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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介绍

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

2022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立足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国外语教育处于重要

的变革时期。为回应时代挑战，服务国家战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

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高等外语教育正积极探索求变，持续推动课程创新与教学变

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与育人水平。为推动新形势下高校外语教师队伍建设，践行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系统规划、精心设计 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

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将本年度研修班主题定为：“经师”与“人师”。

外语教师要成为“经师”，以学术造诣启迪学生智慧。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的历史使命，外语教师应夯实专业基础，强化理论素养，精进教学本领，提升科研能力，全面提

升综合素质。本年度外研社暑期研修班涵盖学科发展、课程教学、学术研究、信息技术等多个主题，

帮助外语教师开拓知识视野，磨炼专业本领，提高教学反思能力与创新能力。

外语教师要善为“人师”，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教师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

人的时代重任，外语教师应心系“国之大者”，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强化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

涵养德行，以德施教，润己泽人。本年度暑期研修班有机贯穿课程思政理念，探索课程思政创新路

径，“教学之星”大赛以“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为主题，助力教师实

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研修理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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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 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基于“‘经师’与‘人师’”这一

主题设计，涵盖多个系列和多种形式，为外语教师提供共建、共享、共成长的平台。通过高瞻远瞩的专

家指引，特色多样的同行展示，丰富深入的研修内容，启发和激励高校外语教师成为“经师”与“人师”

的统一者，成为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真正承担起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时代新人的重任，不负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研修安排

以研促教——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共11期）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根据高校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发展需要，设

计课程教学、国际传播、学术研究三大类别，共 11期。每期研修班围绕一个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鼓励教师学思结合，学做一体，创建开放互动的学习共同体，以研促教、教研相长。

●  课程教学类

外语课堂教学与研究：目标、设计与实施

外语教材编写与使用：语言与育人相统一

外语教学中的课例研究：原则与方法

《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工作坊

●  国际传播类

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言测试——以国才考试为例

●  学术研究类

语言学研究：理论与应用

认知语言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

学术动态追踪与文献综述撰写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

外语教育研究论文写作：选题、设计与撰写（基础班）

以赛促教——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理论、策略与实践研修班

●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主旨报告：

立足两个大局，分析教育大势，解读高等外语教育如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培养能够深入“理解 
中国”、有效“沟通世界”的新时代人才，为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专题报告：

聚焦课程建设与教学方法，解析教材理念，指导教学设计；结合校本实践，分享教学案例，促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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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交流，推动高校外语教学创新发展，促进外语教师专业素养与育人素养提升。

“教学之星”大赛：

根据《2022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章程》，举办全国半决赛，选拔出进入 2022 
年“教学之星”大赛总决赛的教师团队。

●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主旨报告：

服务国际传播人才培养需求，探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类专业改革方向，解读《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明晰外语人才培养目标，推动外语类专业知识体系、课程

体系与教材体系创新。

专题报告：

聚焦英语类专业各课程教学，共享一流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实施、赛教融合育人及虚拟教研室建设

成果，为英语类专业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启迪思路，促进英语教师专业素养与育人素养提升。

“教学之星”大赛：

根据《2022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章程》，举办全国半决赛，选拔出进入 2022 
年“教学之星”大赛总决赛的教师团队。

以云促教——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发展云专题

为响应教育部号召，积极探索信息技术赋能下的外语教师发展新模式，本年度暑期研修充分发挥全

国外语教师“云研修”优势，特别设置“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发展云专题”，聚焦教学重点话题，开展

云端虚拟教研，推进跨区域、跨校联动，推动创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交流与传播，促进外语教育质

量共同提升。

开展“新课程”“新形态”“新范式”“新职教”云专题交流，通过半天或一天的活动，集中展现院校

特色课程与优秀教学模式，云端互动，共建共享，共同发展。

发布“外语教师暑期加油站”云专题页面，汇集精华讲座课程与优质教学资源，教师可根据需要灵活

安排学习计划，随时随地“充电”。

●  新课程

英语演讲课程教学与研究云专题

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教学与研究云专题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有效设计——《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思政智慧版）云教研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有效设计——《新一代大学英语》（思政智慧版）云教研

●  新形态

学科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云专题

基于新形态教材的研究生英语混合式教学融合设计——《新探索研究生英语》云教研 
基于新形态教材的跨文化国际传播课程教学设计与示范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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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范式

赛教融合育人范式——“外研社·国才杯”系列赛事指导教师交流云专题

以研促评，评教融合——基于诊断测评的教学评实践案例云分享

基于教学评用一体化的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人才英语教程》云教研

育人者必先育己，立己者方能立人。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一线外语教师汇聚外研社暑期研修班，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担当“理解中国、沟通世界”使命，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升专

业水平，深入交流，共同发展，努力成长为“经师”与“人师”统一，学科知识扎实、专业能力突出、

教育情怀深厚的新时代卓越教师，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创新与人才培养作出新的贡献！

研修回放

证书领取

识别右侧二维码，进入 2022暑期研修专题页面，一键获取 2022暑期研修智

慧成果！（本年度暑期研修视频回放截止至 2022年 9月 30日）

关注“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微信公众号，在【发消息】界面回复关键词“暑培证书”，获取证书

领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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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类

以研促教——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2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杨鲁新教授主讲，西安外国语大学苏芳副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琛博士担任助教。来自全国 270余所院校的近 400名教师齐聚

云端，共同探讨外语课堂教学原则与方法、读写与听说课程教学设计，以及如何针

对教学展开研究，实现“教研一体”。

外语课堂教学与研究：目标、设计与实施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作为理论基础，杨鲁新教授以“外语课堂教学原则”为题，首先阐释了语言学

习观，讲解了教与学的关系。杨教授指出，教师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各教学环节应

以学生为出发点。教师需分析学生需求，了解学生必须学习的内容，需要学习的内

容和想学习的内容。教师兼具知识的传递者、学生需求的分析者、课程及学习活动

的设计者、学生学习进步的调控者、语言使用的榜样等多重身份。杨教授认为，教

≠学，教师应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的提升，致力于在课堂上“让学

习发生”。

其次，杨教授讲解了课程设计过程要素，指出真正的语言教学应该是将语言、

内容、思维和文化有机融合。设计课程时，首先要思考原则、需求、环境及目标等

要素间的互动关系，可采用“逆向设计”流程，以目标为导向设计教学活动及评价

方法，面向目标并确保实现目标。

接下来，杨教授详细讲解了读写课和听说课的教学方法与活动设计。杨教授梳

理了学界对读、写、听、说等技能的认识发展及教学难点，通过丰富的教学案例，

介绍了适合不同阶段、不同难度和不同类型的读写和听说教学方法与丰富的活动设

计，为参班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无论是读写还是听说课程，都是互相结合的，是各语言技能的整体盘活。教师

在设计教学活动时，仍需遵循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及方法，设计具有一定认知挑战

度、真正帮助学生使用语言的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积极性，从而实现语言、能力和

思维的同步提升。

反思教学、研究教学、改进教学是教师的责任所在，杨教授结合案例介绍了基

于外语课堂开展教学研究的方法。杨教授首先介绍了什么是研究、研究范式、研究

类型、研究方法等基本概念，然后逐一讲解了研究选题、综述撰写、数据收集、数

据分析、结论阐述等环节的实施方法与注意事项，系统呈现了基于课堂开展研究的

全流程。杨教授指出，基于课堂开展的科研多为应用研究，致力于解决教学实践中

遇到的实际问题；优秀的外语教师应立足一线课堂，进行探索性教学，在教学中发

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真正做到“以教促研、以研促教、教研一体”。

杨鲁新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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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芳、李琛两位老师分享了她们在科研选题、文献阅读、

综述写作方面的经验和心得。

苏芳 副教授
西安外国语大学

李琛 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何莲珍教授就外语教材建设与评价为参班教师带来专题讲座。何教授结合大量

国内外文献，讲解不同理论视角下教材内涵与作用，带领教师学习我国近年来教材

建设的国家政策与教学要求，阐明了教材在语言教学中发挥的重要的育人作用。围

绕“为何评”和“如何评”教材这两个关键问题，提出了“评价主体、评价内容、

评价形式”三位一体的教材评价框架。

何教授结合《新编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编写历程与实践经验详细讲解了编写

原则，教材要基于时代发展、国家需求、教学发展与学生特点，要体现教材编者的

语言观、学习观和教学观。何教授以详实案例展示了立德树人、国际视野、技能提

升、学生发展、混合学习等理念如何在教材编写中有效落实，参班教师受益匪浅。

何教授提到教材编写并非易事，需要编者全身心投入，希望广大外语教师为教材建

设共同努力，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和才能。

季佩英教授从教材编写者的视角讲解了外语教材中的教学活动设计。季教授首

先为参班教师厘清教学活动的定义、类型、特性等基本概念，并讨论了教学活动设

计的三个原则与理据，即教材定位、教材编写理念与原则和输入材料。接下来，季

教授以《新未来大学英语》为例，详细展示了如何基于教学活动设计原则与理念设

计教学任务。最后，季教授建议广大外语教师应该理论研究与教材开发并进，根据

学情做好教材的二次开发，实现教材的有效使用。

外语教材编写与使用：语言与育人相统一

何莲珍 教授
浙江大学

季佩英 教授
复旦大学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期研修班特邀浙江大学何莲珍教授、复旦大学季佩英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

虹教授、浙江大学方富民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季璇老师主讲，围绕教材编写理念、

教材评价标准、教材使用与教材研究展开系统讲解和深入指导，并结合优秀教学案

例展示，帮助来自 250余所院校的 350余名参班教师领会教材编写原则与理念，

深入理解教材设计，精进教材使用能力，充分发挥教材的育人功能，提高教材使用

与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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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虹教授从理论与实践角度指导教师进行教材分析与改编，提升教材的使用效

果。张教授结合案例展示了如何从编写理念、主题选择、语言素材、活动练习四个

方面进行教材分析，如何根据学生情况与教学环境对教材进行适当的增加、删减、

修改、调整，实现育人目标与学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思辨能力

等协同发展。张教授强调教材使用要基于教师对教材和文本的深刻理解与深入挖掘，

因材而用、因境而用、因生而用，教学活动设计既要“走进文本”，又能“跳出文本”，

真正做到“Breathe life into the textbook and bring the textbook to life”。

张虹教授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三个维度，详细讲解了外语教材文化

呈现研究，引领参班教师聚焦教材并超越教材，实现以研促编、以研促用。张教授

细致梳理了外语教材文化呈现的内涵与意义，结合教材案例讲解外语教材文化研究

理论框架，围绕文化研究主题、方法与视角进行文献综述并提炼研究热点。张教

授以两篇论文为例，与参班教师共同分析研究设计、研究发现、研究启示，展示

教材文化呈现研究的具体方法，启发参班教师在教材分析和研究方面的新思路与新 
视角。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方富民副教授以《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的教学为例，详细展示了在实际

教学中如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需求为中心、以落实应用为导向，实现语言

和育人的有机融合。方富民副教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将多形态的语

言材料与单元主题相联系，深挖思政元素，巧设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方

富民副教授在学情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育人目标对教材进行适当的改编，以文化人，

真正实现“德”“得”并举、启智增慧的课堂，为参班教师提供了操作性较强的示

范与指导。

季璇老师结合《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教材的具体单元使用实例，分享了

英语专业教学顶层设计思路，即将育人理念融入专业整体发展规划，并从把握编写

意图、挖掘育人设计、渗透教学板块和加工调整练习四方面，详细介绍了精读课程

中的育人实施路径。最后，季老师建议广大外语教师合理开发教材，实践创新设计，

技术赋能教学，实现语言与育人的深度融合，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方富民 副教授
浙江大学

季璇 老师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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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中的课例研究：原则与方法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师范大学王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虹教授、邱瑾副教授

和李婧副教授主讲，围绕课例研究的理论源起与流变发展、实践路径与案例剖析、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及其对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系统讲解和深入指导，

与来自全国 300余所院校的近 400名教师共同探讨如何基于课堂教学开展课例研

究以提升教学质量与成效、通过教研结合促进自身专业发展。

王蔷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王蔷教授以“课例研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为题，阐明课例研究以

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为核心，重视团队协作的内涵，结合实践案例深入讲解课例研

究实施模式，强调树立融语言能力、文化品格、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发展于一体的

英语学习活动观，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统一。王教授表示，教师要避免盲目

追求技术理性而迷失专业发展方向，要不忘初心，积极构建新式的教学学术概念。

期待更多外语教师加入对课例研究的探索中，把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与促进学生学习

进步紧密结合，把践行课程理念、落实人才培养目标视为己任，将植根课堂的教学

研究和教育创新作为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价值追求。

张虹教授在“国内外课例研究综述（2009—2022）”主题讲座中，以“study 
in lesson”“study on lesson”“study for lesson”三种对课例研究一词的解

读引入，梳理世界范围内课例研究的理论源起与变迁，并讲解其发展历程中的标志

性事件。在此背景下，张教授辨明研究问题，确立研究方法，开展数据检索，详析

研究结果，指出国内课例研究现存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应时刻谨记以促进学习发生

为出发点，聚焦其长期效应；不断深化理论认知，提升研究的“质”与“量”；进

一步扩大研究范围，加强对英语学科与高校教师的关注。

张虹教授以“课例研究：促进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催化剂’”为题，聚焦课

例研究对高校外语教师学习及其将教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影响。张教授收集详实的

教学观摩笔记和访谈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课例研究可使教师认知丰赡，并促进其将

教学实践理论化，以及基于理论和研究数据开展实践。与此同时，开展课例研究也

为教师带来诸多能力和情感方面的挑战，张教授建议外语教师在实践中主动组建团

队互助共进，积极争取院校政策支持与专家指导，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邱瑾副教授就英语写作教学开展课例研究，从学情分析入手，挖掘学生的实际困

难与需求，结合课程大纲设置教学目标，设计涵盖不同认知活动等级、融语言和思辨

于一体的目标任务，创设交互社会文化情境开展教学活动，在多轮教学实践和反思中

不断细化教学目标、调整教学设计、优化中介工具，通过语言输入、反复操练、适时

提供语言支架来引导和帮助学生实现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协同发展。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邱瑾副教授详细介绍课例研究论文写作方法，将其提炼为

选题构思、文献综述、计划起草和修改完善四阶段。邱瑾副教授建议，选题时可综

合考虑并判断其是否具备源于现实、始于反思、具体可行和答案开放等优秀选题特

征；撰写综述时应善于搜索、仔细甄别、注重时效、简明扼要；起草计划时需规划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邱瑾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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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婧副教授在德语词汇教学为主体的课例研究中，基于教学需求、现状及已有

研究成果确定研究重点，以产出导向法理论指导研究设计，以有效促进“学用结合”

为研究导向，在教学设计中设置“驱动”“促成”“评价”三个环节，划分词汇、

语法、课文三大教学模块，在四轮教学实践中持续收集反馈数据进行调整，逐步解

决“学用分离”问题，并从理念定位、实施路径和设计原则三个方面对此基于产出

导向法的课堂词汇教学模式做出总结。

随后，李婧副教授以此项研究为例，分享课例研究中教研团队组建、教学设计

实施、数据收集反馈等阶段的具体实施策略，深入分析如何把握环境契机、选择核

心团队成员、听课专家及同行；细致讲解教学设计的概念、方法和具体操作；结合

实例展示研究中观察、自我报告和学习成果等重点数据类型和收集手段。

李婧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时间、协调合作、明确问题、贯彻理论；修改完善时可重点关注题目与摘要、数据

分析与解读、行文逻辑与表达。

《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工作坊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陈向京教授、北京外

国语大学杨莉芳副教授、文华学院张康奕老师、山东师范大学陈琳琳老师、郑州商学院

宣菡静老师等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以《新未来大学英语》为抓手，剖析如何在教

学中落实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并从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入手，分享教学建议与经

验成果，与云端近 200名教师共同探索教学新思路，助力教材有效使用，提升外

语教学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

《新未来》中方总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授作了题为“理解跨

文化思辨育人，赋能大学英语教学”的专题讲座。讲座中，孙有中教授首先解析了

大学英语课程定位和性质，强调大学英语教育要超越语言能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

全球视野、多元能力的人才。《新未来》以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为指导，为培养具

备全球胜任力的外语人才提供了解决方案。随后，孙有中教授详细介绍了《新未来》

如何通过创新理念与教学模式，促进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深度学习”

转变，有效提高语言能力，融合培养以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为核心的多元能力，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新未来》第二册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向京教授以《综合教

程》为例，分别从教材设计、教学设计和活动设计三个层面分析了跨文化思辨育人

理念在教材中的落实。陈教授首先分析了教材主题和单元结构设计原则，并以具体

单元为例指出教材通过设计环环相扣的剧情线、搭建详实的脚手架、融合探究式与

合作式的学习方法，展现了体验式学习与深度学习的融合。同时，陈教授还分析了

教材如何通过素材、板块、练习等多种途径在活动中融合跨文化思辨语言交际，并

建议教师吃透教材，善用教材，实现教研并举。

孙有中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向京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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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未来》3A分册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杨莉芳副教授则以《视听说教程》

为例，解读教材如何通过多元能力目标定位和多元能力融合设计，实现育人目标。

杨莉芳副教授首先明晰了多元能力目标的内涵，并以具体单元为例，从单元结构、

教学目标、系列活动和渐进设计等四个维度，详细解析了教材设计中语言能力、思

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培养，以及在教学中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塑造。最

后，杨莉芳副教授就如何在实践中实现多元能力融合教学提出建议，助力外语教学

多元协同发展。杨莉芳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课程设计和教学经验分享环节，张康奕、陈琳琳和宣菡静三位老师分别立足本校校情和学情，分

享了《综合教程》与《视听说教程》的教学模式与教学经验，并以具体单元为例进行说课，展示教学设

计和教学成果。

陈琳琳老师以“跨学科、融学术，实现多元能力培养”为题，从教材特色入手，

展示了如何基于《新未来》提升学生的学科意识，培养学术思维。陈老师提到，《新

未来》创新的系列构成设计、丰富的单元主题以及多样的语言输入和练习活动，能

最大限度激发学生潜能，发挥不同专业学生的学科优势，同时为专门用途英语学习

打下坚实基础。

宣菡静老师带来了题为“《视听说教程》课程设计与教学经验分享：通过教师

角色转换促进听说课教学改革”的分享。宣老师聚焦教材中的多元文化呈现和多元

能力培养，围绕产出任务设计教学思路，并结合混合式教学步骤分享了课程设计经

验。宣老师提到，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转变了角色，超越了灌输说教；学生也从“被

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

张康奕老师以“通过教材‘本地化’实现教材有效使用”为题，从教学目标、

阅读理解和任务设计三方面阐述了教材“本地化”的处理方法，并强调“本地化”

不是随意破坏、背离大学英语课程定位和教材定位，而是教师基于教材对课程与教

学进行动态调整。张老师表示，在教学中融入校本化活动设计，极大提升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育人成效显著。

张康奕 老师
文华学院

陈琳琳 老师
山东师范大学

宣菡静 老师
郑州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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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类

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语言测试——以国才考试为例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韩宝成教授、彭萍教授、翟峥副教授、陈崛斌博

士，天津商业大学张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邹郝晶副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胡淼

博士主讲，基于国际传播背景，以国才考试为例，围绕人才培养和语言测试目标、

语言测试前沿理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方法进行系统讲解和深入指导，与来自全国

200余所院校的400余名参班教师共同探讨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将教学评融为一体，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韩宝成教授分析高等外语教育在新形势下的韩教授新任务、新要求，阐释服务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背景下，语言测试的目标和方法。韩教授表示，外语教育要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语

言测试应体现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才考试考查英语

沟通能力，包括国际视野与协商合作能力、跨文化理解与表达能力、分析问题与解

决问题的能力，与国际传播能力的要求相一致，能有效助推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胡淼博士介绍《2016—2020年中国大学生英语沟通能力发展报告》的研究成

果。该报告以中国大学生近五年在国才考试的成绩表现为数据，分析、展示了中国

大学生在较熟悉的、一般的、较专业的三种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所体现的语言能

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三种能力，对院校课程设置、教师教学实施、教师个人

发展和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韩宝成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胡淼 博士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才考试是在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大背景下研发的语言测试，坚持“立足中国、沟通世界、服务

职场、推动教学”理念，立足中国实践，聚焦国际沟通，有效评价学生在国际职场交流场合的国际沟通

与传播能力。翟峥副教授、陈崛斌博士、彭萍教授分别就国才初级、中级、高级做解读，阐释语言测试

的任务设计应如何落实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理念，实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目标。

