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

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寄语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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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做教师节重要寄语，强调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9月11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教育系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寄语。

习近平总书记的寄语对广大教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和教育脱贫攻坚中的突出贡献予以充分肯定，提出殷切期

望，对各级党委政府做好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统筹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教育教学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

对广大教师的特殊厚爱。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寄语精神，对于全面推进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关链接：

   教育部下发通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

   教师节 总书记这样殷切寄语

习近平总书记教师节重要寄语

为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9月7日，全国教师发展大会在京召开，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作出谋划部署。

教育系统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深化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破除教师发展方面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开

启全面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的新征程。一是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二是大力振兴

教师教育，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三是深化教师管

理综合改革，让好老师不断涌现。四是不断提升教师地位

待遇，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五是加强党对教师工作的领导，让惠师强师政策落地生根。

全国教师发展大会

			相关链接：

   开启全面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新征程——2020年全国教师发展大会召开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9/t20200911_487283.html
http://www.12371.cn/2020/09/09/ARTI1599656293693984.shtml?from=groupmessage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009/t20200907_486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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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教育部官网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通知》明确了“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意义。“十四五”规划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

规划。认真编制“十四五”规划，对于直属高校进一步把握战略方向、明确战略任务、擘画战略蓝图，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

战略高度，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前瞻性、战略性、科学

性、实操性。做到以下要求：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

履行程序。二、坚持总体谋划、突出重点内容。三、扩

大民主参与、强化有效集中。四、细化任务分工、有力

推动落实。

要将规划中提出的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制定细化落实的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责任状，

并可根据需要制定人才培养、科研攻关、考核评价等分领域的改革方案，以及院系、部门、学科

建设、校园建设等配套的分规划。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9月22日，教育部在京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推进下一阶段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教育部

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教材战线要自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

建设的重要论述上来。

一是把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

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方面各环

节。二是守阵地，不断增强把关意识、建好把关机制、

提升把关能力，坚决抵制和防范各种错误思潮对教材的

渗透。三是出精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提高教材编写

门槛，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多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精品教材。四是强队伍，完善激励机制，坚

持培养和培训并举，加快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材工作队伍。五是抓保障，从管理体制、政策机

制、经费投入、绩效引导、督导检查等多个层面构筑教材建设的保障体系，形成教材建设的合力。

			相关链接：

  教育部召开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陈宝生部长提出5要求

高校“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9/t20200915_48806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mv11kmEh_LODJL14jkyO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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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构建研究生课程知

识体系；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推动“四个一批”建设

（即：建成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设一批课

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规范教材建设，评选优秀研

究生教材，提升研究生课程教材建设质量；试点打造研究

生精品示范课程，推动优质资源共享。

			相关链接：

  教育部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9月19—20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端论坛在线上成功举办。

相关学科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等10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论坛就应用语言学领域热点问题展开讨

论，在理论建设、应用研究、趋势预测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致开幕辞。孙有

中表示，北外依托外研社平台打造的学术期刊方阵已取

得一定成效。在“十四五”期间，北外将充分发挥多语

种优势，将学术期刊方阵推向学术前沿，走向世界。

在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

研究院院长文秋芳教授、Language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主编James Lantolf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

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文斌教授、北京大学对外汉语

教育学院院长赵杨教授、System联合主编Lawrence Jun Zhang（张军）教授、TESOL Quarterly

编委Simon Borg教授分别以“加速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进程：思考与建议”“A Crisis in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The Cognitive-social Gap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外语教育教学中国化

研究”“新中国汉语教学70年：教学法的引进与创新”“Affordance and Teacher Agency in ESP 

Provision: A Case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ar Design”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or Language Teacher Development”为题做主旨发言。

			相关链接：

  教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端论坛成功举

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端论坛

9月22日，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正式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为确保文件及时落实，教育部提出 “十大专项行动”，其中包括开展课程教材建设质量提升行动等。

https://mp.weixin.qq.com/s/VPK7vKV7qwinPHpnAEHOsw
https://mp.weixin.qq.com/s/euu9a_vpGwSp7Ngk8Jvx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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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加强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公

共外语教学，把培养“懂专业，精外语”的国际化复合型高层次外语人才作为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的重要任务。为实现人才培养与教学改革目标，学时安排是教学计划中的关键一环。本

期特分享院校案例，探讨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各高校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学时，以落实

