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讯，是“阅迅”，方便快读，也是“悦寻”，值得慢思。

自2020年5月起，外研社将在每月下旬发布《外研之声

（月讯版）》，与您梳理大事，立足当下，知机识变；也为您

整理资源，推荐新品，规划合作。在《外研之声》连接与分享的

理念基础上，月讯版增强了时效性和延展性，使连接更广泛、

分享更便捷。两版本彼此呼应，便于您各取所长。

我们将在文字基础上，逐步增加声音和图像，使内容更

生动立体；也期待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汇聚智慧，促发更多思考与

对话。月讯版得益于小而轻的方式，能够更快速迭代和优化，

我们盼望听到您的宝贵建议，努力以不断创新的形式支持教学、

推动科研、服务院校长远发展。

变革的时代需要引领的光，更需要聚合的网。愿每月的

涓涓细流，记录变化的时光，探索发展的方向，汇聚成推动变革

的浩瀚力量。

月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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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课程思政

质量革命

2020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为关键，全面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统筹课程思政

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

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

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

共基础课程。

   相关链接：

   八部门：全面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质量

   外研社教学支持之课程思政建设

2020年4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高等学校在线教学国际平台上线仪式上讲话，倡导充分

运用疫情期间改变了教、改变了学、改变了管、改变了形态的“学习革命”，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的“质量革命”。

融合了“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已

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在教与学方面的重

要发展方向。未来，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

技术融入的在线教学将长期共存并深度融合！这种融合

会从物理反应走向化学反应，催生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等新的教育形态和新的人才培养范式。

   相关链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应对危机、化危为机、主动求变，做好在线教学国际平台及课程资源建设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5/t20200513_453475.html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jM5MTM3OTY1NQ==&hid=8&sn=e287fcec65ed9b1592d47068b4cdca72&scene=1&devicetype=iOS13.3&version=17000c2d&lang=en&nettype=3G+&ascene=1&session_us=gh_b82cab5d11e1&fontScale=100&wx_header=1&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s://www.sohu.com/a/387202524_654808


教材管理

2020年1月，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学校选用境外教

材管理办法》，部署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

基础教育教材重点是进一步强化育人功能，为学

生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红色基因，更好解决“为什么

学”“怎么学”的问题。职业教育教材关键是体现

“新”“实”，反映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

法，及时编修，提升服务国家产业发展能力，同时解

决“多而少优”的问题。高等教育教材重点是学术理

论创新，打造精品，凸显中国特色。

   相关链接：

   描绘新时代教材建设蓝图，《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发布

   落实《高校教材管理办法》，推动课程思政育人

2020年5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全国高等学校在线教学情况及下一步工

作，指出疫情期间高校在线教学实践可用“三个全”来概括特点，即全区域、全覆盖、全方位实现了“停课不

停教、停课不停学”。 

在线教学虽然没有了传统课堂的面对面，却增加了

师生间点对点的交流互动，这些转变有效解决了中国高等

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即从满堂灌的“单声道”到互动式的

“双声道”转变。同时还促进了由“教师中心”向“学生

中心”转变，从过去注重教师“我教了什么”到更加注重

学生“我学到了什么”，引导学生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

从单纯的知识传递向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培养转变。

   相关链接：

   教育部吴岩：在线教学实现了从“单声道”到互动式“双声道”转变

在线教学

http://www.lipuedu.cn/news/2020/0515/655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20n/2020_zt04/baodao/202004/t20200409_441835.html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00519/files/%E8%90%BD%E5%AE%9E%E3%80%8A%E9%AB%98%E6%A0%A1%E6%95%99%E6%9D%90%E7%AE%A1%E7%90%86%E5%8A%9E%E6%B3%95%E3%80%8B%EF%BC%8C%E6%8E%A8%E5%8A%A8%E8%AF%BE%E7%A8%8B%E6%80%9D%E6%94%BF%E8%82%B2%E4%BA%BA%282%29.pdf


2020年4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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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有中教授指出，外语类各专业点应在《指南》指导下，坚持内涵

发展、多元发展和创新发展，培养时代需要、国家期待的外语专业人才。

坚持内涵发展，要聚精会神抓教师发展，聚精会神抓课堂革命，

聚精会神抓专业升级，全心全意促进学生成长成才。不再追求规模，

不再盲目扩张，不再做表面文章。

坚持多元发展，要充分发掘本校教育教学优势资源，特色发展，

错位竞争，服务国家外语人才多元需求，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元

需求，服务学生个性化发展多元需求。

坚持创新发展，要大胆探索外语教育教学新理论新方法，大胆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新机制，