三位老师表示，外语教学应注重家国情怀的塑造，加强沟通情境、身份和目的意识，助力学生提升

语言运用能力，成为能在国际交流场合中解决问题的国际沟通与传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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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峥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崛斌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彭萍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翟峥副教授介绍到，国才考试（初级）用于评价、认定学生在日常接待和熟悉的工作场合运用英语

开展工作的能力，包括建立联系、摘报信息、语言留言、产品说明四项口头沟通任务和交谈记录、浏览

材料、分析材料、整理材料、撰写邮件五项书面沟通任务。

陈崛斌博士介绍到，国才考试（中级）用于评价、认定学生在一般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运用英语开

展工作的能力，包括解说数据、回复留言、报告信息、专题发言四项口头沟通任务和会议纪要、研判材料、

撰写提要、撰写邮件四项书面沟通任务。

彭萍教授介绍到，国才考试（高级）用于评价、认定学生在较专业的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运用英语

开展工作的能力，包括发言总结、专题发言、谈判决策三项口头沟通任务和撰写提纲、撰写报告、撰写

提案三项书面沟通任务。

邹郝晶副教授结合国际人才英语课程（中级）的教学实践，阐述外语教学培养

国际传播能力的原则与方法。邹副教授介绍了国际传播能力的定义，提出了需求导

向、持之有故、遐迩一体、潜濡默化等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原则，并以《国际人才英

语教程（中级）》第五单元为例，展示了以混合式教学为特色的教学设计和第二课

堂活动设计。

张允教授强调评分标准和课堂评价对于语言测试和课堂教学的重要性，讲解

课堂评价的目标和方法。张教授以国才中级书面沟通任务三的评分标准为例，解

读如何通过话题阐述和语言表达两个维度，有效诊断学生的英语沟通能力。张教

授讲到，教师在创设教学活动、评价学生能力时，可借鉴国才考试的任务设计和

评分标准。

邹郝晶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张允 教授
天津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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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类

语言学研究：理论与应用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吉林大学姜峰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

学张天伟教授担任主讲专家，与来自全国高校 290余位参班教师共同探讨英汉语言

对比、学术话语研究和认知社会语言学相关话题，以期引领教师夯实语言学理论基

础，拓展研究视野，探索科研思路，掌握教研本领，提升科研素养，提高外语教育

教学与外语人才培养质量。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研修班伊始，王文斌教授回应了本次研修主题“‘经师’与‘人师’”，并作

出了深刻阐释。王教授指出，外语教师不仅要努力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成为学

术功底深厚的“经师”，也要在人格品质上做好学生的榜样，成为有人格魅力的“人

师”，更要全面提升综合素质，成为启智增慧的“能师”。

首先，王教授基于英、汉语教学与研究实际，指明了语言对比研究对于提升母

语及目标语的敏锐性，提升语言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为国际学术研究贡献中国成果

和智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王教授指出，目前外语教师的科研困境多与仅专注外

语研究、母语不精和研究视野受限有关。语言学的发展应借力于语言对比，其研究

基础是精通母语，深谙目标语，研究者应把握语言的本色和底色，做到运用自如。

王教授特别强调，在英汉对比研究中，研究者应重点关注“英有汉无”和“汉有英无”

的现象，尤其要注意语言结构中必不可缺的语言特征。王教授以英汉翻译的不同译

本为例，重申把握语言特征差异的必要性——只有洞悉译出语，方可达成译入语。

教育信息化即将迈入 3.0时代，教育领域全面深入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促进

改革与发展。在此背景下，“智慧教育”与“智慧教学”已全面走入教育教学科研

中。王教授帮助参班教师厘清了两者的区别与联系。王教授指出，教育与教学是上

下位的关系，前者更关乎能力培养，而后者更关乎技能培训。王教授肯定了智慧教

育在引导学生发展智慧，指导学生应用智慧，培养学生创造智慧方面的作用，也提

醒教师在借用智慧教育的过程中，要理性思考，注重语言与思维的统一。王教授强

调，教育中教师是关键，他们不仅担当技术开发者、资源整合者、教育设计者、教

育实施者和数据分析者的角色，更要肩负起教育创新者的责任，引导学生成长为全

面发展的人。教育信息化大趋势下，王教授对广大外语教师提出了殷切希望——要

广泛深入地阅读和思考，辩证地看待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作用，不断提高思辨能

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语言教育教学。

王文斌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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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峰 教授
吉林大学

姜峰教授在解析学术话语的过程中，首先点明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学术话语

不仅与日常教学密切相关，指导学生规范学习，更是在“中国学术走出去”上起到

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帮助提升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然而，学术话语的

实证研究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掌握关键方法，研究者定能做出一番成果，有所造诣。

姜教授从元话语的视角切入，深入探讨了学术话语的理论和实际应用。姜教授

表示，研究者应该抓住基础理论、创新课题研究，以教启研、以研促教，实现教研

相长。在梳理了不同类别的学科划分标准之后，姜教授指出各学科有其特有的话语

方式和体裁倾向，并以写作教学和研究为例，提醒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提升学

生话语能力，提高学生的体裁与修辞意识，帮助其了解交际目的和学科文化，从而

更好地构建学术身份。

基于语料库与学术话语的紧密联系，姜教授展示了通用语料库、专门语料库等

多种语料库的特点及优势，并鼓励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教育教学实际自建

语料库。研修中，参班教师纷纷表示希望了解更多学术话语研究的前沿话题。对此，

姜教授建议，教师可以从学术会议、期刊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热点话题，也可以从

日常教育教学中挖掘话题，捕捉学术点，开展相关研究，教研并进。

张天伟教授首先梳理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假设、趋势与特点。张教授指出，

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主要建立在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从认

知角度探讨社会语言学的核心问题。张教授表明，目前认知社会语言学理论已经得

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其研究核心是语言变异问题，研究者应注重语言接触研究以及

跨语言的类型学研究。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概括介绍，张教授阐释了其研究路径，

并着重介绍了变异规则、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为参班教师厘清了研究思

路。张教授强调，理论研究应服务于案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随后，张教授从自身研究出发，介绍了语言景观研究理论，并对其主要功能、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张教授指出，语言景观以实用性为主要特征，

同时具有象征性和受众友好性。研究者可以从宏观、微观、历时、共时等角度，运

用质性研究、变异研究等方法，围绕全球化、多语制等议题展开研究。为了让参班

教师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张教授从能动性的角度阐释了冬奥语言景观研究。张教授

表示，语言景观不仅是反应社会生活和客观世界的窗口，也能折射出能动性与客观

世界的互动关系。同时，张教授也鼓励参班教师将能动性理论带上一个新台阶。

张天伟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认知语言学研究：理论与方法

本期研修班特邀南京师范大学张辉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卢卫中教授和北京外国语

大学许家金教授主讲，围绕认知语言学理论源流、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

态势等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讲解，助力来自 260余所院校的 300余名参班教

师深化理论理解，把握前沿动态，提升领域内研究能力。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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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卢卫中 教授
浙大城市学院

认知语言学没有统一的理论框架，而是包含各种不同的流派和分支。在回顾不

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认知语言学研究所进行的分类的基础上，张辉教授指出，最近

几十年认知语言学已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采用多元方法的综合理论框架。接着，

张教授以认知语言学的“三个轴线”“三个层面”为线索，以理论发展和应用研究

为脉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张教授提到，认知语言学目前仍是一个非常有活

力的研究领域，希望参班教师能积极参与到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之中。

张辉教授接下来聚焦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批评认知

语言学。张教授首先解释了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概念，并介绍了其特点、目标及任 
务。张教授提到，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一方面反映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

向”，同时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转向”。之后，张教授从隐

喻批评分析、话语空间理论、趋近化理论、Hart批评话语研究的认知视角等四个

方面详细阐述了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视角。张教授以具体的研究为例，分别介绍

了如何将趋近化理论等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视角应用于实际分析中。

张辉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如何利用心理学实验方法进行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张

教授强调，实验方法在批评话语研究中的运用，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关

系，因为批评认知语言学已经把读者纳入了考察范围，探讨在某一语境下“理想的

读者”对文本或话语的解读。针对如何开展实验，张教授不仅详细解释了实验方法

的基本知识，而且对实验设计、实施以及数据的统计处理等各环节也进行了阐释，

带领参班教师步步深入。张教授指出，实验方法在批评话语研究中是一个新方法，

首次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会面临较大挑战，但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新领域。

卢卫中教授系统全面地讲解了隐喻、转喻，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作用。

卢教授指出，人类在进行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喜欢使用“由此及彼”的间接表达，

而此类表达的两大认知机制就是隐喻和转喻。接着，卢教授深入分析了认知隐喻和

转喻的演变和发展，借用大量语言实例阐释了概念隐喻、多模态隐喻、刻意隐喻，

以及认知转喻学、转喻链等重要概念。卢教授还梳理了隐喻、转喻识别方法及语料

库方法等内容，为教师开展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卢教授提到，转喻是隐喻的基础，

在语言中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呈现出多种互动关系。此外，卢教授还深入阐述了

隐喻、转喻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及与其他学科（如教学）的交叉研究，并展望了

未来研究方向。

卢卫中教授的第二讲介绍了认知语言学和翻译学的交叉研究领域——认知翻译

学。聚焦狭义认知翻译学，即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卢教授通过引用大量文

学领域和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例，全面介绍了隐喻与翻译研究、转喻与翻译研究、

识解与翻译研究、象似性与翻译研究等四个领域。卢教授指出，认知翻译学与其说

是一门新兴学科，倒不如说是翻译研究的新途径和新范式。最后，卢教授从文学隐

喻与转喻翻译、语篇层面的转喻翻译、隐喻翻译与转喻翻译之间的互动等方面对认

知翻译学研究进行了展望，为参班教师展示了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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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金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家金教授的第一讲通过对代表学者的梳理，带领参班教师进一步理清认知语

言学的发展脉络。许教授首先阐释了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意义中心论”“基于使用

的模型”等概念，指出认知语言学是一个整体的理论的集群。许教授指出，近 20
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其中语料库方法逐渐成为常用的

量化方法之一。接下来许教授分享了 Stefan Th. Gries、Dirk Geeraerts等领军学

者的主攻方向、个人网页、研究团队、代表成果等内容，并阐明了相关研究中的语

料库视角。许教授鼓励参班教师时常关注重要学者的前沿研究动态，深度挖掘选题。

许家金教授的第二讲重在实践演练。在分享大量语料库平台、工具和软件的基

础上，许教授通过具体案例，层层深入地带领参班教师进行实践演练。许教授首先

强调，语料库可以和认知语言学结合的根本就在于“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接着许

教授依托 SKELL语料库讲解了 cognitive commitment这一概念，借此示范了如

何通过语料库进行检索、探究。接下来许教授深入阐释了如何利用语料库方法，回

应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转喻和构式研究等议题。许教授以hunt、free hand等为例，

展示了如何进行词性标注、语义标注等语料标注，以及如何在语料库工具中检索使用；

并展现了语料库如何学习人类的判断，实现自动化，以自动识别隐喻等语言现象。

生态语言学与生态话语分析

本期研修班特邀华南农业大学黄国文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主讲，围绕

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前沿话题与研究案例等进行全面

梳理和系统讲解，助力来自260余所院校的300余名参班教师熟悉生态语言学理论，

把握前沿，提升领域内研究能力。

黄国文教授分别从学科的定义、兴起、发展与研究现状介绍生态语言学这一新兴

学科。黄教授指出，生态语言学是语言学和生态学的交叉学科，研究语言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互动中的作用。黄教授认为，生态语言学的兴起受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

生态问题的影响。在经历了“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之后，语言学研究者开始以

生态中心论为指导，掀起了语言分析的“生态转向”。生态语言学的早期研究范式主

要包括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前者认为生态语言学主要研究环境对语言的作用，后

者则强调语言对环境的影响，认为语言使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必须以维护人类社

会良好的生存环境为出发点和终结点。黄国文教授强调，生态语言学具有良好的学科

发展前景，它不仅顺应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更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生态意识，

研究者应“思，以生态语言学为本；行，以生态语言学为道”。

黄国文教授首先阐述了生态话语分析的指导思想——一条基本假定“以人为本”

和三条原则“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制约原则”，随后通过案例分析展示如何将这

些指导思想应用于分析中。通过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引用和分析，黄教授指出，良知

原则主要指生态良知，它是由于人类逐渐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关

联，从而产生的一种关爱、保护自然的自然、自觉、自愿的‘善’的观念。每个人

黄国文 教授
华南农业大学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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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我”为中心，如何对待其他生命形式则取决于其与“我”的亲疏关系，这

些亲疏关系可从不同维度（如地理、时间等）定义，这就是亲近原则。制约原则指

人类行为受到三个层次的制约：个人良知和修养的制约，社团“乡规民约”的制约，

社会、政府机构的法制制约。黄教授指出，假定是前提，何时采用何条原则则视问

题的性质而定，很多情况下三条原则并存。

黄教授指出，生态哲学观对于生态话语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每个研究者都可以

有自己的生态哲学观。在介绍英国学者 Arran Stibbe提出的三种话语类型：有益

性话语、破坏性话语和中性话语之后，黄教授通过实例分析讨论了同一类型语篇的

不同性质、同一语篇的不同归类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对语篇类型判断的影响，介绍了

如何在语境中解释话语。黄教授勉励大家，如何用我们的生态哲学观叙述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形象、发出中国声音，值得各位研究者继续思考并为之努力。

黄教授从“故事”这一概念入手，介绍了自己从事和谐话语分析的经验。黄教

授深入阐述了提出和谐话语分析的哲学根源，以及和谐话语分析的目标与原则、理

论指导、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和谐话语分析的基本假定是“以人为本”，理论指

导主要为问题导向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黄教授强调，国内研究者思考话语的生态分

析时，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及价值取向，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何伟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伟教授从研究缘起、研究目的、研究范围、理论基础等多角度比较了批评话

语分析、积极话语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和生态话语分析等话语分析范式之间的异同。

生态话语分析是在生态哲学观指导下的一种生态语言学研究范式，是对韩礼德模式

的发展。与其他三种范式相比，生态话语分析具有宏大的研究目的、广泛的研究对象、

明确的研究步骤，以及开放性的理论基础，这些得益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其应用与超

学科性质。何教授总结，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范式，生态话语分析既具有解构性质，

又具有建构性质。为促进人们生态行为的改善，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何教授鼓励

研究者采用“生态话语分析”模式，对话语的生态性及语言综合特征进行研究。

何教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介绍了基于经验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

和逻辑功能建构的及物性系统、语气系统、评价系统、主位系统、衔接与连贯系统、

逻辑关系系统等理论，示范了如何使用上述理论进行生态话语分析。何教授指出，

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的生态行为，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的

和谐发展，才是生态话语分析的目标。

何教授先后分享了教材话语和广告话语生态分析的案例。环境危机是当前影响

人类社会的重要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教科书都应该关注生态议题。

何教授以具体文献内容为案例，介绍了内容分析法、系统功能语言学及物性系统理

论在教材生态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并介绍了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有关植物的话语特

点，指出深入研究教师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及其主导信念具有重要意义。接着，何

教授以环境保护类公益广告话语为研究对象，以及物性系统理论为指导，对其生态

属性进行了解读，揭示了环境保护类公益广告话语生态意义的体现方式，结合研究

发现，何教授建议，环保公益广告应多采用心理过程表征方式，多采取非人类生命

体作为小句信息的出发点，并在拟人手法的使用上多关注其生态价值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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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动态追踪与文献综述撰写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家金教授和刘鼎甲博士主讲，详细介绍了当前

外语学科研究热点、学术动态追踪及研究选题挖掘路径、文献综述撰写原则与方法

等内容，并通过实战演练，帮助来自全国 330余所院校的近 500名参班教师掌握

学术工具，精进研究能力，提高科研效率。

许家金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许家金教授指出，追踪学术动态和撰写文献综述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础，特别

是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甄选、筛选出有价值的信息，确定有意义

的研究选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研成果的创新性和影响力。许教授通过知识图

谱的呈现方式，系统梳理了现代语言学主要流派和英语教学法发展的脉络，帮助参

班教师理解语言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代表人物之间或一脉相承、或推陈出新的关

系，构建学科知识体系框架。许教授的讲解不仅帮助参班教师快速把握理论的发展

脉络，同时展示了对文献进行结构化提炼的思路与方法。

学术研究具有动态属性，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需要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加以传

承和创新。许教授指出，阅读文献的目的不只是梳理研究脉络，更重要的是挖掘研

究空白、了解研究趋势。许教授以具体论文为例，展示了文献综述和可视化结果分

析，帮助大家掌握如何将文献梳理结果转化为研究实践。文献爬取与管理工具的使

用确实能帮助研究者在短时间内把握学科发展趋势，提高效率，但许教授强调，在

学术研究中，工具仅发挥辅助作用，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对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理

论知识基础，如此方能对可视化图谱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

在参班教师了解了科研项目申请书撰写原则与注意事项后，许教授重点介绍文

献综述类体裁写作的撰写原则与方法。为便于老师们理解，许教授将文献综述的撰

写思路形象地概括为“寻根问祖（某领域最早的研究）、中流砥柱（某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研究）、同道中人（某领域近年来的热点研究）和薪火相传（对某领域

研究的接续）”，并以实际案例加以阐释。许教授还特别强调了文献综述内容逻辑

性和语言表述专业性，分享了实用的学术英语写作网站和资源。最后，许教授特别

鼓励参班教师，要在平时的学术研究中多阅读、多积累，提升表述的专业性和严谨性。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刘鼎甲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为了帮助参班教师高效检索、获取文献信息，刘鼎甲老师详细讲解了 CiteSpace
的安装方法及文献梳理、管理和可视化图谱生成与分析的方法，并带领参班教师逐步

操作。刘老师指出，当今文献数量大、增长快、时效性强、内容交叉重复，因此，能

够快速检索到所需文献，并进行有效阅读、分析，可以极大地提升效率。刘老师还以

自己开发的检索与分析软件为工具，以Web of Science和 CNKI为例，逐步展示了

按照不同文献类别分批爬取、分析文献的具体操作方法。刘老师强调，不同学科有不

同的数据检索方式，研究者可根据自己所关注的领域按需进行文献搜索。

科研项目是支持高水平学术研究、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刘老师认为，和期刊论文相比，科研项目选题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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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家金教授、刘鼎甲博士和徐秀玲博士主讲，详

细介绍了语料库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当前主流的语料库资源、语料库创建与加工的

方法、通用语料库工具的核心功能、R语言在语料库研究中的应用、数据驱动学习

的原则与方法等内容，并通过操作演示，帮助来自全国近 300所院校的 500余名

参班教师和研究人员掌握语料分析与统计工具，精进语言研究与教学能力，提高科

研效率。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者的要求更高。因此，申请者需要在申请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准确分析近年的立项

热点和动态，把握立项趋势，以便在申请时做到有的放矢。刘老师详细介绍了获取

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选题的方法，以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为例，

利用可视化软件直观地展示了分析往年科研项目选题的方法。最后，刘老师分享了

自己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历，详细阐释了项目申报书填写要点与注意事项，

强调项目选题一定要做到高、新、奇，申报项目要不懈努力、持之以恒。

许家金教授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不同类型的主流语料库，主要包括通用语料

库、专用语料库、自建语料库、本族语语料库与非本族语语料库等。随后，许教授

以 Brown Corpora、CQPweb、DEAP Corpus为例，详细介绍了在线通用语料

库的建设历程、代表人物及研究用途。

然后，许教授演示了通用语料库工具的核心功能，主要包括列表（含词表、短

语表及主题词表）和检索功能（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及搭配分析），用 AntConc
语料库工具分别展示了 Crown美国英语语料库和 DEAP学术英语语料库的使用方

法，并以 DEAP语料库中的 AgriDEAP子库为例，分析了农业英语的词汇特色，

为参班教师提供了相关研究的选题思路和建议。

许教授带领大家了解了当前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并详细介绍了 English-
Corpora.org在线语料库平台，对该平台上的语料库，如 NOW（News on the 
Web）、COCA（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HA（Corpus 
of Historical American English）、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等逐一进