培养目标、提升教学效率。

山东大学（拓展学期，促进学生个性化提升）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在全面分析学生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对大学英语

课程进行新一轮教学改革，尤其在学时安排方面进行了重点调整，由一年两个学期拓展为两年四个学期，每学

期2学分，共8学分，240学时。

在培养目标上，实行分级教学。根据学生特点与实际需求，分为基础、提高、发展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

学时、学分一致，但课程类型不同，以确保学生在各自基础上获得进一步提升。

在课程设置上，构建课程模块。模块一为“通识必修课程”，包括通用学术英语、大学综合英语、大学

基础英语等课程，着重培养学术英语能力、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英语基础运用能力；模块二为“限选必修课

程”，包括“科技英语文献阅读与翻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英文解读”等8门课程，着重扩展专业知识，提

升文化素养。

在教学模式上，采用“课堂授课+课外自主学习”两种形式。课外自主学习环节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

势，引导学生有效利用线上学习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改革先锋

一、大学英语课程学时安排

本期改革先锋聚焦“大学英语课程学时安排”和“校本定制培训”两个主题。

层次 课程类型与学分分配 教学对象 总学时 讲课 课外自主学习 学分

发展 通用学术英语(4)+限选必修课程（4） A级学生 240 128 112 8

提高 大学综合英语(4)+限选必修课程（4） B级学生 240 128 112 8

基础 大学基础英语(8) C级学生 240 128 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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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结合专业，支持学校国际化建设）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外语教学部以改革与推进学校非外语类专业国际化建设为使命，明确

提出公共外语教学的服务定位：为郑州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建设服务。为此，学校采用“必修课程+专业

英语”相结合的课程设置，其中必修课程共10个学分，四个学期共计160学时。

公共必修课程安排在第一至四学期。其中读写课程贯穿第一至第四学期，每学期2学分，每周2学时，采

用大班授课；听说课程开设在第一、二学期，每学期1学分，每周1学时，采用小班授课，课内以口语为主。

拓展类选修课程安排在第三至第五学期。为支持学校的优势特色专业建设，外语学院教师配合各学院共同

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融入课程建设与开发，尤其是专业英语课程，如医学英语，由公共外语教学部直接安

排教学。学院还积极为学生组织国际论文发表讲座、国际交流会议等相关学术活动，有力推进各专业的国际化

发展。同时，为增强学生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素养，开设跨文化交际、高级写作等拓展课程；为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与民族精神，开设中国文化课（英语）等。

授课对象：全校非英语专业本科生

青岛科技大学（持续学习，满足学生专业发展）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对全校各学院专业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调研，发现师生普遍对学生英语水平能否跟

上未来专业学习的难度和节奏非常关注，对英语学习与运用水平有较高要求。为更好地服务学生的专业发展需

求，进一步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该校自2020级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大学英语课程包含“通识限选课程”

与“提高与拓展选修课程”，其中通识限选课程为5个学期，共10学分，160学时。

为确保学生持续学习和运用英语，并使英语学习与专业学习有机结合，大学英语课程基本做到四年不断线：

● “通识限选课程”贯穿第一至第五学期，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每学期包括8周线下授课（每周4课

时）和8周线上自学，全面加强过程管理，课程结束后进行考试。

● “提高与拓展选修课程”贯穿第三至第七学期，包括“英语交际口语”等语言类课程与“科技英语翻

译与实践”等专业类课程，每门课程2学分，32学时，由学生自主选修，以满足语言提升以及与专业对接的需

求，实现各学院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外
国
语
与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学期 课程类型 班级类型 周学时 总学时 学分

第一学期
读写课程 大班 2 32 学时 2学分

听说课程 小班 1 16 学时 1学分

第二学期
读写课程 大班 2 32 学时 2学分

听说课程 小班 1 16 学时 1学分

第三学期 读写课程 大班 2 32 学时 2学分

第四学期 读写课程 大班 2 32 学时 2学分

各学院具体安排 专业英语 大班 2 32 学时 2学分

外
国
语
学
院  

学期 课程类型 课程级别 周均学时 总学时 学分

第一学期 读写融合听说 A1 2 32 学时 2学分

第二学期 读写融合听说 A2 2 32 学时 2学分

第三学期 读写融合听说 A3 2 32 学时 2学分

第四学期 读写融合听说 A4 2 32 学时 2学分

第五学期 读写融合听说 A5 2 32 学时 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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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工程大学（前中后一体，教学评贯通）