大胆探索智能技术与外语教育深度融合新平台新路径，全面整合校内外和国内外各类人才培养资

源，充分激活全体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与创造力和全体学生的学习动力与潜力。

   相关链接：

    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发布，智慧讲坛专家解读专业发展指引方向

   《指南》指导下的外研社英语类专业课程体系及教材解决方案

外语类专业指南发布

2020年5月，“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与人才培养”智慧讲坛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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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时期世界发展、高等教育变革，以及外语教学的“变”与“不变”，为大学外语

教学在时代发展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指引方向。 

中国正在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大学外语的课程

定位、教学方式、评价方式、课程资源等都在发生变

化，而为国育才、为党育人，培养兼具语言能力、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家国情怀的外语人才这一教学目标应始终

如一。大学外语教师要有更大作为，要思考建设什么样

的大学英语课程、如何建设这两个关键问题。

大学外语教学需处理好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生个人成

长需求、工具性与人文性、通用英语与专门用途英语、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教学与测试这五对

关系，从而在大变局中推进教学改革，培养高质量外语人才，实现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

   相关链接：

   战略思考，创新实践，指引大学外语教学新发展——新时期大学英语教学与人才培养

   推动课程建设，创新教学模式，落实思政育人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一流课程建设

大学外语教学改革

https://mp.weixin.qq.com/s/cpahfUGA1bh7dCY5525w1w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25/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PXrUy-HoO6Vz5-dq85Q0vQ
https://mp.weixin.qq.com/s/j0kPmXQ_VfRrdBn9MckwBg


