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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政府工作报告之教育论述

2020年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回顾2019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2020年发展主要目标和下一阶段工作总体

部署。针对教育主要论述如下：

推 动 教 育 公 平 发 展 和 质 量 提 升 。坚持立德树

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支持中西部高校发展。扩大高校面向农

村和贫困地区招生规模。发展职业教育。加强教师队

伍建设。推进教育信息化。要稳定教育投入，优化投

入结构，缩小城乡、区域、校际差距，让教育资源惠

及所有家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来。

   相关链接：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1

2020年6月15日，教育部组织召开2020年全国高教处长会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出席并发言。会议聚焦“谋大局	应变局	开新局”，强调2020年高等教育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中，主动适应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

及化阶段的新形势新要求，收好官、开好局。

要“走新路”，推进“四新建设”；“下大棋”，

举办世界慕课大会、持续推动人才培养范式变革和“学

习革命”深入开展；“布大局”，推进新时代中西部高

等教育振兴；“推大招”，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

设、推进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启动“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遴选。

   相关链接：

   2020年全国高教处长会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

   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落实落实再落实 提高提高再提高

教学改革

http://www.gov.cn/zhuanti/2020qglh/2020zfgzbgdzs/2020zfgzbgdzs.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006/t20200615_46612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xyykdqLrMoyFQdWXmha5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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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总结2018年全国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状况，教育部教育督导局委托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

评估中心研制完成《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以下简称《报告》），于

2020年6月28日发布。《报告》基于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和全国1000余所普通高校本科教

学质量年度报告，紧扣“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等新时代本科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要求，以本科教育

教学质量为主线，采用海量数据挖掘、多维案例分析、大规模问卷调查等方法，呈现高校提高本科教育

教学质量的新举措、新经验、新成效，为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引导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巩固本科人才培养中心地位。

《报告》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进

入内涵式发展新阶段，本科教育全面振兴。高校扎实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三全育人”工作有序开展。高

校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成效。高校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工作持续推进。高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资

源得到明显改善，“大学质量文化建设”呈现新风貌。

学生学习体验满意度不断提升，大部分学生对自身成长

与收获满意。我国本科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待继续健全完善。

与此同时，《报告》还指出，部分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工作尚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未完全落实。

二是教学模式创新性不足。

三是学习过程管理总体不严格。

四是师德师风建设未形成长效机制。

   相关链接：

   速递！教育部发布《全国普通高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2018年度）》

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nd9reWeDY8MCwGBUnGR-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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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准抓实，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系统梳

理、准确把握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形势特点，建立符

合专业育人特点、认知科学要求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找准课程“切入点”、做好专业课与真善美结合，将课

程思政建设体现到教学全过程，明确教育主管部门、高

校、教师角色，使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可评价、进考核、

常督查。

   相关链接：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答记者问

   『重磅』教育部：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要推进这件事！

   教育部长陈宝生：抓准抓实，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实效

课程思政

2020年6月8日，教育部组织召开全面推进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部署《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贯彻落实工作。其中强调要深刻认识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战略意

义，充分发挥好专业课教师“主力军”、专业课教学“主战场”、专业课课堂“主渠道”的作用，推

动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使专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构建立德树人长效机制，实现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围

绕国家、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

目标，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

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

思政体系，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

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协同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高校立德树人成效进一步提高。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006/t20200604_462551.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0_TQy_ot_vSa0b7yKZgA
https://mp.weixin.qq.com/s/9guGoEEKpR8AWoShc9T4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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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代表话在线教育

“互联网+教育”这一概念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首次提及。今年两会，在线教育再次成

为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纷纷建言，为在线教育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