基于空军工程大学发展翻译学科的需求，外研社为学校定制了为期一周的“外语课程思政育人及翻译教学

与研究高级研修班”。

研修班采用“前—中—后”一体化培训模式，历时半年精心打磨，全面筹备：

● 前期深入调研师资和学科现状及发展预期；

● 班前科学策划、精心设计内容，筹划“教”之谋；

● 班中高效精准实施培训方案，引领“学”之深；

● 班后多维评估成效，提供长期发展支持，巩固“评”之效。

“前—中—后”一体化培训模式努力做到了设计科学化、目标精准化与内容系统化，通过“教—学—评”

规范培训流程，提升培训实效，为院校翻译学科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师教学科研水平提升提供支持。

全国教育大会及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对教师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倡导各高校高度重视教师

队伍建设，不断健全培训机制、完善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提升培训成

效。目前，越来越多高校基于校本特色与发展需求，开展定制化外语教师培训，有力推动了

学校育人水平提升与科研创新。

二、校本定制培训

校本定制培训特色

小：以院校为单位，开展小型专题培训

专：针对个性需求，量身定制内容体系

精：精准诊断问题，有的放矢打造课程

尖：汇聚专家智慧，共同建设“金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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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明确发展目标，助力专业认证）

西昌学院拟申请英语专业师范类二级认证，基于此需求，外研社为其量身定制了“英语专业师范类二级认

证研修班”。

师范类认证是院系层面的宏观发展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全体教师具备相应的认知、理解、分解、

落实能力，做到与学院规划同频共振、目标同向聚合。通过本次研修，全体教师明晰了院系发展、专业建设、

个体提升之间同向同行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具体实现路径。教师们认识到需从教学目标、课堂实践、教学评价

等各方面自觉落实认证要求，着力提升师范教育质量，进而推动专业高水平发展，实现教师个体与学院整体的

联动发展，有力推动认证工作申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推动教学创新，建设混合式“金课”）

为支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建设高素质、高水平、创新型教师团队，外研社与学校长期合作教师研修项

目，结合教育大势，根据教师需求，定制内容丰富、模式创新的培训课程。

高等学段：在与参研教师充分沟通和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外研社为该校16个院系部门的教师定制了“混

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工作坊”，特邀教育技术、混合式教学、慕课建设等领域专家，采用“教学理念引领方向+

教学实操直击痛点+小组任务保证产出”的方式，开设两场导学讲座、一场主旨报告、五个专题工作坊，助力

教师深入理解混合式教学理念及方法，以“金课”标准更好地建设混合式一流课程。

基础学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向基础教育倾斜——高校支持中小学发展项目”已合作五年，今年双方

共同策划了“中华优秀文化外语教学系列研修班”。研修班秉持“主客一体协同设计”的思路，参研老师既是

接受培训的客体，又是参与培训设计的主体，通过调研问卷了解实际学习需求，让教师参与选择培训专题，根

据问卷结果，科学设计培训内容，研修班后与教师共同复盘研修收获，不断总结提升。这种形式有效激发了教

师的研修热情与积极性，极大地提升了培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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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大学（培养多语种师资，打造一流学科方阵）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因地制宜，发挥区域优势，展现民族特色，致力于培养多语种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为

帮助教师全面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及国际化水平、加快外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外研社与延边大学联合

推出“一流学科骨干教师国际化教学能力与科研素养提升国际研修项目”，邀请国际专业师资全面指导，组织

教师开展双向交流研讨。

项目包括全英文教学（EMI）理念与实践国际研修、日语教学实践能力与学术素养提升国际研修、俄语教

学实践能力与学术素养提升国际研修等，通过线上导学、专题工坊、小组研讨、案例分享、实践模拟等多样化

教学形式，剖析国际科研前沿理念，强化教学方法及成果产出，促进教师内涵提升和专业发展，构建高水平国

际化教师团队，努力为学院打造一流学科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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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