改革先锋

复旦大学（特色：学术英语课程）

复旦大学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确立了“加强国际

化人才培养、拓展学生国际视野”这一人才培养目

标。自2011年秋季起，将学术英语纳入大学外语课

程体系，先后开设了不同类别的学术英语课程，形

成了由综合英语、通用学术英语、专用学术英语、

英语文化和第二外语五大模块所构成的多元化、多

层次大学外语课程体系。

在体系中，学术英语课程占较大比重。通用学

术英语课程依据技能划分，包括写作、口语、口笔

译、视听、阅读等；专用学术英语课程依据大学科

概念划分，包括人文、社科、理工、管理、医学和

综合等。据2017年统计数据，2011-2017 学年间，复旦大学每学年修读学术英语课程的人次最多，并呈现

逐渐增多态势，契合学生国际化能力培养的需求。 

南京林业大学（特色：ESP课程）

南京林业大学结合本校办学目标、各院系人才培

养需要和学生个性发展需求，构建了以通用英语为

基础、以ESP课程为核心、以跨文化交际课程为纽

带的“三位一体”大学英语多元课程体系。其中成

体系、成规模开设的ESP课程着重解决大学英语教

学如何与学生专业相结合的问题。

ESP课程涵盖林业科学、土木工程、艺术设计

等多个专业，以反映学科主线、结合已知内容、重

在语言应用为理念，是语言课程的延伸，为学生专

业英语学习做准备。其目的是增强学生运用英语从

事工作、进行专业和学术交流的能力，以提升学生

学术和职业素养为目标，以培养与专业相关的英语应用能力为教学重点。这些课程得到了各院系的广泛认可，

有效助力了学生专业学习，也显著提高了学生英语水平。

改革先锋汇聚全国各高校改革经验，共享改革智慧，以期实现交流互进、协同发展。

本期改革先锋主题聚焦“课程体系建设”。



西南交通大学（特色：跨文化课程）

为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西南

交通大学将四级后续学分课程和校级通

识课程设置作为大学外语教学的两块重

要阵地，并以跨文化外语课程建设为抓

手，推进教学模式改革、提升课程教学

质量，坚持跨文化课程思政特色，服务

一流人才培养。

跨文化课程群设置4大模块、18门

课程，面向全校开放，从知识构建、能

力培养、意识养成和就业能力四个方面

入手，培养能够传播世界文化和中国

优秀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国际化

人才。这些课程基于国情、区情、中外文化比较、中外文化交流历史等内容，突出多元文化认知、国际视

野、历史眼光的意识建构，坚守“从我出发”“为我所用”的价值观养成，从而实现课程育人功能。

山东师范大学（特色：多语种课程）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山东师

范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构建具有融通

性、立体化、多层次特点的外语人才培养

体系，实现外语教学从语言技能到语言交

际再到文化联通的拓展。

多语种大学外语课程体系助力全球

治理复合型人才培养。除大学英语外，

建立健全了大学俄语必修课课程体系，

以及日语、朝鲜语、葡萄牙语等公共外

语选修课教学体系。此外，多层次、多

语种外语通识课程体系推动“专业+外

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进行包括语言

技能、文化素养和专用能力在内的“全能培养”。目前已开设的全校公选课包括日本文化与文学、韩语与韩

国文学、中华文化外译、英语歌曲与文学鉴赏、大学生英语素养、旅游葡萄牙语、旅游阿拉伯语等，采用双

语授课，深受学生欢迎。 

模块一:全球视野与国际化知识

构建课程模块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国家级精品课程）

英美历史与文化

欧洲文化概论

欧盟与全球治理

欧洲经济治理

欧盟与中国

模块三:开放意识与本土意识

养成课程模块

西方现代化视野下的英美文学
（国家级精品课程）

英国社会进程与英语沿革

中西文化对比

汉英对照国学经典选读

模块二:国际惯例与跨文化沟通

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职场英语（国家级精品课程）

外交外事礼仪与文化

跨文化交际与人格修养

交际与文化视听说

模块四:国际化就业能力拓展模块

工程英语阅读

国际工程招投标英语翻译

国际商务谈判

FIDIC合同条款解读与应用



外研新品

大学英语

  《大学英语思政导学教程》     

主编：吴  鹏

●   本科、高职院校英语学习导学教材

●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先行者、江苏大学团队编写

●   明确大学英语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问题

●   融入思政教育，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培养“家国情怀”

和“世界眼光”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     

x

以U校园为载体，集教材、读写思政数字课程与U卡通能力拓展数字资源为一体，

为院校开展大学英语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专业资源、平台解决方案。

●   “思政板块”与《读写教程》各单元主题一致，紧密贴合教材

●   课程兼顾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双重目标，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

三位一体，助力课程思政

●   基于U校园教学管理功能，院校能够统计思政教学数据，获取思政板块学情分析，

随时掌握个人、班级、院校整体等不同维度的学习情况，有效开展思政教研，组织

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或者混合式学习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 （智慧版）     

总主编：何莲珍

以育人为根本。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材设计与编写注重育人价值。注重体

现中国优秀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培养中国情怀。

以应用为导向。参照《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五、六级能力描述，锤炼学生理

解、表达、组构、语用、翻译等各项语言技能。设计真实交际任务，提升学生实际语

言应用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体现其内涵的不断丰富和更新。

教材设计契合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兴趣、期待和使命，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以技术为依托。包含丰富的交互式、个性化数字资源，提供全方位、立体化配套

支持。依托先进教学管理平台，支持教师创新教学模式，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https://mp.weixin.qq.com/s/JSxdcFHimbCBu0WWi_zcAw
https://mp.weixin.qq.com/s/33sOnGpt4so88ZPlmtr1MQ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教学指南》                                            

包含英语、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日语、非通用

语等多个语种专业，指导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建设，为专业

发展举旗定向。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总主编：蒋洪新

●   响应教学改革呼声，贯彻《指南》精神，聚焦英语类专业

核心课程

●   提升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创新教学模式，注重课程

育人

●   包含《综合英语》《视听说》《口语》《阅读》《写作》

等子系列

“新经典”高等院校非通用语种专业
系列教材

适用于全国高等院校非通用语本科教学，主教材配合

音频，首开非通用语种多媒体教材先河。

点击左侧封面查看相应图书介绍视频

外语类专业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25/index.html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16/index.html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Cp4y1977u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8V411d7PE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cV411C7Xj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ff4y117p4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kz411q7s1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vA411t7TJ


教学/测试平台

   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5.0       

●   支持校本测验、期中期末考试等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   口语测试：新增人人对话功能，全真模拟四、六级口语考试

●   录题组卷：实现Word试卷一键导入，智能识别高效便捷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        

●   全面升级评阅效果，纠错准确率高达98% ，召回率达70%，远超

行业平均水准

●   微信端重磅发布，开启移动写作新篇章

   U校园发布学情监测平台3.0        

●   增加活跃度分析类型，院校整体学情全面掌握

●   支持时间周期自定义，不同时段学情一目了然

●   细化教师工作量分类，线上教学情况详细了解

●   优化学习者行为统计，在线学习数据实时呈现

外研在线重磅发布首款智慧硬件 —— Unipus云盒      

适用于语音教室、智能教室

资源云盒H1-U1

●   资源丰富，内置视频数量超过一万条，全球优质

资源助力自主学习

●   形式多元，电子书、视频、备考训练营三大类型

满足个性化学习偏好

●   全面丰富教学设计，奠定多样化教学基底

智慧云盒H1-U2

●   提问、投票、多屏互动，有效激活课堂

●   无缝对接U校园，全面覆盖混合式教学场景

●   内置Win10处理器，提速教学效能

https://mp.weixin.qq.com/s/O5p6bpJRjrYdR-qkfn1qFA
https://mp.weixin.qq.com/s/84WsjdT6iyk6BvmYDex45g
https://mp.weixin.qq.com/s/rrj66ml-jMx8Y3GbgEXHiQ
https://mp.weixin.qq.com/s/ad6JRbAUYXFFILSjLvkDXA