加强线上线下教育融合，丰富教育供给方式，把

大规模线上教学视为新一轮教育革命的试水，加强互

联网+教育平台建设，充分认识线上教育作为高等教

育新形态新趋势，加快教育专网立项，加大中央资金

支持力度，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确保在线教育行

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相关链接：

   在线教育成两会热点：复盘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提案

 “智慧论坛”谈在线教育

2020年6月6日，教育部高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高校在线开放课

程联盟联席会执委会主任徐晓飞教授在“新时期高校外语教育与教学发展智慧讲坛”数字专场解读

新常态下的在线教育，倡议高校合力共建精品外语慕课资源，以高标准、高质量的慕课和在线教

育促进高校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创新，形成中国特色智能化外语教育模式与生态。

“智能+在线+教育”是智能时代的在线教育新

内涵，人工智能与在线教育相融合将成为在线教育未

来发展新的核心驱动力之一，高校应“以高质量慕课

促进高校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创新”，助推高等

教育变革、促进高校教育质量提升。

   相关链接：

   新时期高校外语教育与教学发展探索：应对新常态 笃行新实践 建立新范式

   徐晓飞教授PPT分享：从应对疫情走向智能时代新常态的在线教育

在线教育

从应对疫情走向

智能时代新常态的在线教育

徐晓飞

哈尔滨工业大学

教育部高校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会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

二 0 二 0 年六月六日

http://www.100ec.cn/detail--6557887.html
https://mp.weixin.qq.com/s/Vq4zmasmB-Z5f1i8TEGJ4w
https://mp.weixin.qq.com/s/7ScORkNw2vTJi9VZNBR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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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汇聚全国各高校创新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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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模式”，探讨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课程思政

建设、完善测评体系构建，以及开展视听说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新模式。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特色：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战略举措。为使课程思政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

中真正落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提出“三位一

体”（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大学英语教育目

标，依托《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

程》，挖掘人文内涵，整合思政素材，创设思

政语境，探索语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新途

径，强化学生的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传

播中国声音，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的全过程，落实到教学大纲、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设计等各方面，贯穿于课堂讲授、学生线上线下自主学习、教学评估等各环节，努力提高

大学英语教育教学质量，实现大学英语课程语言目标与育人目标的有机统一。

   相关链接：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设计初探——以《新视野》读写课程为例

改革先锋

兰州大学（特色：测评体系）

兰州大学针对本校生源语言水平差异大、

学生需求不同、评价方式单一、学时学分缩

减、师资不足等问题，制定分级教学目标，展

开大学外语混合式教学实践，并基于iTEST智

能测评云平台及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等在线

平台，建立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的多维、动态、全过程评价体系。

兰州大学依托iTEST创新了大学外语评价

体系，包含水平测试、学业诊断测试、期末测

https://mp.weixin.qq.com/s/f7OgN03PxRwq8_4ClD4F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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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航大学（特色：视听说教学）

中国民航大学基于国家对未来人才听说能力的要求，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从教学理念、教学模式

及教学手段三个方向推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充分发挥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Utalk视听实训智慧学习平台等

网络平台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了“三维一体”的视听说移动微学习模式。

该模式在时间维度上贯穿课前、课中、课后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在交流平台上融合线下课堂与U校园、

Utalk等线上平台，在教学活动上结合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和效果评估三个层面，通过视频预习及录制、

口语讨论与展示、听说技巧讲解等活动，保证学习的持续性和延展性，使教、学并重，充分发挥移动微平台

随时化、碎片化教学优势，保障听说训练任务课上课下不间断进行。同时，平台丰富的学习资源能够满足

学生备考、留学、求职、个人提升等多样化学习需求，并通过口语训练、智能反馈、个性化学习报告等特色功

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推动大学视听说课程教学创新发展。

   相关链接：

   李少忠：中国民航大学关于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试和英语竞赛类测试：水平测试包括新生分级考试和阶段性水平考试，按照学生水平科学分级，并跟踪学生

语言水平变化；学业诊断测试包括随堂检测、单元测验、期中考试等，定期监测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已学知

识进行巩固和梳理，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问题；期末考试检测学生的语言知识、语言应用能力及反思能力；

阅读、写作、词汇、翻译等英语竞赛类测试旨在提升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实现未来人才培养目标。

   相关链接：

   大学外语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智能测评实践与研究

https://mp.weixin.qq.com/s/o66NOpEVLGidfcYZPUImSg
https://mp.weixin.qq.com/s/cPsX-bV5q3rvOiaWV2zY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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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特色：写作教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结合校本特色与教学实际，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能力

测试、教学手段等，形成了由不同课程模块、实践模块及在线资源所构成的“三型、三类、三级”新课程体系。

新体系以OBE（成果导向）为原则，强调学生写作及口语两项输出技能的培养，院校依此调整大学英语测评

模式，加大形成性评价占比，以写作为主开展阶段性测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将写作过程分为写前、初稿、同伴互评、写作二稿（或N稿）及自主观摩5个阶段。