外研新品

《高级职场英语写作教程》       

Advanced Workplace English Writing

主编：袁 义（美） 黄良日（马来西亚） 杨瑞英

● 突出职场英语写作以读者为中心的原则，并强调以交际目的作为职场英语写

作的目标。

● 范文和输入材料基本来源于英语国家真实职场素材，内容丰富且具有针对性。

● 产出任务多样，力求设定贴合实际的职场交际场景，侧重锻炼学生的动手写

作能力。

高级职场英语写作教程 5213-1847-0 59.90

		《高级职场英语写作教程》样章

《英汉名译赏析（增订版）》    

编著：王东风

● 百年名家名译赏析，兼顾内容和形式。

● 赏其优点，析其不足，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翻译鉴赏能力。

● 赏析与练笔结合，提高翻译技艺。

英汉名译赏析（增订版） 5213-1528-8 66.90

		《英汉名译赏析（增订版）》样章

外语类专业

本书旨在提高职场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力，包含简历、商业信函、摘要和执行

摘要、使用说明、非正式报告以及项目提案六类职场文体的写作，难易程度对接

高级职场英语写作的定位，可用于职场或商务英语写作教学。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0911/files/%E9%AB%98%E7%BA%A7%E8%81%8C%E5%9C%BA%E8%8B%B1%E8%AF%AD%E5%86%99%E4%BD%9C%E6%95%99%E7%A8%8B-%E6%A0%B7%E7%AB%A0.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0911/files/%E3%80%8A%E8%8B%B1%E6%B1%89%E5%90%8D%E8%AF%91%E8%B5%8F%E6%9E%90%E3%80%8B%EF%BC%88%E5%A2%9E%E8%AE%A2%E7%89%88%EF%BC%89%E7%B2%BE%E5%BD%A9%E6%A0%B7%E7%AB%A0.pdf


10

《专题口译》        

编著：张丽华

本书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国家级精品课程“英语口译（课程系

列）”的一部分，也是翻译专业本科口译系列教材之一。

● 通过译前准备和平行文本阅读，切实提升学习者的双语能力和知识储备。

● 兼顾口译技能的巩固与强化，实现口译能力的全面发展。

● 培养学习者举一反三的能力，养成系统拓展相关主题知识的习惯。

专题口译 5213-1107-5 49.90

		《专题口译》样章

《韩国语实用语法教程高级NEW TOPIKⅡ必备语法+ 实战训练》      

韩国语能力考试必备语法宝典

图书特色：

● 103个高级语法点，直击TOPIK考试考点。

● 语法解释简明扼要、浅显易懂。

● 具有丰富的TOPIK例句、真题练习。

韩国语实用语法教程高级NEW TOPIKⅡ必备语法+ 实战训练 978-7-5213-0788-7 39.00

《中日翻译学的基础与构思——从共生到共创》       

对中日翻译学进行研究，

对提升日语学习者的翻译水平具有指导意义

《中日翻译学的基础与构思——从共生到共创》围绕中日两国语言文字特

点、语言与文化、翻译基础、表达方式与构思方法展开。作者通过大量例句进行

翻译的比较分析，详细介绍了中日两国不同视角、不同表述习惯、不同语言结构

与含义情况下的翻译方法。同时对汉语中的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及成语故事的

日译也进行了具体说明。

中日翻译学的基础与构思——从共生到共创 978-7-5213-1650-6 75.00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0909/files/%E4%B8%93%E9%A2%98%E5%8F%A3%E8%AF%91-%E6%A0%B7%E7%AB%A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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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教辅功能持续更新，助力打造高效写作课堂：