行了介绍，帮助参班教师了解这些语料库的研发背景、库容、更新情况、文体类型

等方面的内容。除了在线语料库资源之外，许教授还展示了一些需要下载的语料库

工具（WordSmith、AntConc、MonoConc、PowerConc）。

在回顾了语料库的类型和功能之后，许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如何利用语料库资

源进行数据驱动学习的理解，其中“数据”指的是语料数据，即大量真实语言使用

实例，而“驱动”指的是概率驱动，即出现频数和共现频数。许教授认为数据驱动

学习应遵循“四用原则”（真材实用、优选常用、单词连用、情境活用），为学生

提供选材地道、语境典型的优质输入语料。

许家金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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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参班教师了解语料库的创建与加工过程，刘鼎甲老师先讲解了语料库的

设计思路和语料的取样原则，之后介绍了 TreeTagger、USAS English semantic 
tagger、Stanza等语料库加工工具，并带着参班教师分步进行元信息标记、词性

标注、句法标注、文件转码和批量更改文件名等操作。

针对 R和 RStudio的安装步骤，刘鼎甲老师做了一步步详细拆解，耐心解答

参班教师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问题。

刘鼎甲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秀玲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秀玲老师以当前一些主流的中英文在线语料库平台，如多语种在线语料库检

索平台 BFSU CQPweb、语料天涯（Corpora A-Z）、BCC语料库（北京语言大

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绍兴文理学院开发的中国汉英平行语料大世界、COCA等为

例，详细演示了如何通过正则表达式在语料库中进行词汇检索，以此来找到更常见、

更地道的词汇表达，帮助参班教师更好地利用语料库资源开展语言研究和教学活动。

为更好地将语言研究与 R语言统计方法衔接起来，徐秀玲老师通过带领参班教

师解读 R语言在语料库研究领域的论文案例，帮助各位老师初步了解翻译语言研究

中的条件推断树方法和语法研究中逻辑斯蒂回归建模方法。

随后，徐秀玲老师带领参班教师一步步地进行条件推断树和逻辑斯蒂回归建模

的操作，包括用 Rstudio打开代码、导入 text文本、更改数据类型、数据汇总、

加载程序包、绘图与图形解析、建模评估等步骤，详细解析了衡量模型拟合度的指

标（模型的总体分类准确度和模型的 C值），并结合案例中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

数据对模型评估结果进行解读。由于 R语言的统计方法对于部分参班教师而言具有

一定难度，徐秀玲老师还推荐了一些 R语言入门书籍，并鼓励各位老师课后多阅读

相关文献。

外语教育研究论文写作：选题、设计与撰写

本期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徐浩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

教授，北京语言大学许宏晨教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常小玲副编审主讲。来自全

国 260余所高校的近 500位教师参加了本期研修班。本期研修班理实并重，既有

理念讲解和方法阐释，又有审改实践和案例分析，为参班教师系统讲授了外语教育

研究论文的选题、设计、撰写思路与方法，以及国内外期刊投稿注意事项等。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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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伊始，文秋芳教授指出，科学研究的终极意义是创造新知识。就外语课堂

教学研究而言，除了助力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发挥学生潜能、提升教学

能力、促进教师发展外，其根本目标是为人类外语教育研究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

因此，外语课堂教学创新研究意义重大。文教授结合实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

个维度具体阐释了外语课堂教学研究如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研究方法三

方面进行创新，分析了四种创新类型，包括引进评介、引进改造、扎根本土、中外

融通，以及每种类型的价值意义及论文撰写要求。最后，文教授为大家澄清了有关

外语课堂教学研究的三个主要误区。文教授关于外语课堂教学创新研究的专题文章

将刊发于《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年第一期。

围绕外语教育研究论文的选题挖掘与评析，徐浩副教授结合三个研究案例，分

享了选题思路，并结合其价值意义和可行性分析，为参班教师提供选题建议。徐浩

副教授指出，论文选题要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后对问题作初步分析，如该选题的

知识贡献如何，是否具有发表的可能性，在研究对象、设计实施、时间要求等方面

是否可行。除此之外，徐浩副教授还分享了外语教学、外语教材、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学习、外语测评等外语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些具体选题思路。

徐浩副教授结合一篇质性研究期刊文章的审改案例，对文章和审稿专家的修改

意见作了详细剖析。徐浩副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论文评价的基本标准：论点清晰聚

焦、方法科学合理、论证完整严谨。徐浩副教授结合具体案例，说明论点清晰聚焦

包含研究领域清晰、研究重点聚焦，以及论文性质明确（如报告、对比、综述等）。

徐浩副教授指出，研究方法为研究目的服务，但方法有内在规范，如理论研究通常

从研究视角、概念、文献等方面入手，实证研究则包含量化、质性、混合等研究方

法，综述研究聚焦议题、历程、趋势等。此外，论证完整严谨意味着全面阐述观点

的内涵和外延，且论述有过程、过程有逻辑。

科学、严谨且有逻辑的撰写对于文章是否能够发表至关重要。徐浩副教授主要

展示了论文摘要和文献综述的撰写案例。徐浩副教授指出，摘要、文献综述包含特

定的功能和内容。摘要的功能语步主要为说明研究的重要性、做了什么研究、如何

做的，以及有什么发现。文献综述主要为揭示、论证研究空白，以及铺垫、论述重

要概念。

徐锦芬教授首先介绍了研究设计的概念及常见问题。徐教授指出，研究设计是

研究选择的总体战略，十分重要。研究者要把研究方法视作工具，根据研究问题选

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接下来，徐教授具体讲解了混合性研究设计的定义、类型、步

骤和效度评估，并结合两篇文章的审改案例，重点阐释了混合性研究设计的质量指

标。最后，徐教授结合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分析了一篇规范的混合性研究案例的设

计思路。徐教授总结道，在进行混合性研究设计时，应特别注意满足设计合理性、

设计充分性、设计一致性和分析充分性等质量指标，以研究问题和目的为导向，制

定最合适的研究设计，选择恰当合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具，并对质性和量化数据

进行充分阐释，以对研究的现象和问题形成全面的认识。

徐锦芬教授具体分析了外语教育研究的三大特征（应用性、跨学科性、实证性），

讲解了外语教育研究论文写作规范及注意事项。徐教授梳理了国内外语类 CSSCI
期刊的投稿指南，从了解并选择期刊、按照期刊要求投稿、对专家审稿意见进行有

文秋芳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浩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徐锦芬 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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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回复等方面讲解了投稿注意事项。徐教授强调，要了解审稿专家的关注点，

注重选题的新颖性、文献综述的充实性、研究设计的完善性、结果与讨论的深度性

和启发性、研究结论的可推理性、写作的清晰性等。最后，徐教授为大家讲解了国

际期刊的投稿注意事项，并推荐了相关期刊和参考文献。

许宏晨教授聚焦一篇量化研究期刊文章，首先梳理了其审改流程及关键环节，

然后重点展示了初审、外审、主编终审时对该文章提出的修改建议以及文章修改前

后的对比，从选题、文献、论证、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论文结构等方面详细展示

了论文的修改过程。许教授总结道，论文选题是“灵魂”、文献综述是基础、研究

设计是关键、结果讨论是拓展。同时，提醒参班教师认真对待审稿意见，修改稿件

要及时、到位，抱着积极的心态对待论文写作、修改与发表的过程。

许宏晨教授聚焦论文论证、研究结果与讨论以及结语部分的案例分析。许教授

指出，研究方法要根据研究问题确定，不能“一种方法行天下”。结果重在汇报研

究发现，讨论重在解释研究发现，并与前人的发现进行对比，与同行“对话”。结

语重在呈现观点和启示，但必须要以研究发现为基础，体现对研究的反思和对未来

研究的展望。

常小玲副编审聚焦《外语教育研究前沿》，介绍了期刊的宗旨、定位、特色与

主要栏目，以及投稿须知、投稿建议和交流渠道。《外语教育研究前沿》的办刊宗

旨是立足中国实际，关注本土外语教育中的真、急、热问题。常小玲副编审结合具

体专栏，指出《外语教育研究前沿》的三大栏目特色：立足本土问题，服务国家战

略，推动教学改革；聚焦特定问题，坚持不懈研究，引领理论创新；引入前沿话题，

鼓励融通中外，推动学术互鉴。常小玲副编审从适切性、现实性、创新性、规范性

四个方面为参班教师提供了投稿建议。最后，分享了该期刊与读者的交流渠道，包

括“前沿面对面”活动、外语教育研究论文写作研修班、学术会议、专题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

许宏晨 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 

常小玲 副编审
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 
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以赛促教——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理论、策略与实践研修班3

7月 23日，外研社 2022年全国高等学校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于线上举办。浙江大学何

莲珍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张虹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胡杰辉教授立足教育大势，解读理念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石嵩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胡艳红副教授、华侨大学苏慰凰副教授、四川美术学院刘曦副教授聚

焦课程与教学，分享院校特色实践。全国高校万余名外语教师齐聚云端，共享智慧成果，共探发展路径，

为成为“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新时代外语教师携手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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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考试开发与研究

何莲珍教授以浙江大学自主研发的英语水平考试为例，从编写考试说明、题库

建设、试测与实测、考试组织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校本考试研发设计与实施方案。

何教授表示，有效保障校本考试科学性，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应建立常态化、贯穿

考试开发及使用全程的考试效度验证体系，关注分数解释及使用过程中蕴含的价值

判断及社会后果。通过多角度的效度研究，优化英语能力诊断和个性化反馈的标尺，

助力教师因材施教，学生自主学习，促进教、学、评的有机融合，实现“车同轨”“量

同衡”，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以有益实

践成果推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逻辑框架：编者视角

教材是国家事权，体现国家意志。编写教材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对国家负

责，对社会负责，对学生负责，对教师负责，对历史负责。文秋芳教授详细解读了

大学英语教材编写逻辑框架：符合国家标准逻辑、教材文化逻辑、语言教学逻辑、

语言学习逻辑和编写管理逻辑。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例，教材编写要符合国家要求和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课程要求；教材内容要有机融入中外多元文化，实现文明交

流互鉴，在文化对比中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教材编写要以教学理念为依据，保证教

材设计逻辑自洽。文教授讲述了当前大学英语教材文化呈现认知误区，如对西方文

化反应过度等，引导院校及教师正确认识和看待外语教材。

有效使用教材，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统一

优化教材使用，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统一，是落实立德树人、提升课堂成效的

重要路径。张虹教授以《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为例，从编写理念、主题选择、

语言素材、活动练习四个方面，阐述教师应如何挖掘教材思想性与科学性内涵，培

养学生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和审美情操，实现英

语应用能力、跨文化能力、创新能力、思辨能力协同发展。教师应根据校情、学情

对教材进行有的放矢、有理有据的“增删改调”，对接教学需求，既要“走进文

本”，又能“跳出文本”，挖掘教材语言学习价值和育人价值，因材而用、因境而

用、因生而用，做到“Breathe life into the textbook, and bring the textbook 
to life”。

何莲珍 教授
浙江大学

文秋芳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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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赋能，有效提升大学英语教学

胡杰辉教授深入解读教育技术赋能内涵，并从系统性生态构建、高阶性学习目

标、生成性学习内容和协同性学习评价四方面阐释如何通过系统性教学设计实现课

程重构，提升教学效果：1）技术支持构建系统性外语课程生态，通过数字资源与

技术工具等媒介实现有效教学；2）技术支持高阶性学习目标达成，帮助学生实现

语言的“内化与交流”，推动高阶思维发展；3）技术支撑学习内容生成，以《新

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1》为例，通过构建在线学习社区，盘活资源，设计学习内

容，逐级实现高阶学习任务；4）技术支撑人机协同评价开展，基于智能数据反馈

与教师评价，提升促学效果。

思政担当 启智增慧——《新视野大学英语》（思政智慧版）使用实践与
思考

中央民族大学打造优秀教学团队，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思政智

慧版）为教学材料，依托 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方面

作出有益探索，建设形成具有校本特色的线上线下混合型分层级智慧教学体系。石

嵩教授以具体教学单元教学实践为例，详细阐释了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深入挖掘教材

思政内涵、充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设计教学流程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经验。

启智创新 百花齐放——以《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 综合教程》为例

胡艳红副教授结合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实践，分享了基于《新编大学英语（第

四版） 综合教程》的教研经验：1）深入理解教材理念与单元设计，灵活应用教材

资源设计活动；2）深入挖掘教材思政内涵，结合现实生活设置产出练习，拓宽学

生思维，落实教书育人。同时，胡副教授以综合教程 3第四单元为例，从教学目标、

教学环节、学生作品三个方面详细展示了校本大学英语特色教学设计与实践成果。

“智能 +”环境下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以《新视野大学
英语》为例

华侨大学依托U校园、iTEST、iWrite、Utalk、UMOOCs等多平台资源，创设 
“智能 +”教学环境，推进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苏慰凰副教授以《新视野大学英

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 2》第三单元为例，展示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授

课教师将智慧教学工具有机融入课前、课中、课后教学全流程，形成线上与线下授

课、传统教学方法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多模态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专题报告

胡杰辉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石嵩 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

胡艳红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

苏慰凰 副教授
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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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英语教学中的“艺术”——艺术类大学英语的教与思

四川美术学院遵循“本土化”（学情）、“视觉化”（输入）、“艺术化”（输

出）的教学原则，构建形成通专结合的艺术通识课程体系，培养健全人格、自由发

展的“全面智识艺术英才”。刘曦副教授以基于“E英语”系列教材开设的课程为例，

从在线课程建设、课程教学内容、课程整体设计与课程评价设计等四个方面具体阐

释了艺体类院校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经验，并结合《E英语教程 2》第二单元教学实

例作了详细展示。

李会钦社长在开幕式中表示，立足百年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在肩，高

等外语教育应把握时代之变，胸怀两个大局，着眼全局谋划，催发创新变革；高等

外语教师应努力成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精通专业知识，涵养师德匠心，

为培养更多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新时代人才贡献力量。外研社

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以“经师”与“人师”

为主题，精心设计“以研促教”“以赛促教”“以云促教”三大模块，服务教师全

面发展。

任倩副社长从教材出版、数智建设、师生发展三个方面介绍了外研社为服务大

学英语教学发展建设的优质教学资源体系。外研社基于国家发展需求、师生发展需

要，以《新编大学英语》、《新未来大学英语》、“E英语”系列等精品教材为基，

Unipus高等教育产品体系等数字平台为翼，深耕学术出版，精心设计会议研修，

探索赛事测评创新，充分落实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为教师发展与人才培养提供

多元助力。

刘曦 副教授
四川美术学院

李会钦
外研社社长助理、
高等英语教育出版
分社社长

任倩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
育出版分社副社长

外研社社长助理、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社长李会钦，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副社长任倩主持 
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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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团队 空军预警学院团队

第 1 场、第 2 场

大学英语组第 1 场、第 2
场共计 16组参赛教师团队云

端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兰州

大学龙凤霞老师与安心老师、

空军预警学院陈琛老师与陈甜

老师代表团队荣获特等奖，成

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全国半决赛（大学英语组）

文秋芳教授表示，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的十年发展见证了

外语教师的飞速成长，参赛教师智慧的教学设计、自然大方的教态、

精美的教学课件、精益求精的备赛精神等都值得称赞。随后，文教

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对参赛教

师团队提出建议：1）教学设计应有一个清晰的教学总目标，依据

总目标制定可测可量的子目标；思政目标是隐性的，应避免“标签

化”，要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中；2）教师使用教材授课可基于学情、

目标等适当调整、删改教材内容，但需谨慎增加教材之外的补充材

料；外语教学的本质是语言教学，语言知识的教授和语言的应用才

是外语课堂教学的重点；3）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应从

教学实际出发，选择适恰的教学方法；4）教学评价手段要落地，

要能够真正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评委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提问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虹教授对大学英语组第 1场、

第 2场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文秋芳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虹教授表示 16组参赛教师团队的教学设计均紧扣大赛主

题，做到了基于学情、因材施教，值得肯定。同时，张教授对参

赛教师团队提出三点建议：1）语言教学要显性，语言目标应在单

元教学目标中更显性地呈现，并在课堂教学中落地；2）“Less is 
more”——思政内容要避免过度堆砌，应适度、隐性地融入语言

教学；教学内容要“做减法”，有限时间内应聚焦一个具体的目标

进行透彻讲解，达成有效教学；补充教学材料应谨慎，做到适度、

得当；3）语言与育人应有机融合，价值观念、道德品格的习得应

寓于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之中。最后，张

教授总结道：思政要润物无声，但语言学习一定要雁过留痕。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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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名单

特等奖

兰州大学 龙凤霞	 安	 心	 续	 斌

一等奖

安徽师范大学 王家根	 王	 瑜	 张	 涛	 詹	 蓓

湖北中医药大学 龙	 菡	 余	 茜	 田	 丽	 李思乐	 刘	 娅

二等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大学 陈	 莉	 任苗苗	 徐晓娟	 赵丛丛	 李佳莹

广州大学 李	 丽	 谭苏燕	 岑润桃	 彭念凡	 陈芷蔚

成都理工大学 何梦苏	 周	 阳	 任怡霖	 陈	 熙

商丘师范学院 黄	 明	 杨	 洁	 郭培粉	 刘	 敏	 张	 倩

昆明学院 杨	 平	 李	 娜	 高玉林

第 1场

特等奖

空军预警学院 陈	 琛	 陈	 甜	 李小花	 宋	 敏	 吴	 恒

一等奖

四川外国语大学 赵华雪	 王	 欢	 刘姗姗	 苏晓俐	 向	 蓉

安徽工程大学 孔令云	 韩利敏	 王金凤	 王	 钰	 左言娜

二等奖

苏州大学 刘	 仪	 王晓伟	 夏	 天	 张	 晔	 顾卫星

太原学院 梁丽娜	 闫	 旭	 李	 莉	 李小芳	 何	 莉

陕西中医药大学 侯	 茜	 赵	 元	 康	 敏	 王鹿鸣	 王	 玮

浙江工商大学 韩	 颖	 杨佩佩	 徐玉苏	 高春梅	 王甲能

河北地质大学 安尚勇	 孔	 莹	 朱丽云

第 2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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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场、第 4 场

第 3场、第 4场共计 16组参

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烈

角逐，昆明理工大学李科老师与

刘芋蔓老师、华中科技大学孔德

麟老师与陈丹蕾老师代表团队荣

获特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何莲珍教授称赞了参赛教师团队在理论运用、学情分析、思政

融入、评价意识、信息技术和教学语言等方面的诸多亮点，并对参

赛教师团队提出优化建议：1）教学目标的设定要有据可依，如大

学英语教学目标应参照《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制定；2）学情分析

需从“服务国家战略”和“个人成长需求”两个维度考量；学生语

言能力水平评估应建立在科学测评的基础上；3）价值观引导需更

加自然，应把握好思政融入的时间点、引导好教学活动的方向性、

反馈好学生的课堂表现；4）教师需准确理解教学评价相关概念，

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5）教师需有效使用教材，深入挖掘教材内涵，基于教材，再跳出教 
材；6）教师需明确大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言 
能力，所有教学活动应紧密围绕语言能力提升展开。

张虹教授从三个方面对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提出优化建议： 
1）明确教学目标的表述方式。教学目标应可测量，应使用具体可

量的行为动词表述；教学目标不能等同于教学内容，应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具体描述学生在完成学习后应达到的水平。教师需进一步

深入思考如何准确设定教学目标，使其真正成为灯塔，指导教、学、

评一体化的实现。2）善用教学理论。理论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

理论运用应重质而非重量，教师需扎实理论功底，丰富学科专业知

识，深入理解所使用的教学理论的内涵，真正将理论应用于教学实

践。3）说课与展示应紧密结合，各司其职，说课环节可短小精悍，

聚焦于对展示环节使用理论及目标的表述，展示环节则集中展现课

堂过程，实现理论的有效落地。

评委会主席、浙江大学何莲珍教授，提问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虹教授对大学英语组第 3场、第

4场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昆明理工大学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教授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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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昆明理工大学 李	 科	 刘芋蔓	 龙	 娟	 高云倩	 姜婷仪

一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刘源源	 张箫雨	 周广艺	 唐安华	 胡	 琼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赵雪倩	 马雪松	 向	 丹	 梁	 娜	 刘	 雪

