3CvzuPek39F-sAg6tg
https://mp.weixin.qq.com/s/AV4SXPlr5JmsAfN2oO29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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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7日，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工作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普通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刘利民发表讲话，就教师教育振兴及全面开展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一、勇担时代使命，落实教师教育发展新要求；

二、从试点先行到全面推进，认证工作持续推动教

师教育振兴发展；

三、进一步规范化、专业化履行职责，持续推动

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全面开展。

新时代教师教育振兴必须立足本土，放眼国际，传

承历史，改革创新，把我国教师队伍打造成为现代化教

育强国的先行者、驱动者、实践者。

   相关链接：

   教育部原副部长关于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最新意见

师范类专业认证

教育评价改革

2020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李克强、王沪宁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等系列重要文件。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遵循教育规律，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

类型教育特点，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

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建立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

   相关链接：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重磅消息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审议通过

https://www.eol.cn/news/yaowen/202007/t20200701_1736125.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Gm59mJa9VvlrfzcixUGlTQ
https://mp.weixin.qq.com/s/Vh2teP8IzLOAEktCNx3R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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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日，教育部召开2020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研究部署2020年全国教育信息化

工作。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以“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为目标，系

统谋划教育信息化发展；牢固树立“收官”意识，全面提升教育信息化治理能力。

疫情期间，教育信息化有效支撑了近13亿师生开

展在线教学。各地应深入总结大规模成功实现“停课不

停学”的经验，认真把握好线上线下教育融合发展的趋

势，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要深化网络条件下教学

模式改革，提高教育治理信息化水平；要坚持党对教育

信息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教育信息化管理体制和教

育信息化工作队伍建设。

   相关链接：

   2020年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教育信息化

在线教育

疫情期间，各地各校从保障校园安全、加大科研攻关、提升思政力度、推进在线教育等方面入手，

切实确保教育秩序平稳有序、教学效果实质等效。自2020年6月22日起，教育部发布“教育系统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系列简报，将有关做法成效予以编发，供各高校参阅。

疫情期间，我国教育教学情况可总结为4个特点：

1.	 加强组织实施，确保教学质量。各地各校迅速行

动，有序、有效开展“停课不停学”工作。

2.	 强化平台建设，拓展优质资源。各地各校充分利用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积极拓展升级课程平台，增强

在线教育实效。

3.	 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学习革命。各地各校不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以“学习革命”扎实推动人才培养“质量革命”。

4.	 关注特殊群体，保障教育公平。各地各校不断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用，有力保障学生平

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相关链接：

   精细管理 科学防控 坚决守住校园一方净土           

   挖掘战“疫”素材 推进守正创新 切实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007/t20200715_47289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006/t20200622_467476.html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3165/202007/t20200713_472107.html


4

本期改革先锋主题聚焦“在线测试”。不同于传统的纸质考试，在线测试由于从考务组织、

智能评阅、考试数据记录与智能分析等方面大大提升了教学效果评价的效率，被越来越多院校

青睐，并将其作为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突破点。他们通过线上考试平台，强化过程评价，改进结

果评价，重视个性化评价与多场景运用，以更高质量的各类型在线考试，提升育人成效。

贵州大学（特色：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院校自2016年起基于国家人才培养战略，

针对多专业、多层次进行外语教学改革。将

传统教学和数字化教学优势相结合，充分利用

iTEST平台的考试、题库和U校园智慧教学云

平台的监控、管理等功能，将日常教学、自主

学习和测试评估有效结合，通过对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考核比重的调整，完成可实操的

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

质。通过强化过程评价、改进结果评价，构建

起了具有校本特色的大学英语考试评价体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改革先锋

淮阴工学院（特色：基于分级测试开展分级教学）

为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院校积极推

进“集聚资源、分类多元、自主学习”的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针对不同基础水平和发展需要