● 更多词汇表达推荐，提升学生词汇灵活运用能力

● 校内查重与全网查重双重保障，有效端正学生写作态度

● 作文多版本对比优化，清晰查看增删改等修改轨迹

欢迎老师点击标题链接获取市场经理联系方式，申请开通试用。

《日语教学与测评研究》       

聚焦日语教学及日语测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

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际有机结合

《日语教学与测评研究》由日语测试研究、日语评价研究、日语教学研究

和日语语言文化研究四个栏目组成。收录中文和日文学术稿件。聚焦日语教学及

日语测试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关注日语教学现场，将教学理论与教学实际有机结

合。从测试到测评，有效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综合性评价在教学现场的具体应用。

日语教学与测评研究 978-7-5213-2022-0 55.00

《活·法：法兰西语言文化艺术主题日历(2021)》             

图文结合呈现法式文化艺术，名家箴言启迪每日生活沉思， 

中法文对照，无法语基础亦可阅读

《活·法：法兰西语言文化艺术主题日历（2021）》围绕法国为人著称的艺

术、文化元素，通过系统组织法语语料（附汉语译注）进一步挖掘、展示大众熟

悉其名却了解尚浅的不同时代的法国名人及法国风物，以每日一词条附图片、引

言或简介的方式，致力于呈现更为鲜活、以思考与品析见长的法国文化形象，启

发、伴随读者探索、度过每一日的生活。

● “热月”“雾月”“酿月”……结合中法节日，添加法国的特色历法。

● “雨果”“香奈儿”“戈达尔”……精选法国各个时代、各行各业的名家引言。

● 《日出·印象》、双叟咖啡馆、勃艮第红酒炖牛肉……精心呈现法国各地和

各种生活层面的景象与风物。

● 精编汉语注释，零法语基础亦可无障碍阅读，穿越时空，共享思辨精神与生

活艺术。

活·法：法兰西语言文化艺术主题日历(2021) 978-7-5213-2012-1 108.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f4y1Q7Uw
https://www.unipus.cn/contact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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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类

重要活动

研修培训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与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与实践研修班   

为帮助广大英语教师深刻理解《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内涵，明确大学英语教学新要求，完善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建设思路，提升语言教学素养，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外研社将于10月31日—11月1日在杭州

举办《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与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与实践研修班。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何莲珍教授将解析《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梳理

大学英语教学新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王海啸教授将指导“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建设：理念与方法”“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及团队建设”；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虹副教授将结合教学材

料阐述课程思政目标、设计与评价，并结合“教学之星”大赛案例剖析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的方法与常见误

区，助力参班教师明晰大学英语教学发展方向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理念与方法。

研修形式：线下研修

研修时间：10月31日—11月1日

报名方式：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s://teacher.unipus.cn/）线上报名

研修培训
 中华优秀文化外语教学与传播研修班   

为提升外语教师文化素养，提高教师在外语教学中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能力，作为中华优秀文

化外语教师培训基地所在单位，外研社将于11月7—8日举办线上中华优秀文化外语教学与传播研修班，

邀请中华文化教育与外语教育专家通过理论指导、教学分享等方式，探讨中华优秀文化传播理念与外语教

学实践，以帮助外语教师丰富文化底蕴，深入理解内涵，提升教学境界，切实发挥外语教育在培养优秀国

际化人才、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

研修形式：线上研修（腾讯会议直播）

研修时间：11月7—8日

报名方式：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s://teacher.unipus.cn/）线上报名

https://mp.weixin.qq.com/s/oYfcNXJwuAdZR6JwNz_IFw
https://teacher.uni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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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演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研修班   

为助力教师及时把握英语演讲教学前沿，明确英语演讲人才能力培养要点，创新英语演讲教学手

段，外研社将于11月14—15日在线上举办英语演讲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研修班。

研修班特邀国际知名演讲教学专家Stephen E. Lucas教授与国内英语演讲教学专家，深刻解析英语

演讲教学国际发展趋势与国内人才培养需求，分享线上、线下演讲教学经验，结合英语演讲比赛选手表现

评析，分析演讲教学重点，通过比赛反哺教学，在帮助教师完善演讲教学方法与评价的同时，提升本校选

手的参赛能力。

研修形式：线上研修（腾讯会议直播）

研修时间：11月14—15日

报名方式：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s://teacher.unipus.cn/）线上报名

 外研社系列“国才讲坛”  

为响应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时代命题、国家命题，外研社与高校同向同行，特别推出

系列“国才讲坛”，聚焦国际化人才培养，助力高校创新育人模式，进一步提升立德树

人成效。2020“国才讲坛”设置“落实课程思政，培养国际人才”“建设国才课程，创

设有效课堂”和“解析国才任务，讲解备考方法”等多个主题。

前两期已分别于9月26日、27日成功举办，欢迎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入“外研社·U讲堂”，进入直

播群观看回放。

点击标题链接，获取后续系列讲座详细安排，期待与您云端相聚！

 “iWrite赋能的英语写作教学研究与论文发表”工作坊

9月6日，iWrite携手《中国电化教育》联合举办“iWrite赋能的英语写作教学研究

与论文发表”工作坊，特邀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宋灵青博士与武汉

理工大学副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写作教学语言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刘应亮

副教授，围绕选题热点、投稿经验、研究设计，分享基于iWrite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近日，工作坊第二

期招募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第二期活动将聚焦论文/研究设计个性化指导，提供专家一对一指导反馈答

疑。投稿将于10月12日截止，欢迎老师们通过扫描右侧二维码完成投稿，参与活动。

 外研社·U讲堂社区开设“专家沙龙”栏目

2020年开学季，为了加快构建辐射全国的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在线共同体，全面赋能