二等奖

安徽三联学院 卜梦然	 黄祖铭	 陈	 阳	 赵苏怡	 张玉立

四川师范大学 黄一平	 何广宇	 刘孝斌	 张碧芸	 金黛莱

江苏大学 吴爱慧	 王琳智	 毛卫强	 李	 霞	 鞠小丽

福建医科大学 刘晓艳	 林	 静	 甘	 仪	 陈菲娜	 游	 晟

兰州理工大学 吴	 佳	 李红霞	 丁翠萍	 杨丽萍	 庞茜之

第 3场

特等奖

华中科技大学 孔德麟	 陈丹蕾	 胡艳红	 彭啟敏	 丁	 煜

一等奖

浙江农林大学 毛秋莉	 朱晓婷	 何	 琼	 陈艳君	 应承霏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惠	 翠	 王秀秀	 徐文蓁

二等奖

成都文理学院 王	 琴	 李	 洋	 李	 杰	 徐	 倩	 李	 璇

西安欧亚学院 马	 兰	 张	 聪	 姚银花	 熊	 乐	 任丽娜

南京林业大学 汪宜宁	 刘	 存	 唐明辉	 张鲁宁	 杨喜刚

新疆第二医学院 祁文娟	 朱文珺	 叶	 婧	 崔倩倩	 渠苏婉

云南师范大学 夏	 娜	 朱虹燕	 赖怡霏	 雷	 姣	 李婕昕

第4场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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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文斌教授，提问评委、首都师范大学白晓煌副教授对大学英语组第 5
场、第 6场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王文斌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白晓煌 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王文斌教授对 16组团队在教学的思想性、科学性以及教学

语言、教姿教态等方面的表现表示赞赏，同时也为教师提出改进

建议：1）英汉语言存在差异性，教师应把握语言差异性给中国

学生带来的英语学习难点，从而设计教学内容，帮助学生突破语

言难关；2）外语教师应注重提升自身语言修养，教学语言不仅

要保障语义正确性，也要注重文体协调性；3）大赛主题强调“外

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因此，教师应注重对课文的充分挖掘；4）
外语教师在挖掘课文深度时，应强化外语教学的人文性，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人文精神。最后，王教授表示，教育不是注满一

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希望外语教师能以语言为载体，培养、

教育、启发学生。

白晓煌副教授表示16组教师团队突破自我、参与大赛的勇气，

鼓足干劲、艰辛备赛的坚持及不断精进的精神令人由衷敬佩，同

时，对参赛教师团队提出两点优化建议：1）参赛教师团队需紧

扣大赛主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进一步深入思考如何基于

学校特色、学生情况、班型等具体因素，在教学设计与展示中真

正落实教材的“有效”使用；2）比赛要求参赛教师团队选取教

学单元中 1个最具特色、关键完整的教学环节进行展示，教师在

展示环节应适当展现该环节的前后关联设计，以更好地呈现出教

学环节的完整逻辑。

第 5 场、第 6 场

第 5场、第 6场共计 16组参

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烈

角逐，山东大学曲丽洁老师与卢

攀老师、珠海科技学院金霄老师

与庞淼老师代表团队荣获特等奖，

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山东大学团队 珠海科技学院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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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山东大学 曲丽洁	 卢	 攀	 孙路平	 宁	 明	 周小兰

一等奖

滁州学院 李可桢	 陈思思	 龙宇飞	 辜维娅	 刘婷婷

重庆邮电大学 田	 禾	 蒋方圆	 邝	 燊	 王	 芸	 蔡培琳

二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刘会民	 周	 萍	 祖大庆	 杜光明	 李	 廉

沈阳建筑大学 梁甜甜	 周小斐	 陈	 颖	 李家坤	 陈	 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陈美伊	 陈彦如	 韦储学	 裴美芳	 陈湘柳

遵义医科大学 靳	 凌	 张程越	 唐嘉梨	 刘福娟	 刘	 红

空军航空大学 王	 冰	 田	 丰	 董	 昊	 尹丽莉	 李翠翠

特等奖

珠海科技学院 金	 霄	 庞	 淼	 靳玮珊

一等奖

南京农业大学 胡苑艳	 朱徐柳	 朱禹函	 马秀鹏	 杨艳霞

北京化工大学 刘	 璇	 石	 薇	 张淑芳	 王晓召	 刘恩华

二等奖

咸阳师范学院 宫	 昀	 于	 蒙	 耿娟娟	 臧瑞婷	 赵崇俊

吉林外国语大学 曹丽丽	 张	 朦	 刘北方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官学院 陈卓伦	 蒲雅竹	 沈岳琳	 董	 莹	 刘璐筠

青岛大学 李晓敏	 孙晓明	 丁	 霞	 王海岩	 张	 倩

哈尔滨医科大学 曹秀平	 李英迪	 岳晓龙

第 5场

第 6场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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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场

第 7场共有 8组参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烈角逐，陆军

工程大学高黎老师与吕念老师代表团队荣获特等奖，成功晋级全国

总决赛。

陆军工程大学团队

文秋芳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虹教授表示参赛教师团队勇往直前的信念和勇于挑战的精

神令人感动与敬佩；每一组参赛教师团队的教学设计与课堂展示

都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知识盛宴。随后，张教授对参赛教师团队提

出两点优化建议：1）外语教师应树立规范使用概念的意识，充分

认识厘清概念的重要性。只有正确理解和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差异

（如 assess vs. evaluate），才能准确应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 
2）外语教师需重视课堂语言的输入与使用，对学生的语言问题作

出恰当的即时或延时反馈，教学课件中的语言材料应确保准确无

误；课堂中的语言练习设计应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有的放矢。

张虹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评委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提问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虹教授对大学英语组第 7
场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文秋芳教授表示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为全国外语教师搭建

交流教学的有益平台，激发了教师的探索热情和进取精神，并对评

委会专家致以诚挚谢意，对参赛团队给予充分认可并提出优化建 
议：1）教师应牢记初心，谨记外语教育的根本是语言教学，需牢

记以语言为载体，在此基础上进行教育教学；外语课堂不仅要讲解

语言知识，更要注重语言的练习和应用；2）挖掘思政内涵应有深

度，避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教师应提升思想境界、思辨能力与道

德修养，引导学生树立全面正确的价值观念；3）教学中应谨慎增

加教学材料，教师可通过灵活调整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而非追

求补充材料；4）教学课件需图文并茂、重点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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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陆军工程大学 高	 黎	 吕	 念	 徐	 敏	 颜薇薇	 秦嘉艺

一等奖

华中农业大学 王英振	 刘丽亚	 杨亚敏	 张杨静	 舒	 畅

东北林业大学 舒海英	 王晓燕	 王晓妍	 洪雪娇	 徐艳丽

二等奖

湛江科技学院 邓博文	 黎艳鸣	 杜	 敏	 全炳炎	 钟壁襄

中国民航大学 仰少博	 王文平	 王	 坤	 白婧婷	 吴云涛

贵州财经大学 崔芳芹	 彭诗尹	 李晗洋	 郭	 毓	 雷晴岚

河南大学 胡	 静	 喻	 杰	 王	 丽	 范	 健	 杨	 霞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樊宪辉	 梁	 彬	 乔婷婷	 邓	 莉	 雷宇堃

第 7场

漫谈英语专业学科建设

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学科支撑。蒋洪新教授认为，以学科发展引领高水平大学

建设，应从五个内在核心要素上着力：学科理念是先导，学科规划是引擎，师资队

伍是根本，工作条件是保障，学科文化是灵魂。对英语专业学科而言，面对日趋激

烈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外语学科高速发展的自身现实需求，只有将国家战略、人民要

求、社会需求相结合，才能真正彰显特色、凸显优势。为此，英语专业学科建设需

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推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推进

服务国家战略方式创新，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外语教育发展体系，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

主旨报告

蒋洪新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 
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7月 28日，外研社 2022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类专业教学发展与创新研修班于线上举办。北京外国

语大学孙有中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蒋洪新教授、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程维教授解读高

等外语教育政策形势，探讨人才培养创新路径，引领院校改革发展方向；河北师范大学李正栓教授，西南

交通大学李成坚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温建平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邵珊副教授、季璇博士分享院校特色

实践，助推外语教学开拓创新。全国高校万余名外语教师云端相聚，倾听专家报告，收获教育新知，提

升专业本领，交流教学心得，反思教学实践，深化育人意识，努力成长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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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进”工作，深化课程思政，推进新文科建设

把脉国际大势，立足中国国情，外语院校应心怀“国之大者”，铸造“国之重器”，

培养理解中国、沟通世界的新时代外语人才。孙有中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新时代外语

类专业教学与人才培养改革方向进行了阐释：1）落实“三进”工作，编写及使用“理

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2）深化课程思政，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课程思政

的外语类专业特色，培养能够用外语讲好“四个自信”的国际化人才。3）推进新

文科建设，促进知识体系和教学体系创新，超越中外类比，实现本土创新，祛除“当

代中国缺席症”，强化价值引领。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外语教学改革

孙吉胜教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切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

一系列成绩。同时，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存在，针对中

国的负面信息经常搅动世界舆论。中国亟需进一步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在多层

话语内容、多样话语风格、多元话语主体、多维话语平台及多领域传播人才等方面

开拓创新，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舆论环境。外语院校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主

要阵地，外语教学应主动创新变革，拓宽人才培养目标，更新教学理念，改革教学

过程，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养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家国情怀、跨

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及专业能力的优秀外语人才。

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中译外人才培养

程维教授认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使命在于破除跨文化传播的壁

垒与不利的国际舆论状态，推动文明互鉴交流，增强中国主张的世界认同。新时代

传播视域下的翻译人才应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内涵，具

备政治认同意识、知识生产意识、跨文化传播意识、译写能力、媒介素养和一定的

跨学科研究能力。为此，院校专业课程设置需提供相应支撑，积极打通专业课程模

块、提升第二课堂育人成效、建设开放型师资队伍，打破原有学科、专业的壁垒，

同时加强与政府、行业的密切合作，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化为学科和专业发展新的

增长点，培养与需求高度匹配的翻译人才。

孙有中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孙吉胜 教授
外交学院

程维 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教材编写襄助立德树人——以英国文学教材为例

李正栓教授认为，文学教材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重要媒介。充分利用外

国优秀文化实施课程思政是英美文学教材编写者和英美文学课程任课教师应重视的

问题。李教授以《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二版）修订为例，详细阐释了如何在英

美文学教材建设中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通过教材内容和活动设计构建比较

文学视角，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在欣赏国外文学作品的同时加入对中国文学的思考，

最大程度襄助立德树人宏伟目标。李正栓 教授
河北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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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英语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

李成坚教授分享了在落实“三全育人”，践行课程思政方面作出的有益探索： 
1）教材使用与课程思政：以《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为例，教师认真研

读教材，充分挖掘并使用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将价值引领有效融入语言学习全过程；

2）院史撷英与学科思政：建设院系育人团队，挖掘院史思政元素，突破课堂拘囿，

将立德树人有机融入外语教育各环节；3）国际课程与跨文化育人：开设跨文化国

际课程，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中国优秀文化。

英语专业课程育人路径探索——以精读课程教学为例

邵珊副教授表示，精读课是践行育人理念的绿地，上好一堂精

读课，需做到深耕细作，内部挖掘，帮助学生理解语言之美、感受

叙事有道，实现润己泽人。季璇博士以南京师范大学《现代大学英

语（第三版）精读》课堂实践为例，从价值引领、挖掘创造、适当

改编、技术赋能四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基本认知—比较反思—自觉

践行”的精读课程育人实施路径，帮助学生触达高阶思维、产出学

习成果，最终实现语言与育人的深度融合。

产教融合背景下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实践和探索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

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具有

重要意义。温教授表示，产教融合背景下，应树立需求导向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设计理念，基于社会需求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建设课程体系、开展课程教学。

温教授还从深入企业调研、签订合作协议、举办学生大赛、建设产教融合项目等多

个方面分享了校本产教融合育人实践经验。

外研社社长助理、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社长李会钦，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副社长冯

涛主持研修班。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刘思博介绍

了外研社为助力新文科建设与外语学科高质量

发展研建的一系列英语类专业教材。“理解当

代中国”系列教材服务中国话语传播、创新专

业课程思政，《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应用英语教程》

等适应多元创新发展、布局科学教材体系。另

有丰富专业方向教材，对标新文科新要求，满足各类课程需求。此外，外研社通过数字平台、学术出版、

会议研修、赛事测评等，为教师发展和人才培养注入新动力。

李成坚 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邵珊 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季璇 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

冯涛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
育出版分社副社长

李会钦 
外研社社长助理、
高等英语教育出版
分社社长

刘思博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
育出版分社

温建平 教授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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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场、第 2 场

程维教授表示，大赛为全国外语教师搭建了切磋问道、交流学

习的宝贵平台，参赛教师团队紧扣大赛主题，教学目标清晰，教学

方法多元，有效融合信息技术，创设鲜活应用场景，彰显育人意识，

值得称赞。同时，程教授对教师团队提出建议：1）教学活动设计

和测评应严格对应课程目标，避免目标在课堂实践中被架空。2）
教师应思考教学中的“留白”艺术，平衡输入与输出。3）课堂教

学中，教师应给予学生有针对性地反馈和评价，有效搭建脚手架。 
4）思政融入应如盐入水，对思政内涵的挖掘要深入全面，如进行

跨文化对比、强调文化自信时，可引导学生思考不同文化的特性和

共性，使学生真正做到心中有道、手中有术。5）英语类专业课程

应更加突出专业特征，如英语专业、翻译专业、商务英语专业的基

础课程应基于培养目标有不同设计。

金利民教授认为，实现立德树人与专业发展相统一，可将育

人目标分为三个层面：1）教学生“做人”。育人不仅在于培养优

秀品质，也可通过提升可迁移能力，实现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

如学术写作课程培养的缜密思维和精确表达能力，可超越课程本

身，广泛应用于职场。2）教学生“做中国人”。教师应加强学习

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引导学生跳出有限的个人视角，展

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3）教学生“做跨文化沟通的中国人”。

教学中对文化差异的强调应适度，避免刻板认知，重视人类共同

的价值追求。针对实际教学，金教授提出两个建议：1）教师应对

所运用的教学理论与模式有更深入的理解，如加强对“产出导向法”

中的促成、脚手架等概念和方法的了解与应用；2）教师可反思并

提炼外语教学实践中可推广的理念与原则，惠及更多教师。

湖北中医药大学团队 成都理工大学团队

全国半决赛（英语类专业组）

第 1场、第 2场共计 16组
参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

烈角逐，湖北中医药大学李曼老

师与郝建军老师，成都理工大学

廖晓琴老师与何云亭老师代表团

队荣获特等奖，成功晋级全国总

决赛。

程维 教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金利民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评委会主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程维教授，提问评委、北京外国语大学金利民教授对英语类专业

组第 1场、第 2场参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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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湖北中医药大学 李	 曼	 郝建军	 易雪飞	 李德俊	 阙红玲

一等奖

四川师范大学 马	 蕾	 罗	 玲	 胡曼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杨满珍	 巢佳玉	 翟蓉菲	 潘丹丹	 陈玉莲

二等奖

银川能源学院 范琳琳	 廖玉华	 冯晓英	 李	 鑫	 许紫骞

桂林理工大学 王宏宇	 冯雪琦	 莫	 妍	 周	 楠	 张文国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 颜碧洪	 肖	 晶	 刘	 玲	 俞	 丹	 葛晓桐

郑州大学 张	 新	 张	 雯	 张庆彬	 李	 洁	 马敬想

江苏科技大学 曾景婷	 杨	 丽	 吕子青	 韩菁菁

特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 廖晓琴	 何云亭	 董	 勋	 丁启红	 周颖异

一等奖

宿迁学院 曹	 盈	 蔡金秋	 王纯磊	 刘	 彬	 卫晓旭

深圳技术大学 关	 瑾	 赵烨冰	 潘秋萍	 陈晓敏	 黄鹏艺

二等奖

北京邮电大学 王姗姗	 刘	 佳	 李智远

湖北师范大学 万	 丽	 王	 璐	 王	 霜	 吴	 畅	 龚	 波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 薛晶晶	 李	 莉	 赵平江	 程	 涔	 严丽晨

成都文理学院 张	 炜	 刘劲舟	 曾嘉涵

桂林信息科技学院 彭晓娟	 唐清华	 李雅文	 刘俐杉	 冯文雄

第 1场

第 2场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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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理工大学团队

第 3 场、第 4 场

第 3 场、第 4 场共计 16 组
参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

烈角逐，兰州理工大学侯丽娟老

师和陈方老师，广州城市理工学

院程佳雪老师和刘诗琴老师代表

团队荣获特等奖，成功晋级全国

总决赛。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团队

孙吉胜教授对参赛团队的优异表现表示了高度认可：1）课堂

教学融入了丰富的中国元素，为落实外语课程思政作了良好示范；

2）课堂教学目标明确、理念先进、环节完整、活动丰富、节奏紧凑，

展现出教师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3）注重通过外语教学提

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如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等；4）课件制作精良，值得借鉴。此外，孙教授从三个方面传达

了对教师团队的殷切期待：1）应进一步思考如何深入挖掘教材内 
涵，更加科学高效地使用教材；2）应立足时代背景和国家需求，

发挥外语教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培养“爱祖国，知世界”

的对外交往人才；3）应进一步强化自身专业能力与语言能力，避

免语音语调不准确等细节问题。

张文忠教授对 16组参赛教师团队的精彩表现予以肯定： 
1）教学设计基于科学理论，源于丰富实践，富有巧思与创意； 
2）教师紧扣大赛主题，有效挖掘并使用教材，如通过对教材内容

的融合、创编，设置贴近生活的真实任务情境，使学生在完成任务

的同时获得成就感，实现立德树人。此外，张教授为参赛教师团队

提出两点优化建议：1）教师应进一步夯实语言基本功与专业素养，

保证教学内容、课堂用语、标点使用等的准确性、规范性、科学性； 
2）教师不仅要深入思考如何科学有效地使用教材教学，成为传播

知识、启迪智慧的“经师”，更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成为行为

世范、浸润心灵的“人师”。

孙吉胜 教授
外交学院

张文忠 教授
南开大学

评委会主席、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提问评委、南开大学张文忠教授对英语类专业组第 3场、第 4场参

赛教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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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

兰州理工大学 侯丽娟	 陈	 方	 杜青青	 赵仕君

一等奖

苏州城市学院 林文韵	 王	 倩	 曹小露	 叶	 静	 孙少华

云南工商学院 袁	 天	 殷一翀	 郭俊霞	 冯	 津	 杨子缘

二等奖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黄	 娟	 宋	 莹	 沈	 茜	 何	 琴	 唐	 娇

江西师范大学 符	 丹	 胡	 泊	 陈燕茹	 胡宝莲	 刘辅兰

空军工程大学 辛	 昕	 何	 静	 张	 丽	 杨	 敏

汉江师范学院 陈	 梅	 沈	 黎	 许	 玲	 王晓巍	 朱树立

南京医科大学 李	 想	 黄	 璐	 周思源	 张	 蓓	 于银磊

特等奖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 程佳雪	 刘诗琴	 陈相云	 邹	 琼

一等奖

中国矿业大学 苗	 燕	 周	 梅	 高	 翔	 刘婷婷

武昌理工学院 程钰琼	 王方国	 易	 敏	 李	 婷	 鞠	 丽

二等奖

安徽工程大学 苏	 涛	 汪景峰	 项	 菁	 黄彦红	 刘佳佳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郑	 禹	 国	 娇	 吴丽萍	 王	 岩	 邱谊萌

咸阳师范学院 李静莹	 梁亚敏	 张艳霞	 陈	 敏	 史妮君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赵华俊	 赵	 倩	 陈	 红	 蒲栗立	 殷	 艳

长春光华学院 毕晨慧	 高天枢	 程	 雪	 孙玲琪

第 3场

第4场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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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阴师范学院团队

第 5 场

孙吉胜教授表示 8组参赛团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1）教学

内容融入丰富的中国元素，且覆盖了诸多当前中国和世界互动的重

要话题，有助于学生形成文化自觉，厚植家国情怀。2）教学设计

紧扣大赛主题，对于教材的有效使用保障了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同时，拓展的教学材料凸显出校本特色。3）教师专业能力和职业

素养较强，充分利用现代技术，体现了外语教学的与时俱进。孙教

授也表达了对外语教师的期望：英语类专业学生在讲好中国故事，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中应发挥主力军作用，

因此，教师在训练学生语言基本功的同时，应注重拓宽知识面，提

升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在讲授中国文化时，除展示表面文化现象

外，还应积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现象背后的中国立场、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等理念性内容，塑造学生宽厚的知识基础、宽广的国际视