重要活动

教师类

科研课题

第十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    

申请时间：招标申请书提交截止时间为5月31日

第十批“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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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启动，课题范围涵盖人才培养研究、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程体系研究、教

学方法研究、外语测评研究、教师发展研究等多个领域。

2020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

申请时间：招标申请书提交截止时间为6月30日

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发布。本年度采用按课题大类申

报方式，鼓励研究者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聚焦新形势下中国外语教材建设、使用与评价等各环节，

探讨提升外语教材思想性、科学性与时代性的新路径，构建体现国际视野、具有中国特色、适应时代要求

的新时代外语教材体系。

教学赛事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    

赛题：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设计

全国复赛参赛材料上传于5月22日截止，全国半决赛方案及名单6月底公布

研修培训

2020年高等院校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系列

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文学、文化、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  2020年5月—6月

全国高校日语专业建设与教学发展智慧讲坛   2020年5月通过网络平台分期举办

外研社韩语虚拟教研室——“朝鲜语会议口译”课程思政的创新与思考   2020年5月15日开讲

2020年多语种口译卓越人才（德语、俄语、日语）培训班

德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5月26日—7月2日 报名咨询：于老师 18510626930

俄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5月11日—6月11日 报名咨询：焦老师 18810882275

日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5月25日—6月25日 报名咨询：常老师 15510769339

https://iresearch.unipus.cn/news/detail.php?NewsID=5358
https://mp.weixin.qq.com/s/6WhKZtYLQHtBYxhtIuDJMw
https://mp.weixin.qq.com/s/5Xt2V2IHC27az1iUFDB4Qw
http://fltrp-training.mikecrm.com/xjl72ki
https://mp.weixin.qq.com/s/I3ZJNrsPK4D-_Pn-ugsG-Q
https://m.qlchat.com/wechat/page/topic-intro?topicId=2000009625062071&pro_cl=sharecard&auditStatus=pass&kfAppId=wx55c023ad6dc75031&kfOpenId=ovAL-1EDAYiP5e4jd22_CVMBqI0w&from=singlemessage
https://mp.weixin.qq.com/s/adIFm2TZWVhA8sJsYHNEfw
https://mp.weixin.qq.com/s/0GVt_B6h2c8qoFoS23gxuA
https://mp.weixin.qq.com/s/VAe_o5sxL8rFQlBhamhscg


学生类

能力竞赛

2020“Uchallenge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正式启动    

5月15日， 2020“Uchallenge大学生英语挑战赛”启动仪式在线举行，演讲、写作、阅读大赛章程

发布。“时逢挑战，自强不息”，本年度英语演讲大赛定题演讲赛题 Challenge to All 获得组委会专家的

高度认可，具有现实意义与历史价值。“Uchallenge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所涵盖的三项赛事全部入选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201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科竞赛排行榜，育人成果获得学界一致认可。

国才考试

2020年国才考试报名进行中    

根据当前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和学校校园管理要求，2020年上半年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延期与下半年考试合

并进行，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报名截止时间和考试时间均以国才官网（http://etic.claonline.cn）通知为准。

国才考试开辟国才招聘栏目    

国才考试通过【国才招聘】栏目，联合数千家企业源源不断地为大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并为国

才证书持有者设立求职绿色通道。“国才”微信公众号每周三、周日发布招聘信息，携手高校师生共同

“抗疫”，助力学生实习与就业。

 雅思/托福教师官方培训课程

●   Unipus与考试主办方联合推出

●   国内外优质师资

●   官方结课证书

●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   培训材料丰富

●   全面提升雅思、托福教学能力

课程共建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征集英语、多语种慕课课程   

作为我国首个外语学科专业慕课联盟，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聚力外语优势与特色，着力打造外语线

上“金课”。为更好地展示外语教师线上教学的探索和成果，共建精品慕课课程，现面向全国高校征集英

语、多语种慕课课程。

    点击标题进入开课申请通道

https://mp.weixin.qq.com/s/Ln5peiX0vUTMCl-lW-0YNQ
https://mp.weixin.qq.com/s/GjSB0US9scOA4TCv7Gtn_g
https://www.wjx.top/m/62047706.aspx
http://uchallenge.unipus.cn/
http://etic.claonline.cn/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IzNzgxMjI3Mw==&hid=13&sn=43c0d4acb4959c63731d6a34376871a9&scene=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