在此过程中，教师依托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通过策略讲解、过程评阅及成品评阅三个步骤进行

介入和指导，将在线写作策略和动态综合评改贯穿写作全过程，促使学习更加快捷、自主、交互，教学能够省

时、对标、分类，评阅实现多方、多维、可操作，不仅有效提升学生写作水平，同时为教师开展写作教学改革

相关的项目研究提供依据。

   相关链接：

   信息技术背景下大学英语过程写作模式探索——基于iWrite在线智能写作平台的实践与反思

https://mp.weixin.qq.com/s/7C6aR3SMpwXjGRQuWqKS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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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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思政导学教程》样章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     

x

思政智慧版教材兼顾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双重目标，通过纸质教材配合读写思政

数字课程与U卡通能力拓展数字资源，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

一体：

● 配备与教材单元主题一致的思政数字课程，精选时事政治、中华传统文化等思政素

材，创设思政语境，落实课程思政

● 配备U卡通能力拓展数字资源，包含四六级备考、商务职场、文化类等数字课程，

满足多元能力发展需求

● 依托U校园平台，可组织开展自主学习或混合式学习，支持思政板块学情分析，院校

可获取思政教学数据，有效开展思政教研，实现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可评价、进

考核、常督查”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1（思政智慧版） 978-7-5213-1698-8 6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2（思政智慧版） 978-7-5213-1697-1 6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3（思政智慧版） 978-7-5213-1696-4 69.90

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4（思政智慧版） 978-7-5213-1695-7 69.90

外研新品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C4y187Fo/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00521/files/sizhengyangzhang.pdf
https://mp.weixin.qq.com/s/33sOnGpt4so88ZPlmtr1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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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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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系列 册数 主编 书号 定价

综合英语 第1册 邓颖玲 978-7-5213-1714-5 59.90

综合英语 第2册 曾艳钰 即将出版

综合英语 第3、4册 李成坚 即将出版

写作 第1册 陈立平 978-7-5213-1609-4 47.90

写作 第2、3册 陈立平 即将出版

外语类专业

《学术英语（第二版）》     

● 适用于本科生、研究生学术英语学习

● 由复旦大学学术英语教学团队编写，在第一版基础上全

面改版，优化学术分类，丰富学科内涵，降低教材难度，

优化教学设计

● 学术英语听说读写技能培养，综合提升学生用英语进行学业

学习、学术交流和学术研究的能力，提升学生学术素养

社科 978-7-5213-1396-3 46.90

经管 978-7-5213-1223-2 46.90

医学 978-7-5213-1221-8 49.90

理工 978-7-5135-7239-2 42.90	

综合 即将出版

人文 即将出版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215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1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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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典”多语种系列教材

适用于全国高等院校多语种专业本科教学，教学体系完整，教学资源丰富。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 书号 定价

第一册 978-7-5213-1075-7 58.0

第二册 978-7-5213-1101-3 58.0

第三册 978-7-5213-1074-0 58.0

第四册 978-7-5135-9772-2 58.0

新经典法语 书号 定价

学生用书1 978-7-5135-8869-0 65.0	

学生用书2 978-7-5135-9830-9 69.0	

学生用书3 978-7-5213-0939-3 69.0

《新编大学法语》      

● 适合以法语作为第二、第三外语的大学生

● 注重语言知识技能的基础性和适用性

● 再现语料文本的真实性和现实性

● 挖掘文化知识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 构建立体学习空间，配有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

新编大学法语 书号 定价

第1册 978-7-5213-0657-6 65.0	

第2册 978-7-5213-1465-6 60.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54y1B7b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LZ4y1W7yd/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E41147j2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E41147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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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典高等学校多语种专业高年级系列教材

适用于全国高等院校本科高年级教学，符合高年级课程目标，增强学习者人文素养、思辨能力及跨文化

交际能力。

首尔大学韩国语(新版) 书号 定价

学生用书1 978-7-5213-1179-2 89.0	

学生用书2 978-7-5213-1226-3 98.0

学生用书3 978-7-5213-1381-9 98.0

学生用书4 978-7-5213-1464-9 88.0	

学生用书5 978-7-5213-1551-6 88.0	

学生用书6 即将出版

《首尔大学韩国语(新版)》     

● 侧重语言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 语言标准地道，内容新颖实用，题材丰富多样

● 主题内容和练习形式与新韩国语能力考试相契合

● 配套资源丰富，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E411W7P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E411W7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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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修平台