野，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坚实基础。

张文忠教授表示，参赛团队的教学设计贯彻《国标》要求，紧

扣大赛主题，源于丰富积累，富有奇思妙想；相信教师通过此次参

赛实践，一定能进一步更新教学理念、提升实践能力，真正实现以

赛促教。同时，张教授对参赛团队提出三点优化建议：1）应进一

步提高教学素养，做到精益求精，如注重教学目标表述的规范性，

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等。2）应既为“经师”，又为“人师”。

教师有效使用教材，巧妙设计教学，提升教学效果，可为“经师”；

教师坚持终身学习，行为世范，润己泽人，可为“人师”。3）应

积极推进教研融合，增强理论基础，踏实开展实践，推动教学科研

协同发展。最后，张教授表示，参赛团队在比赛中互相借鉴、取长

补短、共享智慧是本次大赛真正的意义所在。

第 5场共有 8组参赛教师团队云端竞技，经过激烈角逐，淮阴

师范学院宋晓忠老师与谢仲培老师代表团队荣获特等奖，成功晋级

全国总决赛。

孙吉胜 教授
外交学院

张文忠 教授
南开大学

评委会主席、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提问评委、南开大学张文忠教授对英语类专业组第 5场参赛教

师团队的表现作精彩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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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云促教——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发展云专题4

新课程

英语演讲课程教学与研究云专题

本期云专题特邀复旦大学万江波教授和时丽娜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罗坚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常虹副教授和刘睿副教授以及四川大学殷明月博士，从英语演讲教学目

标、教学理念与方法、课程建设与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等角度切入，倾囊分享英语

演讲教学实践探索与竞赛指导经验感悟。本期研修班直播累计约 9000人次观看，

全国英语演讲教师在线交流探讨，推动外语教师专业能力提升，探索课程思政创新

路径。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特等奖

淮阴师范学院 宋晓忠	 谢仲培	 吴丽丽	 岳延红	 郭成玉

一等奖

山东科技大学 别俊玲	 张悠然	 高艳丽	 陈莹莹	 刘德美

石河子大学 卞赛赛	 阿伊努尔·阿卜杜热合曼	 叶春莉

二等奖

广东海洋大学 安丰科	 孙维琪	 郭遂红	 张	 朦	 柯彤彤

西京学院 董春晖	 段	 晶	 张小花	 舒	 瑜	 姜	 薇

扬州大学 周卫京	 薛小姣	 张	 强	 徐	 慧	 季小民

文华学院 姚	 蕊	 孟庆蓉	 丁秋芸	 夏	 璐	 罗新宇

西南交通大学 张举燕	 秦	 峰	 徐晓燕	 杨安文

第 5场

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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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江波教授介绍了复旦大学教研训赛四维长效发展机制的建

设，以及学校持续提供的制度化支持，详细说明了第一课堂教学

建设和第二课堂活动建设之间的有效融合，并分享了复旦大学英

语演讲人才的培养模式。时丽娜老师则聚焦演讲竞赛导师一对一

培训模式，以 2022年国际公共演讲比赛全球总冠军杨康绮同学

的参赛经历为例，从确定主题、挖掘素材、打磨讲稿、改进呈现、

即兴演讲训练等方面，细致分享了自己的竞赛指导经验，剖析了

优秀选手应具备的综合素养。时老师表示，杨康绮同学摘得世界

冠军桂冠，绝非仅靠学生和指导教师的努力，更是院校团队长期

付出、持续培育的成果，也是全国英语演讲辩论教师社群多年积

淀和努力的体现，唯有共同努力、厚积薄发，方能创造奇迹

万江波 教授
复旦大学

时丽娜 老师
复旦大学

罗坚副教授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的教学模式，以学生

为中心，采用“课前读，课中议，课后练”的“翻转式”课堂教学，并以教材《演

讲的艺术》第六单元 Supporting Your Ideas的教学过程为例，详细说明该模式

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促进班级能力协调发展。罗坚副教授还从人才储备、以老

带新、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学生训练路径和师生奖励机制等方面解读了学校的竞赛

人才培养模式。最后，罗坚副教授分享了湖南师大近年来在竞赛成绩、慕课建设以

及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的优秀赛教果。

常虹副教授以宏观视角简述西安交通大学团队演讲课程群的

发展历程，说明了数字化背景下智慧学习生态系统对提高思辨教

学效能的促进作用，还分享了演讲课程思政的设计理念和特色，

以及中西部演讲云教研学术共同体的概况。刘睿副教授则结合实

例从课程设计、考核评估等方面详细介绍了学校英语演讲课程的

特色及做法，展示了学生的课程反思评价和课外活动参与情况，

说明了以慕课学习、课堂教学和实践平台为一体的混合式教学体

系有效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面提升。

殷明月老师介绍了由课堂教学、“传帮带”学习互助训练营、校际交流和现代

化信息辅助所构建的英语演讲学习共同体。川大英语演讲课堂采用产出导向和“半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实现演讲课堂教学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搭建以多方合作评

价为主、信息技术评价为辅的浸润式学习效能核定平台，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科

学评测；并通过共同体成员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及协作，形成良性知识循环，最终

促进教师及学的共同成长。

罗坚 副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 

常虹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刘睿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殷明月 老师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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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教学与研究云专题

本期云专题围绕“学术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和“学术英语课程建设与教

学实践”两大主题展开研讨。六所不同类型的院校团队分享交流了在通用学术英语

教材建设、教学实践以及课程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心得和丰硕成果。

学术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

主题一聚焦学术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三所院校团队针对不同的课程类型，分享了读写类、口

语类、写作类学术英语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经验。

高原 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高原教授分享了国科大团队针对学术英语读写类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实践经验。

高教授强调学术英语的建设应该是系统的、持续性的、战略性的工程。团队践行“实

践共同体”教研模式，在教材编写方面，充分发挥团队内部和外部的优势，策划编

写了《研究生学术英语读写教程》和《通用学术英语综合教程（读写）》。在教学

实践中，通过集体备课、教学研讨等集体教研活动，创新教学活动设计，有效提升

了教学质量。

徐鹰教授和沈娟老师在分享中回顾了大学英语教材发展历程，

梳理了新时代对大学英语教材的全新要求，并以《学术英语口语教

程》为例分享了学术英语口语类教材的编写经验，详细阐述了“课

程思政引领”“学生投入导向”“项目式学习”等编写理念落地的

方法和路径。在教学实践环节，团队结合学情进行评分标准共建，

通过师评、互评、自评相结合的方式创新评测体系，帮助学生切实

提升了学术英语口语能力。 徐鹰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

沈娟 老师
华南理工大学

张玉荣副教授的发言围绕“内容的选择”和“内容的组织”两方面展开，分享

了团队在编写《学术英语写作进阶教程》时的所思所想。团队以课程与教学的四个

基本问题入手，明确教学目标和学生需求，运用“体裁教学法”和“产出导向法”

等教学理念，以体裁为基础、语篇为中心，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形成“文

本分析—模仿—创作—参与—反思—评价”的教学流程设计，服务教材编写与教学

实践。

张玉荣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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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青副教授分享了院校在学术英语课程体系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探索。课

程团队以学校“爱科技”“六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依据，制定课程目标和定位，

改革教学内容，开发特色课程，创新“德业融合、技术赋能”教学理念，形成了具

有校本特色的学术英语课程体系，成果显著。孙副教授还以“中级通用学术英语”

课程为例，详细展示了校本学术英语课程的建设全貌。

孙志青 副教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高霄 教授
华北电力大学 

周振芳 教授
湖南医药学院 

周振芳教授从医学类院校学科特色出发，分享了湖南医药学院在学术英语课程

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实践。周教授提到团队梳理问题与困难并积极应对，通过提

升教师专业知识积累和医学学术素养，完善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

段和考核评价，全面进行学术英语课程建设，构建满足学生需求的立体化课程体系，

凸显了英语课程建设的重要性。未来课程团队还将继续根据学校战略发展需要，持

续不断地深化改革。

学术英语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主题二聚焦学术英语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三所不同类型的院校团队结合院校自身特色，针对学术

英语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进行了专题分享。

高霄教授从政府、社会企业和高校三维认知下的“双碳”战略出发，分享了华

北电力大学的学科体系布局调整，以及外语学科的作用。高教授提到目前学校已构

建“双碳引领、学科交叉、特色鲜明、结构完整”的能源电力学科体系，并通过构

建学术英语课程和知识体系实现“双碳”人才培养目标。这充分展现了理工类院校

外语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有效设计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思政智慧版）云教研

本期云教研特邀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侯先绒教授作为点评专家，昆明理工

大学孙慧老师、河北工程大学高楠老师、郑州大学杨忠仁老师和哈尔滨工程大学严宁

老师作为教材使用院校代表，开展说课分享与点评交流教研活动，与近 8000名教

师相聚云端，共同探讨如何有效设计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交流课堂内外课

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使用，分享真实课堂活动设计，探索混合式教学的融合创新，

不断推动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教学变革。

扫码查看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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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慧老师以 POA产出导向法为理论指导，融入理工科专业特色，以《新视野

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B1U4为例，从课程概览、单元

教学设计、教学反馈三方面详细展示了院校混合式教学中的课程思政有效设计思路

与实践。孙老师重点讲述了院校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指出教师要在分析文本材料

中深度挖掘育人元素，制定语言、交际与育人的教学目标，通过设计教学活动实现

语言和育人的融合，最终从参与度、获得感、作品质量对学生进行评价。注重知识

传授与能力培养的同时强化思政育人，提升学生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实现从内

容上显性融入思政、在语言上隐性融入思政，形成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教

学模式。

孙慧 老师
昆明理工大学

高楠 老师
河北工程大学

高楠老师深度结合本校在“四新”战略下的教学实践，展示了本校在混合式教

学中的课程思政素材挖掘和有效设计。高老师首先展示了院校“课堂教学 /线上教

学 + U校园自主学习”的特色教学模式，以技术支持高阶性学习目标达成，帮助学

生实现语言的“内化与交流”，充分体现混合式教学的技术提效优势。高老师以《新

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B4U4教学实践为例，进行

精彩的单元教学说课示范，详细展示了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深入挖掘教材思政内涵、

充分整合教学资源、科学设计教学流程的课程思政教实践经验。

杨忠仁 老师
郑州大学

杨忠仁老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视听说教程》（思政智慧版）

B1U2为例，详细讲述了大学英语视听说课的教材使用和教学设计。教师根据院

校特色和学生特点设定语言与育人教学目标，依据驱动（Motivating）、促成

（Enabling）和评价（Assessing）三个环节设计完整循环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流

程，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打造信息化、多元化的大学英语课程。杨老师

还重点强调线上资源“思政板块（Moral Education）”在视听说课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学生在口语录制—上传—机评的过程中，激发学习兴趣，优化学习过程，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潜移默化地实现思育人目标。

严宁老师分享了院校在以话题为依托的大学英语智慧教学与思政融合模式上的

探索与实践，通过对《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视听说教程》（思政智慧版）

B2—B4单元的重组设计，以话题为模块，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课前在 U校园

上自主学习，课中设计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对课前预习内容进行翻转课堂，师生、

生生互动讲解口语技能，将思政内容融入学生口语表达中，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批

判性思考，课后为学生布置主题拓展任务并对学生产出结果进行评价。教学设计充

分利用课堂教学主渠道，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效果和育人成果上都取良

好效果。
严宁 老师
哈尔滨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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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绒 教授
中南大学

在点评交流环节，侯先绒教授以“混合式、课程思政、新视野大学英语、思政

智慧版”点睛此次云教研活动主题。侯教授表示，数字化时代特征、课程学时压缩

等因素让混合式教学成为必然，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课程思政教学的背景下，外研

社携外研在线与时偕行，推出《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思政智慧版），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以全新思政类素材为载体，以立体化的智慧解决方案为院校

大学英语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优质资源和有力武器。侯教授盛赞 U校园数字课程中

思政板块（Moral Education）的设计与加入，为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和内容提供极大的助力。

侯教授对四位院校代表的说课进行了一对一的点评交流，指出每一位老师的分

享特色，同时与老师就分享内容细节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最后，侯教授也对未来

混合式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融入表达了美好的期待，相信在高校、教师、企业三方的

协同下，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将持续、稳步、扎实推进，教师的外语教学能力与人才

培养质量也将不断提升。

基于混合式教学的课程思政有效设计 
——《新一代大学英语》（思政智慧版）云教研

金晶教授从五个方面开展了本次讲座，包括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与

大学英语、智慧教学与教学智慧、“思政智慧版”教材简介以及课程教学案例与活

动设计，从理论到实践，具体详实介绍了思政智慧版的内容设计原则，并以《新一

代大学英语（基础篇） 视听说教程 1》（思政智慧版）U6为例，呈现了精彩的教

学设计示范。

在讲座中，金教授基于东南大学本科生 SRTP（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

对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指出希望通过从“融合度高、系统

性强、内容多元、模式创新”四个角度去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以进一步优

化课程思政建设效果。同时，金教授提出智慧教学要贯穿于教学的全流程，涉及到

所有教学参与者，也就是智慧教学要体现教学智慧，而教学智慧要支撑智慧教学。

基于此，金教授进一步对《新一代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思政智慧版）进

行了深度的设计理念剖析和内容介绍。基于 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新一代大

学英语视听说思政数字课程》中增添了“思政育人板块（Moral Education）”，

内容紧密贴合教材，把握思政重点，精心挑选的全新思政素材覆盖了政治认同、家

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维度，讲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方案，坚

定政治认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英语教学与思政育人的有机融合。

金晶 教授
东南大学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期云教研特邀东南大学金晶教授，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学设计与示

范，与云端近 3000名教师共同探讨新时代课程思政建设的大背景下，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与智慧教学如何有效协同与融合，不断推动课程建设与教学创新，实现“育

才”与“育人”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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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萍副教授从智慧学习空间的概念与价值入手，首先阐述了以获取知识为主

要目标、促进意义建构、以知识输出和创造为目标的三大学习空间形态。李葆萍副

教授基于智慧教室规划与建设的 PST框架，重点讲述了智慧教室的自适应性、开

放性、协同性等环境特征。李葆萍副教授认为，智慧教室中的外语教学可以通过技

术恰当地表征英语知识，更好地提升教学效率和支持学生学习。

李葆萍副教授基于两个课例的展示进行点评指导，并从教育技术的角度分享了

智慧教室中学生核心能力的构建与自主学习实施策略。李葆萍副教授提出，学科智

慧教室环境下两位授课教师能够通过真实问题情景引导学生主动获取知识，以可视

化工具促进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应用，以课堂管理工具实现分层教学和增强学习体验，

以作品创作方式完成知识增量学习。

李葆萍 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

金教授还特别提到，课程内容中具备了丰富的视频、音频、文本等多模态资源，

视频配音、句子跟读等多种灵活交互手段，以及语音智能评测和大数据分析反馈，

教师们可以借助先进的数字化手段，以智慧方式创新思政英语教学模式，更加便利、

深入地开展课程思政工作，强化“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提

高立德树人成效。

新形态

学科智慧教室环境下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

扫码查看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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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云专题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李葆萍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震静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刘力副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胡杰辉教授开展理念讲解、课例展示、评课

指导与答疑交流活动，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8000名教师共聚云端，探讨学科智

慧教室环境下的新型课堂教学实践，助力革新智慧教学理念，不断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

王震静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

王震静副教授以《大学思辨英语教程 精读 1》第 2单元为例，结合课堂实录，

情境化展示了 UNIPUS学科型智慧教室环境下，英语专业精读课的教学流程设计

和课堂创新实践。课堂上，王震静副教授通过电子板书与学生实时互动，多端屏幕

实时互通，授课内容一目了然，互动形式灵活开放，活跃课堂提质教学；教室互联

iWrite智能评阅引擎，能够对学生作文提供即时、准确的机器智能评阅；语音转写、

课堂投票等功能增强课堂趣味性，有效提升学生参与度及专注度，实现实时诊断教

学与个性化深度学习。王震静副教授评价，学科型智慧教室的全流程数据收集功能，

助力教师进行实时反馈与延时反馈，促进教师创新课堂教学形态，高效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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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杰辉 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

胡杰辉教授从课堂教学的亮点和智慧教育的技术观入手，基于技术中介的外语

教学活动系统，对两个课例进行了细致点评。胡教授认为，两位老师的教学设计能

够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达成高阶学习目标。整个教学过程中，学习者的主体角色凸

显，语音转写、智能评阅、屏幕反控、投屏互动等技术手段深度自然地融入教学过

程，增强了教学呈现和教学反馈，显著提高了小组间互动效率。胡教授认为，在外

语学习活动中，教师应发挥关键中介作用，通过课程设计隐性或显性引导学生，思

想上明确使用信息技术帮助语言学习的目标，行动上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升信息素

养、学习素养。

基于新形态教材的研究生英语混合式教学融合设计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云教研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期云教研特邀东南大学陈美华教授、复旦大学季佩英教授、北京大学冯菲博士

以及教材使用院校代表内蒙古农业大学任云岚副教授、烟台大学杨京副教授和天津理

工大学李经媛副教授，依托《新探索研究生英语》新形态教材，通过教材解读、说

课分享与点评交流，剖析新形态教材设计理念，分享真实单元智慧教学设计，落实

教材的有效使用，积极探索混合式教学融合设计的落实路径，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0余名教师云端交流，共话新时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发展和数字化教育教学改革。

陈美华教授立足宏观视角，关注新时代研究生人才培养新要求与新目标，梳理

了数字化视阈下新文科建设的历史机遇与挑战，阐述了研究生公共外语教学改革与

创新。陈教授指出，在此发展形势之下，研究生外语教学改革新方案要以“外语能

力 +专业发展”为思路，融合学科专业特色，结合多形态智慧教学，实现“内容

创新、体系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跨学科交叉、多主体协同，满足学生个体发展

需求，从而实现研究生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新目标。

刘力副教授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 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

B3U5为例，分享了学科智慧教室环境下融合思政元素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与有效课

堂实施。刘力副教授详细展示了课前借助 U校园平台布置预习作业，课中通过智慧

教室的语音转写、课堂投票、小组多屏书写、视频播放和随机提问等功能深度联动

课堂活动，课后依托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进行写作分析的完整流程。

刘力副教授认为，学科型智慧教室整合了多元学科资源与学科工具，为学生提供了

适宜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学习指导，在此环境下教学模式会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差

异，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了每位学生的个体发展。
刘力 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

陈美华 教授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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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佩英教授聚焦微观视角，从编者角度介绍了《新探索研究生英语读写教程》

的教材构成及设计理念，并给出了两种混合式教学设计建议。季教授指出，《新探

索研究生英语》系列教材由“U校园数字课程”和“课堂手册”构成，引领院校开

展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从研究生的所思与所需出发，选材符合研究生

认知水平，高度关注学术技能培养，并巧妙融入思政素材，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注重研究生学术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从教师教学发展需求出发，创设混合式

教学模式，引入如 iWrite写作智能评阅引擎等丰富的数字化教学手段，通过混合

式教学指导手册、助教课件、试题库等立体化教学资源帮助教师全方位提升教师信

息化素养，大幅提升教与学体验。

冯菲博士从混合式课程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出发，深度剖析了混合式教学“隐

形技术 +显性过程 +弹性灵活”的本质特点，阐述了混合式教学设计过程中的关

键要素。冯博士指出，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让混合式教学成为高校未来的主流教学模

式，混合式教学充分丰富了教学形式、体现了教育灵活性、促进了适应性学习，正

如“新形态”延伸了课堂场景、时间和空间，混合式教学设计更需要教师在多轮的

实践 -反思 -设计 -实践的循环中循序渐进，逐步实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的革新。

内蒙古农业大学任云岚副教授、烟台大学杨京副教授和天津理工大学李经媛副教授通过说课分享、

同课异构的模式，分别基于《新探索研究生英语（基础级） 读写教程》U1和《新探索研究生英语（基

础级） 视听说教程》U2的教学实践，以具体单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全流程教学设计为例，详细展示了