的学生组织教学，提高教学效果。在大一新生

入学前，院校通过iTEST对其进行英语水平摸

底测试，按照学生成绩和本人意愿划分AB班，

教师依照分班情况通过在线平台开展任务型教

学，并指导学生进行开放式自主学习和听说训

练等。每学期结束院校会再次使用iTEST平台

进行期末测试，按照成绩对教学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学生最新情况实时调整教学规划，使教学更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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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特色：基于自建题库进行口语测试）

院校基于本校学生特点与国际化人才培养需要，依托iTEST平台设计和研发了自建题库，其中口语测试别

具特色，包含短文朗读复述、陈述与讨论等部分。2020春季学期，院校通过在iTEST平台调用自建题库，完

成考前、考中与考后全流程部署，顺利组织了大学英语线上各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自建题库能够有效满足院校

的个性化需求，促进校本测试题库建设，为大规模线上测评及日常课堂教学评价提供有益的资源储备。

基于智能外语测评的多场景外语教学实践

随着智能外语测评的普及与应用，多所院校在外语教学的不同场景中充分发挥平台作用，有效检验教学效

果，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实现教学评一体的智能化外语教学模式。这些场景既包括高利害考试，也包括分级入

学考试、学业考试等；既有对课内教学评价的支持，也有对课外英语竞赛等活动的支持。

智能测试
平台

支持高利害测试

围绕人才培养目标，应对疫情影响，改革评价

方案，自主研发基于iTEST的个性化题库，

结合多重防作弊等专业技术保障，完成校本

英语水平测试等高利害英语水平考试。

实践院校：东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南通大学、内蒙古师范大

学、洛阳师范学院、广东第二师范学

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浙江传媒大

学、杭州师范大学、唐山师范学院等

支持课内教学评价

依托iTEST的教材配套题库与学校自建

题库，将无纸化测评模式应用于日常教

学、训练和备考等场景中，并基于数据分

析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调整，实现评价

与教学的有机融合。

实践院校：厦门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山东大

学（威海）、洛阳师范学院、河南工业大学等

支持校本学业考试

依 据 本 校 课 程 设 置 与 教 学 进 度 ， 通 过

iTEST组织线上期中、期末测试；遵循

“分类指导”原则，完成大规模、多场次

的入学分级考试，科学分级、因材施教，

确保教学与学习效果。

实践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等

支持课外英语竞赛

为鼓励学生提升各项英语能力，定制

四六级词汇等专项题库，支持学生参与在

线词汇竞赛，或依托iTEST写作大赛题库

资源，为学生搭建训练平台，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

实践院校：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吉首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等



6

英语类

  《大学英语思政导学教程》     

“导学”作为大学英语课程先导环节，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良

好的学习习惯、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起到重要作用。

本书可作为本科及高职院校英语学习导学教程。由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先行者、

江苏大学团队编写，浓缩了江苏大学百余位大学英语教师的经验与智慧。本书明

确了大学英语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问题，在教材中融入思政教育，厚植

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培养“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

各校可选择以下使用场景，构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体系：

● 大学英语先导课程：在新生入学时开设导学课程（建议8-10学时），辅导学

生顺利完成高中到大学的转变，指导学习生活，培养健全人格。

● 大学英语思政课程：开设大学英语思政课程，纳入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将英语

学习与人格塑造相结合，凸显英语学习的人文性，培育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优秀

人才。

● 教师教学参考资料：选取本教程内容，与现有英语课堂教学结合，丰富思政素

材，启发教学思路，将育人理念融于英语教育。

● 学生自主学习材料：配有微课，帮助学生掌握大学英语学习方法，合理设置学

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培养思辨素养、沟通能力、合作能力，提升综合素

质，实现全人发展。

  《大学英语思政导学教程》样章

外研新品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2》（第二版）（随身学版）     

● 使用外研随身学手机 APP获取课文录音及生词朗读，方便快捷。

● 吸纳国外全新语言材料，体裁、题材丰富，内容新颖，各册、各单元坡度合理。

● 语言练习设计精良，有序、有效训练学生的语言基本功。

●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交流能力，结合语言学习文化，提高自身人文修养。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1》样章