和提升教师创新力、教学力、科研力，实现共同体成员的跨区域互助协同、整体发展。

“外研社·U讲堂社区”首期邀请了十位国内语言教育领域的权威专家入驻，在社区圈

子中开设“专家沙龙”栏目，通过发布学术前沿动态资讯，分享极具价值的科研资源，

与广大教师在云端展开深入交流。

扫码加入直播群
（请提前下载钉钉 APP）

扫码加入
外研社·U 讲堂社区

 扫码完成投稿

https://teacher.unipus.cn/
https://mp.weixin.qq.com/s/XlRw-8rT0vowzAS5LanGRQ
https://mp.weixin.qq.com/s/9aKloDOGDQtlvdoXztpZK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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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社综合语种教师系列研修班

 第三届“高校法语专业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研讨会将于2020年10月16日—18日举办，目前正在报名中。    

 2020年高校德语专业教学法与教材建设研讨会将于2020年10月24—25日与11月14—15日举办，目前

正在报名中。    

 日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于2020年10月13日—11月12日开班，报名咨询：常老师，

15510769339。    

 韩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于2020年10月26日—11月26日开班，报名咨询：常老师，

15510769339。    

 “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将思政内容融入教材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于9月26日在钉钉外研社韩语虚拟教

研室进行直播。  

扫码了解活动详情

扫码了解活动详情

慕课案例评选

 “第二届UMOOCs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优秀案例评选”启动

近日，由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主办的“第二届UMOOCs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

优秀案例评选”已正式启动。活动致力于推动基于慕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不断进

步，推动在线教育在“后疫情”时代更加快速健康发展。本次评选活动提交材料时间为

11月1日-11月30日，欢迎广大高校教师积极报名参加。获奖教师及团队将获得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颁

发的证书及奖金、U讲堂课程使用权、U校园SPOC使用权；院校案例将入选“高校外语混合式教学设计

案例库”项目，并有机会被推荐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团队负责人将被认证为“中国高

校外语慕课联盟培训师”。

iWrite 百校同测

 iWrite秋季学期百校同测活动启动

以《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报告（2020）》为起点，为持续助力中国英语写作教

学与研究发展，iWrite诚邀全国高校共同参与秋季学期百校同测活动，携手共创线上教

学智慧。活动期间，iWrite将以月为单位（9月-12月，共计4次），发布百校同测作文

题目，作文题目由专家指导选取。请参与院校/教师登录iWrite，按照发布的作文题目，布置作业并安排学

生写作，共同促进学生写作能力提升。

https://mp.weixin.qq.com/s/fWqdvjOwr4zk96pzHWtrew
https://mp.weixin.qq.com/s/6KaJDLlO8Wb3d1jExgOtzg
https://mp.weixin.qq.com/s/dAPsVhgzy-HIrUdyltSp8Q
https://mp.weixin.qq.com/s/4UoLIJCKK3Kkvfcvu0rwSA
https://mp.weixin.qq.com/s/X3Xhrd-lChZx3AcUQEe2nw
https://mp.weixin.qq.com/s/-1cNIzJF6zo_SxGjGqGX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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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类

 2020年下半年国才QQ备考学习群开启

国才QQ备考学习群为国才考生提供免费的备考学习服务，从2020年3月启动第一期起，受到考生的

广泛欢迎和好评。第二期于9月启动，继续带领陪伴国才考生备考成才。备考学习群邀请国才认证培训师

和往届优秀考生全程伴学，同时融入职场知识、案例分析、趣味活动等丰富内容，全方位帮助考生学习语

言文化、提升综合素养。

入群方式：考生在国才官网完成报名后，添加群引导小助手QQ（QQ号：532494447或161530238）

为好友，提供报名时提交的【姓名+手机号】，小助手将引导入群。

请推荐给国才指导教师与备考国才的同学们！

 
 2020“外研社杯”全国基础阶段多语种技能展示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参选院校报名时

	   

 2020年青少年多语种文化体验课正在报名中，课程时间：2020年10月28日—11月27
日，报名咨询：于老师	18510626930    

间是2020年9月15日至2020年10月30日

https://mp.weixin.qq.com/s/_TtbzawUa5nYE7q6uIyNfg
https://mp.weixin.qq.com/s/ZyY7dxfstJcVmkb8glB5GA
https://mp.weixin.qq.com/s/pU-W9i_Yn_8eCnwYNKfL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