如何基于校本特色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有效的教学目标设定。

季教授首先对三位老师细致的教学设计表示肯定，同时给予教师使用《新探索研究生英语》教学的

三点建议：一是教学目标设定要精准且细化；二是教学方法需理论指导实践；三是教学设计应契合教学

实际、教学内容贴切。最后，季教授提出教师应关注教材的二次开发，基于学情，从内容增删、活动改

编等不同的角度去不断开展教学创新。

冯博士从混合式教学设计的角度给出了指导。冯博士建议分层和深挖混合式教学目标来拓宽混合式

教学的思路与方法，并指出需通过形成性评价开展单元教学评价。最后冯博士建议，教师要关注课前自

主学习，并在混合式教学中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同时收集梳理学生反馈，达成教学

的完整闭环。

季佩英 教授
复旦大学

冯菲 博士
北京大学

任云岚 副教授
内蒙古农业大学

杨京 副教授
烟台大学

李经媛 副教授
天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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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形态教材的跨文化国际传播课程教学设计与示范云专题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期活动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

学刘沫潇博士，与云端近 4000名教师共聚交流，探讨新文科背景下的跨文化国际

传播能力建设与人才培养路径，剖析《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设计

理念与使用建议，助力高校在新文科建设、复合型国际人才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等方面开拓创新。

姜飞 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刘沫潇 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

姜飞教授立足宏观视角，指出在国家不断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涉外人才培养

的大背景下，新时期跨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涵盖“导向为魂、视野为要、技能为基”

三个关键方面。在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有家国情怀、有

国际视野、有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外语新闻编辑人才、全媒体国际

新闻人才、跨文化专家型人才和公共外交人才。同时，姜教授提出人才培养需要从传

统的语言培养导向向传递文化自信、促进跨文化理解转变，新文科建设为复合型国际

传播人才培养提供了指引，学科交叉融合贯穿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始终。最后，姜教

授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为例，具体展示了新文科

背景下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路径，为全国高校带来了全新启发与思考。

刘沫潇博士是《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编者之一。刘博士首先

从编写理念、教材特色、教材内容三个方面，帮助教师对教材有了整体的认识。教

材以“新形态”“学科交叉融合”“双师教学模式”为核心特色，实现纸质课堂手

册和 U校园数字课程的有机融合、国际传播与跨文化教学的融合、校本教师主导

课堂教学与 UNIPUS名师线上赋能教学的融合，提供教学策略方法的同时给予学

生充分的知识输入，适用于大学英语后续选修课程，支持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

创新课程思政和推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刘博士以教材中第四单元“抗击疫情”为例，开展详细的教学示范与建议。首

先，明确单元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梳理单元教学重点，为学生指引学习

路径。单元话题下设置跨文化思辨、西方传媒、中国故事三大板块。其中，跨文化

思辨和西方传媒板块帮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识别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读、

偏见，及其背后的原因。中国故事板块有针对性地讲解中国成就、中国文化、价值

观以及制度优越性，为学生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更真实、客观、立体的方法与途径。

最后，设置一个讲述真实中国故事的产出任务，让学生学以致用。

在教学方式上，刘博士指出借力 U校园平台，学生可以在课前开展自主学习，

课中扫描课堂手册上的二维码便捷观看微课视频，在课后完成录播课和直播课的学

习，完成单元产出任务；教师则基于 U校园平台的学情分析和教学互动工具，利

用课堂手册指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理解、思辨讨论，从而实现高效、便捷、

智能的教、学、管过程。

最后，刘博士表示《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以讲好中国故事为

着力点和创新点，希望能切实助力高校在新文科建设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创新，助

力院校培育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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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阅读大赛的专家顾问及决赛评委，田朝霞教授解读了大赛的理念与特色、

赛题构成及考查重点，并结合各赛段选手客观题的得分情况指出，阅读技能娴熟、

知识储备丰厚、思维品质优良且学贯中西的选手能从中脱颖而出。针对选手在答题

中反映出的问题，田教授给出了备赛建议及英语阅读教学改革要点，并结合自身的

教学管理经验，分享了“以赛促教”的途径，期望借助大赛的平台，帮助选手走向

更广阔的世界，促进阅读类课程改革与创新，并反哺语教师发展。

文芳副教授阐释了武汉大学通过改革第一课堂、活跃第二课堂、拓展网络课堂、

落实实践课堂构建的四个课堂协同育人模式，并对读写课堂的教赛融合实践进行了

详细介绍。授课教师参考写作、阅读大赛题型和能力考查要点制定教学目标和教学

方法，设计释义、阐释、分析、评估、角色扮演、反思与创意写作等不同等级教学

任务，促进学生读写能力提升。文副教授还分享了竞赛实训课堂建设经验及形式多

样的线上课和第二课堂活动。

田朝霞 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

新范式

赛教融合育人范式——“外研社·国才杯”系列赛事指导教师交流云专题

本期研修班特邀南京师范大学田朝霞教授，浙江大学方富民副教授、朱晓宇副教

授，中南大学张春敏教授，武汉大学文芳副教授，以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陈舒阳副教

授，围绕“外研社·国才杯”英语演讲、写作、阅读、辩论系列赛事的能力考查要

求、人才选拔、竞赛培训等方面，分享备赛指导经验和赛教融合育人案例，与云端

近 5000名教师一同交流教赛互融互促新范式，探讨以赛为径，推动课程建设与教

学创新的有效解决方案。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文芳 副教授
武汉大学

方富民 副教授
浙江大学 

方富民副教授介绍了学校对学生竞赛的政策支持，如建设外语演讲实践基地和

英文写作中心指导备赛，对竞赛指导教师提供经费支持，对获奖师生给予奖金和评

奖评优激励等。学校还设置了丰富的大学外语课程体系，全面培养学生的演讲、写

作、阅读等综合能力。方富民副教授认为，指导教师既是“伯乐”又是“教练”，

不仅要慧眼识出“千里马”，要助其提高竞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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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宇副教授从自己多年指导学生参赛的经验出发，说明了指导教师对选手情

感支持的重要作用。从长期看，教师应全情投入演讲教学及指导，持续关注、了解

学生的发展情况，并根据学生特点制定不同的指导计划，与学生共同成长；从短期

备赛来看，教师应给予学生强大的情感支持，帮助其排遣压力、缓解焦虑、提升自

信，通过教师的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在比赛中出色发挥成长为更好的演讲人。

朱晓宇 副教授
浙江大学

张春敏教授从慕课制作、课堂教学设计、竞赛培训体系三个方面解读了该校英

语演讲MCC教赛互助模式的理念与特色，并详细介绍了竞赛集训的具体做法。演

讲竞赛集训覆盖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和问答全流程，从语音到讲稿对选手进行全方

位能力提升。张教授还简要介绍了学校的演讲口译联动培养模式，指出该模式有助

于人才队伍的良性互动。同时，张教授展示了学校近年来的竞赛获奖情况、教学改

革研究项目成果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今后讲教学和竞赛培训的思考。

陈舒阳副教授从辩论赛裁判长的视角出发，结合具体辩题提出英国议会制模式

下辩手在比赛中容易踏入的误区，如：误读辩题类型，草率挑战对方给出的定义，

反驳缺乏策略，陷入逻辑谬误，或扩展论点缺乏深度和广度等，并对此给出针对性

的解决策略。在备赛指导及赛后复盘方面，陈副教授建议指导教师引导选手广泛阅

读、积累跨学科知识、拓宽思路、提高思辨能力，并以医疗方面的辩题为例介绍相

关主题下应掌握的背景知识。

张春敏 教授
中南大学

陈舒阳 副教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以研促评，评教融合——基于诊断测评的教学评实践案例云分享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场分享围绕诊断测评理念下的教学评一体化实践展开研讨，特邀北京外国语

大学徐浩副教授担任专题发言人和研讨主席，与来自 5所院校的案例分享人共同探

讨基于诊断测评的教学设计。案例立足于多种学情，授课对象囊括了本科生、研究

生、英语专业、非英语专业等不同专业背景和水平基础的学生，涉及口语、写作、

阅读、读写结合等多个技能，以兼具研究深度和教学示范性的案例，展示了利用诊

断测评解决高校教学难题，实现有效教学、高效教学的路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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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浩副教授以“诊断测评促进高校英语教学”为题，结合五位教师分享的案例，

提出诊断测评在高校英语教学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测评作为学习系统的

组成部分，内嵌在学习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其次是高校教师应具备测评工具使用素

养，包括了解工具的作用原理、掌握运用技能、提升工具使用的意识；最后是测评

研究需要坚持课程与教学的取向，融入教和学的各个环节，发挥其对教学设计、课

程评估、教师反思与学知识增长等方面的核心作用。

徐浩 副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

范婷婷副教授分享了面向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阅读教学研究。范婷婷副教授从

语言诊断测试的定义与研发步骤出发，介绍了诊断测评工具的开发理念与核心目标，

展示了基于诊断测评的补偿教学方式与学习者心理特质对二语阅读能力发展的影响

研究。研究发现补偿性教学中，教师指导的学习与合作学习相较个人自学可以更有

效地提升学生阅读微技能，为教师开展有效的诊后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参考。

王英莉副教授针对非英语专业英语写作教学的几大痛点，提出了评价驱动的智

慧写作教学方案。面对写作教学难度高、学时有限、教师评阅量大等现实问题，该

方案利用“优诊学”找准写作教学起点，精准发力，采用课下自主输入和课上互动

输出相融合的方式，进行靶向教学、靶心批改，有的放矢地给予学生反馈。测评结

果显示，学生的写作微技能在智慧作教学干预后有了明显的提升。

范婷婷 副教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王英莉 副教授
华北理工大学

黄玮莹副教授分享了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开展线上诊断、线下补偿教学的读写结

合教学案例。黄玮莹副教授结合实际教学情境，利用诊断测评工具，明确教学重点

和目标，灵活使用《大学思辨英语教程》，针对学生读写相关的弱项微技能设计课

堂教学任务和课后作业训练。研究结果证明，诊断测评驱动的教学计是行之有效的

教学改进路径。

黄玮莹 副教授
东华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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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瑾副教授分享了针对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的写作诊后补偿性教学行动研究。

严瑾副教授根据“诊断—反馈—补偿性教学”的诊教模式，按照“计划—传达—实

施—反思”框架，在第一轮行动研究中依托《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设计针

对写作弱项微技能提升的教学方案，在第二轮行动研究中着重增加了学生自评与互

评的环节。研究结果显示，除写作微技能有了明显提升外，学生的自我评估意识自

主学习能力也有了较大提升。

严瑾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黄艳 副教授
温州理工学院

黄艳副教授分享了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设计的口语教学评实践案例。该案例以

诊断作为 POA教学流程的驱动环节，在“驱动—促成—评价”中串联起学生能力

缺口、产出目标和评价焦点，形成具有内在联动作用的教学循环设计。研究发现，

诊断驱动的 POA口语教学对学生的口语微技能提升有很大的助力；同时，基于同

伴评价、师生合作评价构建的“师生共建”的评价学习共同体，能有效实现教学相

长，以评促学。

基于教学评用一体化的国际人才培养——《国际人才英语教程》云教研

扫码查看本期 
研修班详情

本期云教研围绕“教学评用一体化”主题，四位主讲人分享了使用《国际人才

英语教程》开课的设计思路、授课经验、育人成果，有效融合了国际传播、产教融

合、课证融通等热点，并与参会教师交流互动、解答疑问，帮助教师创新教学模式，

创设高效课堂，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邹郝晶副教授以“国才英语课程与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为核心发言，认为大学

英语课程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天然土壤。邹副教授总结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四个

原则：需求导向原则、持之有故原则、遐迩一体原则、潜濡默化原则；点明了国际

传播能力培养具有五个抓手：职场需求、行业分类、单元任务、单元技能、第二课

堂活动。邹副教授以国才中级第五单元为例，详解了如何落实输出驱动、输入促成，

开展课堂教学和评价，帮助学生不断思考锻炼，达成课堂教学育人目标。最后邹副

教授分享了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四个路径：着力提高教师政治站位、不断夯实教学

质量、了解行业前沿需求、积极创设交际情境。
邹郝晶 副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



57

韩冰副教授发言突出“引入企业导师，促进教学评用”。韩副教授按照国才

英语校本实践历程、校本课程设置、教学设计、教学实践四个部分讲解。学校自

2018年引入国才考试，鼓励学生以测促学，同时开设国才英语课程，融通教学

评用。韩副教授以国才初级为例，讲解课程设计，展示老师如何帮助学生搭建脚手

架，引导学生操练，实现单元产出，完成小组讨论。课程一大特色是双师课程实践，

贯穿“双师护航、理论与实践并行、课程与考试同向、知识与素养共升”四大教学

理念，整理形成国际会议沟通服务及会务接待、国际人才语言服务专项理论与实践

等六大主题教学模块，帮助学生提前了解职场、收获真知。

汤艳副教授围绕“深化产教融合，践行课证融通”主题，分享了学校人才培养

的举措和经验。汤副教授介绍了产教融合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讲述了国才考试以其前瞻性的理念和设计，对学校改革教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机

制产生了有力的反拨作用，为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阐述了国才英语课

程结合课堂讲授与职场角色模拟、课堂讨论、小组展示等活动，帮助学生进行体验

式学习；分享了学校对接企业需求，借助国才搭桥，为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提供

途径，获得良好反响。产教融合贯穿教学、测评、实践各环节，有效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

韩冰 副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

汤艳 副教授
浙江海洋大学

孙静波副教授侧重“强调真实场景，构建有效课堂”。孙副教授分析了课堂中

构建真实场景的理论依据：产出导向教学法以真实场景为要素、体验式教学理念以

真实场景为依托。孙副教授指出，构建真实场景的课堂实践路径包括课内课外覆

盖，线上线下融合，要通过教材、案例库、国才考试、企业家课堂、实习基地和企

业实习等多途径贯穿，帮助学生做好技能准备、梳理掌握流程、感受职场身份、获

得就业体验。孙副教授着重以国才初级第四单元为例进行了课程教学案例分享。

最后，孙副教授寄语参班教师：实践产出导向教学法、强化真实场景驱动性、增强

企业案例体验感、变化设计提高参与度、细分任务扩大收获感、研究创新智慧引领、

师生合作共同成长。

孙静波 副教授
北京物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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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快实施高校科学技术

“十四五”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规划》，推动高校与企业强化创新合作，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共同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简称“千校万企”行动）。将

组织推动1000所以上高校支撑服务10000家以上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校企深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

“千校万企”行动提出建立以高校为基础研究主力军和

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机

制，制定了5年行动目标，推出了七项重点工作任务：

（一）协同攻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二）推动打造一

批创新联合体；（三）优化整合一批技术创新平台；（四）

探索选聘一批专家教授作为中小企业技术导师；（五）择优派驻一批博士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六）推进实施一批高校专利开放许可项目；（七）培育孵化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和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的有关精神，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的政治优势、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推进新时代西部高等

教育全面振兴，按照《教育部关于印发〈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教师函〔

2020〕1号）要求，7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做好2022—2023学年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有

关实施工作的通知》。

《通知》从实施范围、选派计划、资格条件、岗位职责

明确了政策要点，从经费、政策两方面加强保障，并部署组

织实施措施，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的政治优势、专业优势和经

验优势，推进新时代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除继续将受援高等学校外，	2022年起，拟将西部职业

本科院校纳入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范围。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2023学年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

“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推进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7062/202207/t20220708_644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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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进

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为广大教师提供专题学习资源，促进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教书育

人、教育教学能力提升，推动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2022年暑期教师研

修的通知》（简称《通知》）。2022年7月20日至8月31日期间，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设立

“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

《通知》从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工作安排与

有关要求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将暑期教师研修作

为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有效

抓手，进一步强化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引领、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提升教书育人能力、提升教育教学能

力，推动教师队伍数字化转型。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的通知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设立“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专题

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工作，明确自2022年8月16日起受理项目网上申报。

本次招标课题分为两类：

（一）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共55项，每项课题资助经费原则

上为50—80万元。

（二）2022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共15项，每项课

题资助经费原则上为40万元。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

工作的通知

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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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出席同济大学中层干部综合治理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并作题

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好金专、金课、金师、金教材”的主旨报告。

吴岩提出，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要建

好“金专”；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要上好

“金课”；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力量，要锻造

“金师”；教材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剧本，要写好

“金教材”；质量文化是人才培养的坚实保证，要

建设质量文化。要从根本上建好金专，上好金课，

锻造金师，写好金教材，建设质量文化，努力练好

大学的五大内功。

   相关链接：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好金专、金课、金师、金教材！

《意见》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

《意见》明确了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重点举

措：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二是加快目

标导向的基础研究重大突破；三是加快国家战略急

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大突破；四是提升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能力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五是提升区域高校

协同创新能力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六是推进高水

平人才队伍建设打造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七是推进

科教融合、产教协同培育高质量创新人才；八是推

进高水平国际合作；九是推进科研评价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

   相关链接：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好金专、金课、金师、金教材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61

“理解当代中国”系列

外研精品

   全国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涵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国语等10个外语语种。各语种本科阶段包括《外语读写教程》《外语演讲教

程》《汉外翻译教程》，共三册；研究生阶段为《高级汉外翻译教程》，其中英语系列研究生阶段分为《高级汉英

笔译教程》和《高级汉英口译教程》。

本系列教材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听说读写译等核心课程，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课程思政有效路径，帮助学生了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解

读中国实践，提高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文明互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专题网页

  德语专业    法语专业 

法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04-1 70.00元

法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06-5 70.00元

汉法翻译教程 978-7-5213-3807-2 60.00元

高级汉法翻译教程 978-7-5213-3805-8 60.00元

德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799-0 70.00元

德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798-3 70.00元

汉德翻译教程 978-7-5213-3796-9 60.00元

高级汉德翻译教程 978-7-5213-3797-6 60.00元

  西班牙语专业    阿拉伯语专业 

阿拉伯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795-2 70.00元

阿拉伯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794-5 70.00元

汉阿翻译教程 978-7-5213-3793-8 60.00元

高级汉阿翻译教程 978-7-5213-3792-1 60.00元

西班牙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9-5 70.00元

西班牙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8-8 70.00元

汉西翻译教程 978-7-5213-3817-1 60.00元

高级汉西翻译教程 978-7-5213-3816-4 60.00元

  英语专业    俄语专业 

英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24-9 70.00元

英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25-6 70.00元

汉英翻译教程 978-7-5213-3826-3 60.00元

高级汉英笔译教程 978-7-5213-3827-0 79.00元

高级汉英口译教程 978-7-5213-3828-7 60.00元

俄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00-3 70.00元

俄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03-4 70.00元

汉俄翻译教程 978-7-5213-3802-7 60.00元

高级汉俄翻译教程 978-7-5213-3801-0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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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
大学英语

  “E英语”系列

“E英语”系列教材是一套专门为艺体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体专业学生设计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教材

对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基础目标”教学要求，包含《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综合训

练》等分册，设1-4级，每级6个单元，体现语言学习、专业学习、通识教育三者并重的编写理念，助力学生

在语言学习中提升人文素养，在专业学习中培养文化自信。

学生用书 智慧版 综合训练

第1册	 5213-3345-9	 	 57.90元 5213-3381-7	 	 69.90元 5213-3776-1	 	 29.90元

第2册	 5213-3583-5	 	 59.90元 5213-3632-0	 	 71.90元 即将出版

第3册	 5213-3682-5	 	 62.90元 5213-3786-0	 	 74.90元 即将出版

第4册	 5213-3700-6	 	 64.90元 5213-3787-7	 	 76.90元 即将出版

注：韩国语系列教材将于2023年出版

日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3-3 70.00元

日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2-6 70.00元

汉日翻译教程 978-7-5213-3814-0 60.00元

高级汉日翻译教程 978-7-5213-3815-7 60.00元

  日语专业 

意大利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23-2 70.00元

意大利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22-5 70.00元

汉意翻译教程 978-7-5213-3821-8 60.00元

高级汉意翻译教程 978-7-5213-3820-1 60.00元

  意大利语专业 

葡萄牙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1-9 70.00元

葡萄牙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0-2 70.00元

汉葡翻译教程 978-7-5213-3809-6 60.00元

高级汉葡翻译教程 978-7-5213-3808-9 60.00元

  葡萄牙语专业 

  E英语教程（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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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书 智慧版

第1册	 5213-2420-4	 	 	 42.90元 5213-2558-4	 	 	 55.90元

第2册	 5213-2636-9	 	 	 42.90元 5213-2728-1	 	 	 55.90元

第3册	 5213-2641-3	 	 	 45.90元 5213-2729-8	 	 	 58.90元

第4册	 5213-2677-2	 	 	 45.90元 5213-2730-4	 	 	 58.90元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 
助力高校课程改革与模式创新，

赋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扫一扫 

查看精彩样章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由外研社携外研在线研

发推出，助力高校开展课程改革和模式创新，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精

品课程，切实帮助广大青年学子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教材特色
● 外语 + 传媒：跳出外语看外语教学，从跨文化视角切入，实现