  《现代大学英语精读2》样章

https://mp.weixin.qq.com/s/ewx8A9c5ot7ZAmrmn3eeQA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00521/files/sizhengyangzhang.pdf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311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0717/files/%E7%8E%B0%E4%BB%A3%E5%A4%A7%E5%AD%A6%E8%8B%B1%E8%AF%AD_%E7%B2%BE%E8%AF%BB1(%E7%AC%AC%E4%BA%8C%E7%89%88)(%E9%9A%8F%E8%BA%AB%E5%AD%A6%E7%89%88)__%E6%A0%B7%E7%AB%A0.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0717/files/%E7%8E%B0%E4%BB%A3%E5%A4%A7%E5%AD%A6%E8%8B%B1%E8%AF%AD_%E7%B2%BE%E8%AF%BB2(%E7%AC%AC%E4%BA%8C%E7%89%88)(%E9%9A%8F%E8%BA%AB%E5%AD%A6%E7%89%88)_%E6%A0%B7%E7%AB%A0.pdf


7

  《歌德学院B2考试高分突破》    

● 《歌德学院B2考试高分突破解析(新题型)》在阅读理解、听力理解、书面表达

和口语表达四个方面提供详细的题型解析与答题策略，并设置大量训练题。汇

总B2等级所需的重要语法及词汇，帮助考生全面提升语言能力和考试技巧。  

● 《歌德学院B2考试高分突破模拟题(新题型)》包含四套完整的模拟试卷，帮助

考生熟悉B2考试新题型，掌握考试难度，把控做题速度以及对知识点进行查

漏补缺。书中亦提供考试中各个题型的简要介绍以及解题策略。 

《德语ABC实用语法词典》    

● 精选词条——以语音、词法、句法等德语语法基础知识为主立目释义，结合教学

实际。增添口语、专业德语、篇章德语、修辞等词条，共收德语语法术语词条

约400余个。

● 查阅便捷——词条按字母表A—Z的顺序排列，书后附上德语语法术语的汉语

音序索引，便于查阅。

● 释义通俗——释义浅显易懂，对部分词条中的疑难点专列"说明"或"注意"，实用性强。

● 实例丰富——集录成语、谚语、警句、诤言等，配有汉译参照，激发自学兴趣

和文化自信。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    

● 以周为单位合理规划能考复习，35天轻松攻克能考难关。

● 由能力考试的四大板块+模拟题组成：文字词汇、语法、听解、读解、全真模拟题。

● 针对文字词汇板块，还有《文字词汇经典1000题》系列，可以配合《文字词汇》使用。

● 级别包括N1、N2、N3。

多语种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t4y1Q7CT/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C4y1a7ha/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5411e7Ro/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KK411p7S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Z4y1u7R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7K411J7Ky/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i4y137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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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类

重要活动

英语类

 2020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线上研修班总体方案公布    

2020年外研社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线上研修班主题为“担当、聚力、创新”，体

现外语教师时代担当，促进外语教师凝心聚力，支持外语教师改革创新，以期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促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推动高校完善外语课程体系、优化外语教学方法、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

研修班主要由线上大赛与线上课程两部分构成。线上大赛包括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组）与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高职组）。线上课程主题涵盖英语类专业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教学测评与研

究能力、智慧教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国才考试、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设计等9大专题，共60

门课程，请点击标题查看。

本年度线上研修班依托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在线共同体——“外研社	• U讲堂社区”

进行。目前，已有超过2万名教师加入社区，请您于开课前下载钉钉手机APP并扫描

右侧二维码，申请加入社区。为确保每个专题群的学习效果，外研社将于近期发布

“研修指南”，对各专题研修课程、参与方式及相关资源进行说明，请密切关注。

除暑期专题研修外，“外研社 • U讲堂社区”将继续策划、安排丰富多样的研修活动，助力广大外语教师交流思想、启迪思
路，丰富专业素养、提升专业水平。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报告（2020）》发布    

7月22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中国电化教育》杂志，共同发布《中国

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报告（2020）》。该报告基于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2020年2月初发起的“百校同测”活动完成，从语言、内容、篇章结构、技术规范、