大学英语教学和传媒专业知识学习的跨学科融合，探索复合型国际化

人才培养新路径。

● 案例 + 理论：教学内容设计基于典型生动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和

国际传播案例展开，教学流程设计注重增强学习过程感，降低理论教

学难度。

● 新形态教材：实现纸质教材和数字课程的有机融合，采用丰富

的数字化教学手段，配备音视频等多模态资源和交互式练习，构建线

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流程。

● “双师”模式：教材倡导“双师”教学模式，课堂教师依据教

材开展教学，通过案例讲解和思辨讨论等实操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应用

能力；线上教师拓展跨文化知识，补充传媒知识，并且穿插直播课分

享和解读最前沿的国际传媒资讯，赋能课堂教学。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 978–7–5213–3897–3 69.90元（含数字课程）

跨
文
化
国
际
传
播
英
语
教
程

A
N
 
E
N
G
L
I
S
H
 
C
O
U
R
S
E
 
F
O
R
 
C
R
O
S
S
-
C
U
L
T
U
R
A
L
 

A
N
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项目策划：徐一洁

          谢  芸

责任编辑：冷文箴

责任校对：郑建萍

装帧设计：郭  子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携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推出，教材助力高校开展课程改革和模式创新，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课程，

切实帮助广大青年学子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本教材是由U校园数字课程和课堂手册构成的新形态教材。教材提供多样的教学资源，

引入丰富的数字化教学手段，引领院校开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实践，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教学的立体化、个性化和智能化。

外语+传媒： 跳出外语看外语教学，从跨文化视角切入，实现大学英语教学和传媒

专业知识学习的跨学科融合，探索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新路径。

案例+理论：  教学内容设计基于典型生动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和国际传播案例展开，

教学流程设计注重增强学习过程感，降低理论教学难度。

新形态教材：  实现纸质教材和数字课程的有机融合，采用丰富的数字化教学手段，

配备音视频等多模态资源和交互式练习，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混合式

教学流程。

“双师”模式：  教材倡导“双师”教学模式，课堂教师依据教材开展教学，通过案例讲

解和思辨讨论等实操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线上教师拓展跨文

化知识，补充传媒知识，并且穿插直播课分享和解读最前沿的国际传

媒资讯，赋能课堂教学。

定价：69 .90元
（含数字课程）Unipus微信公众号U校园 App

主  编：刘沫潇    饶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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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国际传播  
英语教程AN ENGLISH COURSE FOR 

CROSS-CULTUR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W

  E英语视听说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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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新形态教材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系列新形态教材由外研社携外研在线研发推出，教材颠覆传统教学模式，助力院校

培养承担科技创新使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新时代人才。

教材内容

本系列教材共设两个级别（基础级和提高级），每个级别包括《读写教程》《视听说教程》两个分册。每

个分册由U校园数字课程、课堂手册构成新形态、立体化的教学体系。教材提供多样的教学资源，包括原创思

政素材视频、学术技能微课视频、混合式教学指导手册（教师用书）、助教课件、试题库等，真正实现教学的

立体化、个性化、智能化。

开启智慧教学新范式

研究生英语

本系列教材特别配备了补充技能数字课程《学术词

汇讲练》，鼓励学生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学习。课

程围绕600个核心学术词汇进行细致讲练，帮助学生理解

和掌握核心学术词汇的词形、词义和用法，为学术英语

和专业英语学习扫清障碍。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自去年9月推出后，已有60

余所院校使用，广受好评。院校普遍反映教材中内涵丰

富的选材与多元的话题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

性思辨研讨活动形成师生互相激励、成长的良好课堂环

境，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设计能够促进教学提效，有效

提升研究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学术实践能力，为学术创新

培养良好的认知结构与思维习惯。

（基础级）读写教程 978-7-5213-2796-0	 69.90元（含数字课程）

（基础级）视听说教程 978-7-5213-2799-1 69.90元（含数字课程）

（提高级）读写教程 978-7-5213-3286-5 69.90元（含数字课程）

（提高级）视听说教程 978-7-5213-3285-8 69.90元（含数字课程）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扫一扫 

查看精彩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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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专业

  “现代大学英语”系列      

“现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多位知名专家领衔编写，供高

等院校英语类专业学生使用。教材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连续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第二版） 精读 

1-6》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为适应新时期英

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系列教材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推出第三版。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  精读》
● 传承语言传统

传承原版教材对语言的精细训练，在语言练习编写上注意纵向连贯和横向配

合，循序渐进，梯度合理，训练更具系统性。

● 注重课程育人

精良选材，精心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培养思辨能力，提升综合文化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提升人文素养

选文体裁多元、题材丰富、内容新颖，涉及人际关系、社会文化、人与自然

等各个方面，主题深刻，议题广泛，重视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 创新教学模式

全新开发数字课程，配备外研阅读平台，服务混合式教学，引导学生养成自

主学习习惯，助力教师打造智慧课堂。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  口语》
● 主题丰富，思政育人

题材广泛，注重挖掘育人元素。提供大量语言素材，为学生练习口语提供必要

的词汇和观点；展示用英语讲述中国的范例，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 任务多样，激发兴趣

练习设置注重多样性、交际性和趣味性。活动形式包括小组讨论、角色扮

演、采访等，通过多样的活动设计，激发学生的交流意愿。

● 体系科学，循序渐进

编排科学合理，难度由浅入深。前两册与口语功能结合，帮助学生掌握日常用

语，表达观点；后两册分别侧重演讲与辩论训练，引导学生思考社会文化问题。

● 资源立体，助力教学

依托“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提供书中所有对话和短文录音，帮助学生提升

语音和语调。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第1册 5213-2676-5(01)	 69.90元

第2册 5213-3189-9	 73.90元

第3册 5213-3554-5 74.90元

第1册 5213-3553-8 52.90元

  精  读（第三版） 

  口 语（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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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英语》（第四版）      

《高级英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高级英语”课程教材，自198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的英语

教学产生了深刻影响。40余年来，《高级英语》不断再版，先后推出《高级英语》（修订本）、《高级英语》

（第三版）、《高级英语》（第三版 重排版），被评为“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60年

60本最具影响力英语教育出版物”，成为深受广大师生喜爱的大学高年级英语经典教材。步入新时代，《高级

英语》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创新设计，全新推出第四版，具有以下特色：

● 新增阅读书目 助力经典阅读：依托“外研阅读（大学版）”平台，提供拓展阅读书目，一二册分别选

取中国人文经典类著作和哲学、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艺术等学科经典类著作。

● 精简教材容量 提升教学质量：第四版教材在三版基础上缩减教材容量，从每册15个单元调整为12个单

元，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精细处理教材内容。

● 精选课文素材 凸显人文特色：课文全部选自英美原文，保持原汁原味；选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经

典性与时代性并举，语言技能训练与人文精神培养并重。

● 配备《教师用书》《学习指导手册》  助力教学成效：《教师用书》包括补充背景知识、课文详解、

练习答案、“阅读、思考与评论”解析等，为教师开展教学提供详实参考。《学习指导手册》提供课文背景介

绍、语言要点分析、篇章分析、课文注释、练习答案、全篇译文等。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 学习指导手册

第1册 5213-3556-9	 	 59.90元 5213-3558-3	 	 69.90元 5213-3619-1	 	 49.90元

第2册 5213-3557-6	 	 59.90元 5213-3581-1	 	 69.90元 5213-3618-4	 	 49.90元

  “应用英语教程”系列

《应用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 应用导向，面向未来，满足多元发展需求

以培养应用型英语人才为目标，既注重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的提

升，又兼顾职业英语技能的培养，满足学生继续深造或职业发展等多元需求。

● 选材广泛，设计精巧，注重培养综合素养

选篇主题丰富，体裁多元，经典篇目与热点话题兼顾，融人文性与应用性于

一体；活动设计环环相扣，融入思政育人元素，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合作学

习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的提高。

● 系统科学，有机融合，体现整体式教学观

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有机融合，词汇为点、语法为线、篇章为

  高级英语（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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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系列教材详情 

（综合英语）

扫码查看精彩样章

（视听说）

扫码查看精彩样章

  《高级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 内容富有趣味性

选取多部精彩影片及电视节目，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求知欲。

● 话题注重思考性

围绕单元主题精选多篇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拓展学生思维，培养思辨能力。

● 活动具有启发性

以学生为中心，实现视、听、说三位一体，锻炼自主学习能力与英语应用能力。 

● 教学资源立体性

提供电影、电视节目视频资源，教学指导以及练习答案，全方位服务教学过程。

高级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978-7-5213-3582-8 59.90元

第1册 5213-2459-4 59.90元

第2册 5213-3254-4 69.90元

第3册 5213-3540-8 69.90元

第4册 即将出版

第1册 5213-1744-2 59.90元

第2-4册 即将出版

面，实现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文化意识、职业技能和学习策略的有机统一。

● 图文并茂，立体支持，符合新时期教学需求

全书设计活泼美观，时代感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配备丰富的数字资源，满足新

时期教学需求。

《应用英语教程  视听说》

● 主题丰富，语言地道，注重课程育人

视听材料涵盖丰富主题和多元文化，涉及个人生活、社会文化、行业发展等多个领

域，提升人文素养、拓宽行业视野；同时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时代精神，帮助

学生培养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 系统科学，循序渐进，锤炼听力技能  

采用“前测—技能学习—训练”的阶梯型学习模式，系统讲解和训练听力技能，并

通过真实情境中的视听材料和多样化的题型设计，使学生逐步感知、习得、训练并巩固

听力技能，提升听力水平。

● 应用为本，产出导向，提升综合能力  

以产出为导向，在视听材料输入基础上，围绕单元主题精心设计多种口语活动，提

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实现全面发展。

● 激发兴趣，立体支持，助力智慧教学  

全书设计活泼美观，时代感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供配套数字课程，满足新时

代学习与教学需求。

  综合英语 

  视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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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精彩样章

  《英语语音教程》（第二版）

本教程旨在通过系统、严谨的英语语音理论学习，结合灵活、生动的语音训练实

践，构建轻松的语音教学环境，提高广大英语学习者的语音水平，具有以下特点：

● 章节安排合理，帮助读者形成英语语音系统轮廓；语音知识介绍循序渐进、难

易适当，讲练结合。

● 音标发音要领讲解详细，辅以常见发音错误及易混淆音标的发音比较，帮助读

者清除发音中的死角。

● 所选语料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强，配以标准英式朗读，帮助读者背诵、模

仿，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

英语语音教程（第二版） 978-7-5213-3617-7 59.90元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前沿丛书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前沿丛书”由外研社引进出版，是一套堪称经典的ESP研究工具书和教学参

考书。

● 《专门用途英语导论》（Introduc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指导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实践，

对专门用途英语的基本概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

●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Introducing Course Design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阐释专门

用途英语课程设计的步骤、原则、方法，展示了具体的应用案例。

● 《体裁与专门用途英语》（Introducing Genre and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基于体裁理论探讨

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专门用途英语课堂教学活动，提升学习者在不同行业语境下的体裁意识和体裁能力。

● 《学术英语导论》（Introducing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描绘学术英语

领域概貌，包括课程设计、教材选取与编写、语篇特征、评估与反馈等内容。

● 《商务英语导论》（Introducing Business English）系统考察商务英语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

包括商务英语的使用背景、口语和书面语体裁特征、教学方法等。

学术论著

专门用途英语导论 978-7-5213-3723-5 62.90元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 978-7-5213-3198-1 78.90元

体裁与专门用途英语 978-7-5213-3208-7 63.90元

学术英语导论 978-7-5213-3199-8 65.90元

商务英语导论 978-7-5213-3168-4 58.90元
扫码查看丛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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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类

  《新标准日语教程》

适用对象：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二外、公外、辅修等零起点日语课程

内容简介：
《新标准日语教程》系列教材依据《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版）》编写而成，共

三册，每册12课。通过150课时左右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新日语能力考试”的N3级别

水平。本系列教材把控单元学习时间内的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学生掌握有效的外语学习策

略，使学生形成对日语语言规律的系统性认识。每册教材分为“课文、会话、单词、语法

解说、练习和小知识”等几大板块。课文内容贴近新时代生活，并融入“立德树人”的思

政教育，选材包括流行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交流、社会问题思考等多个视角。

教材特色：
● 选材主题丰富，兼顾语言知识与人文内涵两方面的培养。
● 语法体系严谨，符合中国学习者的思维习惯和学习要求。
● 采用分层次的内容模式，匹配不同的学习目标及教学手段。
● 课程资源丰富立体，引领多元化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 注重细节，充分体现“适合学生学习”的编写原则。
● 设计形式轻松活泼，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新一代大学日语》

适用对象：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二外非零起点日语课程

内容简介：
《新一代大学日语》系列教材是一套由中日两国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

通力合作开发的大学日语教材。本系列教材共三册，依据《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

版）》（以下简称《指南》）《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大

纲》编写而成，适用于高等教育非零起点的大学日语学习者。第一册和第二册覆盖《指

南》中“基础目标”和“提高目标”要求的全部语法项目，第三册覆盖《指南》中“发展目标”要求的全部语

法项目。

《新一代大学日语第一册》共12课，每三课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附有单元总结。本册教材选取了与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廃棄物」四个主题作为单元学习内容，帮助学习者加深对人类生存基

本条件（衣食住）及问题（废弃物）的理解。各课由「準備をしよう」「本文を読もう」「語彙・文法を学ぼ
う」「チャレンジをしよう」「関連資料」五个板块构成。

编辑推荐：
● 对接《教学指南》基础目标，帮助学生梳理已经学过的知识，建立知识体系，并逐步过渡到《教学指

南》提高目标。
● 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培养学生日语听、说、读、写、译的日语综合运用能力，使学生获得在学

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日语能力。
● 教材内容加强对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服务中国文化对

外传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大学日语教学内容。

新一代大学日语（第一册） 978-7-5213-3834-8 68.00元

新标准日语教程（第一册） 978-7-5213-2981-0 68.00元

新标准日语教程（第二册） 978-7-5213-3578-1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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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典法语阅读教程(1)

   新经典法语(1)(同步语法词汇手册)

适用对象：本科法语专业一年级下泛读课程

内容简介：

《新经典法语阅读教程(1)》与主干教材《新经典法语(2)(学生用书)》配套，适用于

法语专业本科第二学期的泛读课程，也可供其他法语学习者作为阅读资料或自主学习教

材。《新经典法语阅读教程(1)》与主干教材结构一致，分为四个单元，共18篇阅读材

料，旨在引导学生实践、巩固主干教材所教授的语言知识，同时在阅读中进一步拓宽文

化视野，提升阅读理解、表达与思辨能力。

编辑推荐：

● 主题同步：从主干教材对应各课的交际主题出发，注重语料的真实性和丰富

性，兼顾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 语法巩固：从选篇的语言现象出发，注重对已学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的复

现，在阅读实践中夯实基础、丰富表达。

新经典法语阅读教程(1) 978-7-5213-3716-7 25.00元

适用对象：本科法语专业一年级学生

内容简介：

《新经典法语(1)(同步语法词汇手册)》是专为《新经典法语(1)(学生用书)》编写的

语法词汇练习册，适用于本科法语专业一年级上的学生，也可供自学者进行扩展练习。

本书与主教材结构一致，分为四个单元，每课分为“字母与语音”、“动词变位与语

法”、“词汇与表达”和“翻译”四大板块，通过针对性练习逐个攻破语音、语法、词

汇难点，夯实巩固语言知识基本功，促进学生熟练掌握法语语法知识，提高法语语法知

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编辑推荐：

● 夯实基础：以丰富灵活的题型对语法知识进行全方位复习与提高练习，培养学

生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并初步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

● 综合运用：通过系统性练习，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语法知识完成听、说、

读、写、译交际任务。

新经典法语(1)(同步语法词汇手册) 978-7-5213-3714-3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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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用阿拉伯语听力教程(1)

   法国历史教程：从古代到大革命(新经典高等学校法语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适用对象：阿拉伯语本科专业学生或阿拉伯语自学者

内容简介：

《实用阿拉伯语听力教程(1)》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全书共有十五课，对应不同主

题，分别为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中国人、这是什么、欢迎光临、这是我的书、

开罗大学、我的宿舍、我学习阿拉伯语、大学食堂、忙碌的一天、开罗的气候、罕克里

里市场、阿拉伯节日、标准语语方言，另外附有课后练习答案。本书的内容均来源于真

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为阿语学习者提高听力水平，或为留学做准备提供基础。

该书每一课的课程设置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字母发音图解及对话学习，二是练习部分，

设有听录音写单词、听录音写短语、听录音判断、听录音标符等题型，并随着课程的深

入提高题型难度。另外，每课课后还附有听力原文。本书能够帮助学生巩固读、说、译

方面的练习，进一步培养学生阿拉伯语应用能力。

编辑推荐：
● 内容与语言富有时代气息。

● 话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注重语言的实际应用。

● 难度循序渐进，兼具系统性，符合学生听力水平提高的规律。

● 题型丰富，创造多元化听力学习环境。

● 知名主持人配音，带给学生舒适的听力学习体验。

实用阿拉伯语听力教程(1) 978-7-5213-3534-7 40.00元

适用对象：法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

内容简介：

《法国历史教程：从古代到大革命》由中法教师合作编写，其中Nicolas Joël 

KOUDLANSKI老师毕业于法国兰斯大学（Université de Reims），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在大连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讲授法国历史课程的过程中，他根据中国学生的法语水平

和学习特点精心准备讲稿和课件，这些材料为本教材的编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法

国历史教程》全部用法文撰写，涵盖了法国从古代（L’Antiquité）到第一共和国（La 

Première République）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以独特的视角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

后果进行了仔细梳理，涉及法国在各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个层面的情况。

教材共17章节，每章节分为课文、练习和延展阅读三个板块，题型灵活、难易适度、条

理清晰，内容丰富有趣，全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独立思考的学习能力。此

外，为了方便学生多维度地了解法国历史，本书特别设置文化史环节，通过文化视角对

该历史时期进行补充解读。

编辑推荐：
● 契合《国标》和《指南》精神，匹配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

● 贯彻“课程思政”理念，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 中法教师合作编写，配套慕课资源，满足一个学期的教学需求，教材配套慕课

资源，可在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上免费观看（moocs.unipus.cn）。

研习法国历史，学习法语知识，品读法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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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功能服务持续升级，全面助力教学提质增效      

iTEST立足教学场景，于今年上半年持续优化阅卷功能、诊断功能设计，并增加人脸识别等更多智慧防作弊

功能，为高等院校提供专业、安全、智能、高效的一站式外语教育测评支持。此外，iTEST将于9月中旬支持教

师使用移动端，教师们可随时随地进行考试和班级等管理，更加高效便捷，助力新学期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 阅评功能：从考后阅卷的角度进行优化，为教师阅卷减负增效，保障结果的公平公正。

● 支持按试题分配教师，并设定阅卷规则，提升整体阅卷效率。

● 支持分项分设置，针对高利害考试，提升阅卷科学性与严谨性。

● 支持教师端护眼模式，减轻教师阅读疲劳，融入人文关怀。

● 支持教师端批写评语，除打分外，可针对学生作答情况批写评语。

● 支持仲裁，针对一卷多阅评分分差超过设定标准时启动，提高阅卷结果公正性。

● 支持阅卷质量监控，管理员可实时查看评分情况，及时纠差，保障阅卷合理公正。

● 支持部分试卷人工评阅：大规模考试场景下，可通过机评分数筛选部分考生试卷进行人工评阅，减轻

阅卷工作量，提升阅卷效率。

◎ 诊断功能：在听力、阅读及语法技能基础上，增加口语与写作技能诊断测试，更加精准。

● 诊断设计：自评 + 定级 + 诊断相结合，精准诊断，科学定级。

● 诊断题目：类型全面多元，全方位诊断学生能力。

● 诊断维度：丰富完善，智能评价，促学效果明显。

◎ iTEST教师移动端：教师可通过手机移动端登录，突破时空限制，高效便捷。

● 随时随地管理考试与学生，有效应对无电脑使用的情况。

● 方便进行监考操作，便于考场巡视。

● 便于随时查看班级考试成绩与报告。

预计上线时间：2022年9月22日
扫码查看 

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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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Write小组互评功能上线：增加教学互动，提高英语写作水平      

小组教学和同伴互评是英语写作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在原有一对一互评

的基础上将新推出小组互评功能，教师布置作业时可以选择3-10人为一组，学生需要对组内其他同学的作文

进行评价。教师可查看学生的互评进度和作文详情，进一步指导，增加互动性和趣味性，提升学生的英语作文

水平。

● 分组便捷，一键分组，系统默认各个作文层次水平的学生均匀分配。

● 互评进展清晰明了，教师可清晰查看每位学生的作文提交和互评进度。

● 支持灵活调整分组，教师可在系统分配后手动调整，满足个性化需求。

扫码查看 

更多内容



74

   iTranslate：辅助翻译项目管理教学，培养新时代应用型翻译人才      

◎ 推出项目管理解决方案，模拟真实翻译项目协作流程。

面向高校MTI、BTI、英语专业翻译方向师生，iTranslate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与实践平台推出项目管理解决

方案，提供模拟企业真实翻译项目协作流程的演练平台，帮助学生加强翻译实践意识，模拟真实项目流程，科

学培养协作习惯。专业的项目管理工具和易学易用的操作体验，辅助翻译项目管理教学。

● 详尽的角色职能介绍及协作流程说明，潜移默化帮助学生建立对翻译项目管理的认知。

● 提供科学合理的任务拆分建议，使项目计划清晰明了，井井有条。

● 清晰展现每个任务的进展状态，便于项目经理跟进进度。

● 支持特定句段备注留言，省去额外提供上下文的不便。

● 智能识别所翻译句段中的术语，并提示翻译错误的术语，保证上下文术语翻译的一致性。

● 保留审校修订痕迹，供小组成员查看修订前后异同，方便共同讨论学习。

● 团队成员在项目中可共同维护、编辑同一份记忆库和术语库，提升协作效率。

● 配备数据统计，译前帮助学生分析项目难度，译后助力回顾总结、复盘提升。

◎ 推出翻译评价解决方案，强化教学辅助，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

iTranslate全新推出翻译评价解决方案，支持教师进行翻译作业布置、划词批改、数据分析和课堂讲评等教

学活动，学生可在线完成作业并查看教师批改结果，形成教学闭环。

● 作业批改专业高效：支持划词批改、错误/点赞批注，方便教师逐句批改学生翻译作业中的问题和 

佳译。

● 数据分析详尽全面：支持多维度查看学生译文中的错误分布情况，为教师教学改进和研究提供数据 

支撑。

● 课堂讲评清晰明了：学生作业中的典型错误和佳译汇总分类展示，教师课堂讲评清晰明了。



75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Utalk视听实训智慧学习平台2.0版本：全面提效，精准赋能      

为促进高校践行《中国现代教育2035》对建设智慧化校园的要求，做到线上线下教学“实质等效”，持

续为高等英语教育赋能，Utalk视听实训智慧学习平台2.0版本全面优化，精准为实际教学全面提效。

◎ 功能全新升级迭代：内容设计科学，能力诊断全面。

● 升级听力口语训练库，打造贴合教学要求的训练计划，设计精细化的训练习题，提供课程、训练、实训

计划多形式的内容设计。

● 采用人机交互和口语评测引擎进行智能评阅，为学生提供详细的语音评测反馈，从完整性、准确性、流

利度等维度进行全面诊断，为学生能力提升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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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两种教学管理模式，满足院校听说教学管理需求。

● 模式一：支持学校管理员统一制定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进度。学校管理员可统一导入基础信息、统一发

布教学任务、设定考核方式规则，并可查询学生学习详情与成绩分析，及时了解学生学习动态，调整相应教学

方式，进行高效教学管理。

● 模式二：支持教师开展个性化教学。教师可根据班级实际情况，设定个性化教学内容，灵活调整训练策

略；同时可根据不同学习要求，个性化设定学习目标和考核规则，提高教学效率，有效开展分层教学。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智慧云盒：全面升级，打通外语课堂教学全过程      

智慧云盒作为打造多种学科型智慧教室的核心设备，以新技术、新形式聚焦外语教学场景。外研在线智慧

云盒已全面升级，一台终端覆盖“听说读写译”全项能力教学与训练，打通了外语智慧课堂教学全过程。

◎ 内置教材配套课件，覆盖课堂讲授知识要点；同时支持云端上传多种格式的自建课件，教师上课一键

获取轻松进入课堂讲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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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置可交互的数字教材，支持课堂教学多场景的即时交互，打破传统纸质教材授课的局限，让课堂变

得更加高效。

◎ 支撑完整的教学活动，支持日常多种教学活动的开展。如：针对作业测试数据，开展有针对性的作

业测试讲解；结合语音转写，支持多种听说类教学活动；基于写作引擎的自动批阅，支持多种智慧写作教学 

活动。

◎ 丰富的教学工具，辅助课堂便捷高效。

● 电子黑板：满足课堂即时书写，并支持对课件、教材等内容进行自由批注，方便课堂高效讲解。

● 多屏互动：多个大屏相互协作、交互、共享，支持探究式、分组研讨、混合式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创新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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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教师类

会议论坛

 第四届中国外语教材研究高端论坛

7月9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协办的第四届中国外语教材研究高端论坛在线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外语教材研究的范式建

构”，视角多元，内容丰富，共设8场主旨发言和1场圆桌论坛。16位发言嘉宾围绕教材编写、使用与内

容研究与1.1万余名线上参会者分享了外语教材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

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外语教材建设与研究的新方向与新路径。

	 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高端论坛

7月12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举办的“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前

沿高端论坛”在线召开。本次论坛邀请7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围绕“外语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发展”发表

主旨演讲，吸引了近5000名观众在线观看。



79

	 新文科工程训练研讨会			

7月17日，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秘书处主办、外研在线协办的“新文科工程训练研讨会”在

杭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召开。联盟执行秘书长王宏宇，外研在线CEO商其坤，北京大学教授

聂华，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党跃武，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赵兴胜、副馆长程蓓，武汉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

如花，浙江大学信息资源分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CADAL副主任黄晨，清华长三院技术与工程教育研

究中心副主任、原浙江大学工程训练中心常务副主任周继烈，辽宁大学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主任宋朋等

领导与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本次研讨会进一步明确了工程训练助力新文科实践教学的发展目标和

推进路线图。

	 外研在线亮相第57届高博会，助推“数字基建”新未来			

8月4日—6日，第57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简称“高博会”）在西安召开，来自

全国各地的高校教师、行业专家齐聚一堂，共襄盛会。作为国内领先的全景数字教育综

合服务商，外研在线连续三年亮相高博会，并在本届高博会带来集资源、平台、硬件、

服务四位一体的“新智慧空间整体解决方案”，向来自1000余所高校的300余位领导、

超过千名专家学者详细介绍了聚焦专业的学科型智慧教室、赋能智慧教学的系列云盒、

助推实验教学的虚拟仿真课程等核心产品，彰显“数字基建”时代外研在线开拓前行的

新风范。智慧融合，驱动未来。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扫一扫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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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202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8月7日，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202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农业大学成功举办。研讨

会重要议题之一是外语类专业“三进”工作，成为国家启动“三进”工作后的第一次全省性质的一次盛

会，为河北省外语教师明确了人才培养的关键，为持续更新教育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指明了方

向。河北省教育厅高教处二级调研员高明、河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彤和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

长李正栓等出席会议，来自河北省78所高校的160余名外语学院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参加了会议。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大学副校长孙有中教

授以“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的历史方位与改革路径思考”为题，就外语类专业的历史方位、新文科建设和

课程思政等与大家进行了分享。孙教授指出，为全面推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

进课堂（简称“三进”）工作，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年组织编写了《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

希望河北省高校外语教师以此为契机，切实提升“三进”教学工作实效，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大会还邀

请南京大学王海啸教授就虚拟教研室建设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张红玲教授就高职高专教学做了学术讲座。

省教育厅高教处领导在会上要求全省外语教师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各高校党政一把手及外语院

系负责人是把“三进工作”落实到实处的具体负责人。李正栓会长在致闭幕词时指出，本次大会为河北省

外语教师搭建了互通有无、交流共享的平台，讨论的主题广泛，成果显著，特别是明晰了推进“三进”工

作的具体路径，定会对河北省外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十八届中国跨文化研究年会二号通知			

为增进国际理解，促进跨文化教育，经中国翻译协会跨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原中

国跨文化交际学会）研究决定，“第十八届中国跨文化研究年会”将于12月9-11日在广

东珠海召开。本届会议将以“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文明互鉴”为主题，旨在为国内外从

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外语教师和业界人士搭建交流分享平台，促进跨学科对话和跨文

化理解，推动跨文化学科的理论创新，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文化交流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本次会议由中国翻译协会跨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主办，北

扫码了解 

会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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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课题

 第十一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中标通知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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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2年3月联合启动第十一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面向全国进行课题招标。截至5月31日，共收到来自全国外语教师和外语教育研究人员

的申请书513份。经专家严格评审，目前已确定本批基金项目中标课题。共计248项课

题中标，包括重点课题43项，共建课题23项，一般课题182项。本批基金项目特别设置

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专项，以鼓励西北高校开展更多外语教育研究，上述

248项课题中，含西北五省课题34项。

公益讲座

 外研智慧大讲堂专题五“外国文学”公益讲座			

7月10日，外研在线成功举办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与前沿”系列专题五“外

国文学”公益讲座，大师云集、引人入胜，吸引全国外语教师及研究者相聚云端，助力

建构大文学话语体系，开拓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本次系

列专题特邀南开大学常耀信教授、厦门大学陆建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中

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等权威专家作客大讲堂，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坚持文明互学互

鉴、文化交流共生的立场，传播外国文学蕴含的思想智慧，兼顾人类大同与家国情怀的

统一，着力培养全球化创新型人才、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学科性应用型人才，努力开创

中国学术话语的新高峰。

扫码查看 

中标课题及 

主持人名单

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承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跨文化研究论丛》协办。大会将邀请国内外跨文化

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做主旨发言，并组织专题研讨、圆桌讨论、工作坊、海报发表等交流形式。会议语言

为中文或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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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智慧大讲堂“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规培一期”			

继首期系列讲座“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与前沿”圆满结束后，7月15日至8月7日，高校国别和区域

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携手外研在线，继续打造重磅级学术思想殿堂“外研智慧大讲堂”专题论坛

“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规培一期”。该专题论坛按照区域国别学科的主要研究领

域举办了共15场讲座，特邀15位权威专家带来精彩绝伦的学术盛宴，惠及全国外语、国际关系、世界史

等多学科同仁近30000人次，在国别区域发展、外语教育以及跨学科交流与融合等多个方面开疆辟土、

共创新篇。

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扫码报名研修班

研修培训

	 “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外语教育：理论、实践与研究”研修班（线上，9月7—29日）

外研社将于9月7—29日举办“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外语教育：理论、实践与研究”线上研修班，助您

解决中华文化融入外语教学的关键问题，提高外语教学育人成效。特邀国学大家楼宇烈先生、中央党校刘

连章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海峰副教授、武汉大学姜海龙老师等深入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阐释时

代要求下继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分析近代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发展方

向；并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范祥涛教授，南开大学李霞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海若老师、伊蕊老师，河

南大学石慧老师，大连医科大学张琳老师分享中华优秀文化融入外语教学及研究的实践创新方法，助力外

语教师提升文化素养，提高外语教学能力与育人水平，真正承担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时代新人的重

任，以高质量外语教育服务我国对外文化传播。

报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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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 共 2 页

9月 23日
18:30—20:00 中中华华文文化化典典籍籍英英译译与与文文化化传传播播 范祥涛

20:00—20:10 问答与交流

学学以以致致用用：：课课程程设设计计实实践践交交流流与与点点评评指指导导

9月 28日 18:30—20:00 小小组组活活动动：：融融入入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的的外外语语课课程程设设计计 参班教师

9月 29日

18:30—19:30 小小组组成成果果展展示示 小组代表

19:30—20:10 专专家家点点评评与与总总结结 主讲专家

20:10—20:30 闭幕式

第 1 页 共 2 页

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外外语语教教育育：：理理论论、、实实践践与与研研究究研研修修班班

日日程程

模模块块一一：：中中华华文文化化素素养养提提升升

模模块块 时时间间 内内容容 主主讲讲人人

中中华华

文文化化

鉴鉴古古知知今今：：中中华华优优秀秀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核核心心要要义义

9月 7日

18:30—18:50 开幕式

18:50—19:50 中中华华文文化化的的精精神神内内涵涵与与其其当当代代价价值值 楼宇烈

20:00—21:00 中中华华文文化化核核心心思思想想内内涵涵：：思思想想理理念念篇篇 姜海龙

21:00—21:10 问答与交流

9月 8日

18:30—19:30 中中华华文文化化核核心心思思想想内内涵涵：：传传统统美美德德篇篇 李海峰

19:40—20:40 中中华华文文化化核核心心思思想想内内涵涵：：人人文文精精神神篇篇 李海峰

20:40—21:00 问答与交流

熔熔古古铸铸今今：：近近代代优优秀秀文文化化与与社社会会主主义义先先进进文文化化

9月 14日

18:30—19:30 近近代代优优秀秀文文化化历历史史发发展展与与时时代代传传承承 刘连章

19:40—20:40 社社会会主主义义先先进进文文化化内内涵涵与与价价值值引引领领 刘连章

20:40—21:00 问答与交流

模模块块二二：：文文化化融融入入教教研研实实践践

模模块块 时时间间 内内容容 主主讲讲人人

外外语语

教教学学

知知行行并并进进：：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外外语语教教学学与与研研究究

9月 15日
18:30—19:50 中中西西文文化化比比较较与与学学生生能能力力培培养养 李 霞

19:50—20:00 问答与交流

9月 21日

18:30—19:30 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大大学学英英语语综综合合课课程程的的教教学学实实践践 张 琳

19:40—20:40 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大大学学英英语语听听说说课课程程的的教教学学实实践践 石 慧

20:40—21:00 问答与交流

9月 22日

18:30—19:30 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英英语语专专业业精精读读课课程程的的教教学学实实践践 伊 蕊

19:40—20:40 中中华华优优秀秀文文化化融融入入翻翻译译课课程程的的教教学学实实践践 王海若

20:40—21:00 问答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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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未来大学英语》虚拟教研室系列活动

本次系列活动分三期（9月23、27日，10月12日），邀请系列教材主编和使用

院校与一线教师共同探讨《新未来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有效使用，深入剖析教学的

各个环节，有针对性地解决教师备课难题。使用院校教师将基于《综合教程》和《视

听说教程》两个分册分享教学安排，展示教学设计；参与研讨的教师在学习交流后提

交教学设计任务；主编将对教学展示进行评课，并对教师提交的教学设计给予指导。

参与方式：

识别右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发送“新未来综合”和/或“新未来视听

说”，加入相应课程群，获取班前学习资料及腾讯会议参会方式。

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主    编：陈崛斌    李朝晖

总主编：杨立民     顾    问：徐克容

第
三
版

第
三
版

第
三
版

◎项目策划：冯  涛  ◎责任编辑：曹  妮  ◎责任校对：张  阳  ◎封面设计：孙莉明  ◎版式设计：涂  俐

定价：69.90元

“现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多位知名专家领衔编写，供高

等院校英语类专业学生使用。教材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连续被评为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适应新时期英语类专业教

学改革与发展，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对本系列教材进行了修订。《现代大

学英语 精读》（第三版）具有以下特点：

注重课程育人 精良选材，精心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思辨能力，提升综合文化素

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传承语言传统 传承原版教材对语言的精细训练，在语言练习编写上注意纵

向连贯和横向配合，循序渐进，梯度合理，语言训练更具

系统性。

提升人文素养 选文体裁多元、题材丰富、内容新颖，涉及人际关系、社会

文化、人与自然等各个方面，主题深刻，议题广泛，重视文

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创新教学模式 依托外研社“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全新开发数字课程，

倡导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助力

教师打造智慧课堂。

教材咨询电话：010-88819595
数字课程电话：400-898-7008

U校园App 外研阅读App

本教材第二版曾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
�

�

精 读精 读

精 

读

参与方式：

识别右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发送“现代大英”，加入相关课程群，

获取参与方式。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	精读》虚拟教研室系列活动			

本次系列活动分四期（9月22、29日，10月10、20日），将基于《现代大学英

语（第三版）	精读》第1、3册中的具体单元，围绕英语类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育

人指导思想，特邀国际关系学院“国家级一流课程”教学团队分享课堂教学活动设

计，阐述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方法，有针对性地助力教师备课。

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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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外语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

为帮助广大高校外语教师精进教学方法，精准实施教学策略，开展有效教学，外研社与荷兰乌特勒支

大学共同策划，将于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0—28日在线上举办“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外语教学能力提升研

修班”，指导参班教师明晰教学原则、更新教学理念、完善教学设计，切实提升外语教学质量。（2022

年11月30日前可观看视频回放）

报名中

研修特色

 强大专家阵容

研修班汇聚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以及莱顿大学、格罗宁根大学等欧洲顶尖高校的应用语言学专

家、学者及优秀教师，系统设计，深入讲解，层层递进。

 聚焦教学方法

研修班聚焦以学生为中心及合作学习、跨文化思辨能力培养、教师课堂话语应用和课堂反馈等

外语教学方法，帮助参班教师夯实教学理论基础、拓展教学思路。

 理论实践结合

研修班基于丰富教学案例，有针对性地帮助教师将所学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熟悉相关方法与策

略，拓展外语教学的维度，丰富外语教学的内涵，提升外语教学实效。

研修日程

Week	1	Approaches	to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

Date Time Topics

Oct. 10th

19:00-21:00
(Beijing Time)

Learning to learn:
- How can you make your students aware of their own learning 
processes?
- How can you use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to stimulate effective 
learning?
- How can you guide your students better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for 
example when learning new words or a grammatical subject?

Oct. 12th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 What does student-centered education mean?
- How to teach student-centered?
- How can you change from teacher to mediator or facilitator?
- How to give more initiative to your students?
- What obstacles can you encounter and how can you deal with them?
- How to deal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Oct. 14t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 Activate your students in and outside your class
- Project-based learning
- Continuous motivation in language teaching: Practical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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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多语种教师研修计划			

2022年高等学校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 

培训时间：2022年10月21-29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06

报名咨询：张老师，010-88819891

Week	2	Critical	Thinking	&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Week	3	Classroom	Feedback

扫码了解 

更多详情

Date Time Topics

Oct. 17th

19:00-21:00
(Beijing Time)

Critical thinking in language learning:
- How to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 What questions do you ask?
- What task do you give?
- How to guide your students to reflect on their thoughts?

Oct. 19th
How to assess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 Tools & application

Oct. 21st

How to incorporat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your teaching?
- Development theories
- Practical examples
- Sharing best practices with experts

Date Time Topics

Oct. 24th

19:00-21:00
(Beijing Time)

Professional Language for classroom teaching
- Structuring language
- Dealing with questions
- Sounding more fluent
- Valuing contributions

Oct. 26th

How to give feedback in English?
- Exploring cultural feedback issues
- Feedback areas
- Editing codes
- Giving and receiving oral feedback

Oct. 28th

Teacher forum wit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perts (Netherlands & Finland)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systems and
learning styles
- How do teachers in other countries teach?
- What can we learn from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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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变革

 外研在线与阿里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行

8月8日，外研在线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成功举行。阿里云教

育总经理王为之率队到访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双方就“课后延时服务、数字内容生

态共建、教育科技能力与方案、国家级赛事合作”等方面开展高水平、深层次合作交流

达成一致共识。双方一致表示将以此次签约为起点，秉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原

则，深化合作机制与模式，协同发展、合力精耕，提供面向全学段教育领域多层次、多

需求的全场景数字化解决方案，探寻教育数字化变革的广阔未来。

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学生类

	 暑期提升	|	2022国才云嗨夏令营

2022国才云嗨夏令营致力于帮助考生在假期夯实语言技能、拓宽全球视野、实现“完美蜕变”，本

次主题为“职场”“沟通”“国际传播”，融合早安新闻、每日打卡、趣味活动等形式，从观念了解、能

力提升到实习就业，一步步带领学生从校园走向职场。

夏令营融合国才网络专场双选会，提供国际化人才岗位，包含实习和全职工作，还有高科技AI面试，

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生成专属测评报告，帮助学生找到求职bug，逐个击破。

为期三周的国才云嗨夏令营已于8月19日顺利结营，参与总人数达1.5w余人，覆盖院校600余所，覆

盖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累计打卡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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