写作策略等维度对1,299,425篇学生英语作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合评阅结果和学生

行为数据，依据高质量数据样本形成科学定义，并附专家详尽解析，全面展现中国大

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现状。

报告给出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的英语写作教学启示，同时详列线上及混合式写作教学案例，期望为我国

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提供大数据视野下的模式参照。

更多资讯可扫码关注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微信公众号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报告
（2020）》云展网查看二维码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方案公布   

时间：8月18-19日

形式：线上直播

https://mp.weixin.qq.com/s/FEG_oNfuasxTeQus72_g9w
https://mp.weixin.qq.com/s/LOFcvGs3A1GhLfbbewMQcg
https://mp.weixin.qq.com/s/n2-AMO_Aq5ARfsl_dy0l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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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亮点一览：

● 重磅联合强强发布	资深专家分析解读

● 海量优质数据分析	实现科学反哺教学

● 基于科学框架定义	促进写作教学发展

● 教学案例丰富详尽	绘制写作研究地图

多语种类

 2020高等院校多语种教师研修系列

研修班 时间 报名咨询

多语种教师翻译教学与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     2020年8月16日-18日，21日-23日 张老师 15117932360

德语教师学术素养提升研修班     2020年8月10日-13日 于老师 18510626930

俄语精读课教学法研修班     2020年8月14日-9月28日 焦老师 18810882275 

 2020暑期多语种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 

培训班 时间 报名咨询

西班牙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8月4日-20日 黄老师 18611781490

德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     2020年7月28日至8月22日 于老师 18510626930

 “全国高校日语专业建设与教学发展”智慧讲坛    

智慧讲坛第三期“《指南》指导下的日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设计与实践”将于8月4日至8月6日举办

 2020全国中学德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习班    

2020全国中学德语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研习班暨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中学德语组启动仪式

研习班将于2020年8月7日举办，目前正在报名中

 第三届“高校法语专业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研讨会    

会议将于2020年10月16日至18日举办，目前正在报名中

https://mp.weixin.qq.com/s/g4oXLm7AF-nzItsVdPH-Og
https://mp.weixin.qq.com/s/AiDob3A5KoZAOy7vkNTjwg
https://mp.weixin.qq.com/s/CtMxTe1XsmMxZeZf3T8tTw
https://mp.weixin.qq.com/s/ZfE3wXJY3e8Yms0TAK1zaQ
https://mp.weixin.qq.com/s/94pae9m-rzS5Ptd8sVa6Dg
https://mp.weixin.qq.com/s/s59yqCQrRQFEVtSSNgoI3w
https://mp.weixin.qq.com/s/uLirC-trADZKZYULqWb7ww
https://mp.weixin.qq.com/s/fWqdvjOwr4zk96pzHWtr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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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类

 2020外研社国才“云”嗨夏令营启动，六大板块助推人才成长    

开营时间：8月3日—31日

主题形式：2020外研社“云”嗨夏令营活动以QQ群互动+直播的方式呈现，通过六大课程板块，为大学

生提供国际新闻讲解、国才报考指导、实习就业指导、工作机会推送等“学涯+职涯”的全面规划服务，

助推营员开拓国际视野、提升语言能力。

● 国才新闻：复盘每周重大新闻，领读关键字句

● 跨文化学习：提供与大学生活相关的跨文化知识点、干货

● 学涯前瞻：调研学习发展的要点、痛点，并完成个人学涯画像

● 人生规划师：结合个人画像、社团历练、校外实践等，给出合理建议

● 职场技能树：从职场商务礼仪到高端产品演讲等经验分享

● 学长帮帮忙：邀请优秀国才考生分享大学生活及职场生活点滴

此外，国才“云”嗨夏秋集训营正在紧密筹备中，除备考伴学及高能活动外，还设有配音大赛、最美

邮件及国才学院高端课程，以多种互动形式助推考生增强核心素养，夯实语言技能，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国际化人才。	

	 	

https://mp.weixin.qq.com/s/3ougy_UqTt8Uc3PpMo7dt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