   外研社·U讲堂社区发布：构建全国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在线共同体        

● 平台支撑、内容赋能、社区促进、服务提升四位一体

● 以多元、开放、互动、发展为理念

● 以重实践、多分享、轻技能、促交流为特色

● 科学设计、精准推送、创新形式，实现跨区域互助协同和整体发展

往期精彩研修回顾

https://mp.weixin.qq.com/s/DObwrOeUjMTJa4Q-fmFQ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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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类

英语类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全国半决赛方案及名单    

赛题：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设计

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自4月初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国高校

外语教师积极热情参赛，组委会共收到大学英语组406组、英语类专业组

254组参赛教师团队的参赛材料。经资格审查及全国复赛通讯评审环节的

激烈角逐，共64组团队成功晋级大学英语组全国半决赛、24组团队成功

晋级英语类专业组全国半决赛。

预祝所有全国半决赛参赛教师团队稳定发挥，尽现风采，取得佳绩！大赛组委会也将特别

举办以“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设计”为主题的线上研修，提升外语教师人才培育

成效，助力备赛，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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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二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国际高端论坛

会议聚焦二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发展等问题，特邀国内外相关领域资深专家交流探讨，剖析现状、把脉

大势，共同推动二语写作教学与研究发展。

举办时间：7月22日

论坛期间，外研社与《中国电化教育》杂志首度合作，将联合发布《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分析

报告》。报告基于iWrite智能评阅系统百万作文数据分析展开，由国内写作领域资深专家现场解读，分析

中国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现状及其背后的教学与研究启示，为中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提供更多思路与

参考。

识别二维码关注“外研社
高等英语资讯”，获取大赛动态

重要活动

https://mp.weixin.qq.com/s/cz8IZxvYvcmVVkbOu_6PwA
https://mp.weixin.qq.com/s/abElTH6w8UGml3wuKT_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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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加入社区
开启您的

“社区第一课”

扫一扫了解
U讲堂更多课程

U讲堂教师发展智慧平台：打造科学、系统、全面、精准的进阶式系列课程体系

以全面构建高校教师专业能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目标，围绕师德风范、教学方法、科研方法、

科研专题、测试评估、教育技术等六大主题，推进外语教师教学力、科研力、创新力的全面提升和终身发展。		

● “新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系列在线专题报告

介绍中国特色“双一流”高校与世界主要国家一流大学建设与发展情况，系统讲解中国与世界

主要国家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与保障体系，并结合实例，展示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科教创新与人才

评价机制。

●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高等教育中的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与实践系列

U讲堂社区：构建多元、开放、互动、发展的教师专业发展在线社区

从理念提升、教学示范、虚拟教研、交流共享四大维度开展社区讲座，通过科学体系

设计、精准内容推送、创新交流形式，构建辐射全国的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在线共同体，实

现共同体成员的跨区域互助协同、整体发展。

7月社区讲座预告如下：

时间 讲座题目 专家 院校

7月03日（周五）19:00-20:00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吉    洁 外交学院

7月06日（周一）19:00-20:00
与出版社合作申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指南

彭冬林  赵雅茹 外研社外研国际

7月07日（周二）19:00-20:00 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赵德全 上海电力大学

7月08日（周三）19:00-20:00 职业院校铁路专业教学与英语教学的共建共赢 欣    羚 西南交通大学

7月09日（周四）19:00-20:00 国际化人才培养：专业体系构建与课堂教学探索 赵天民 牡丹江师范学院

7月10日（周五）19:00-20:00 有策略地阅读：从经典阅读到学术素养 冯芃芃 中山大学

多语种

2020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多语种学科建设与教学发展云端研讨会    

会议主题：共享教学智慧，以“教育”促“教学”

直播时间：2020年7月4日

第一季：思政育人大讲堂

李宇明教授：课程思政视野中的语言技术与语言生态

追溯语言发展，系统剖析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态的影响，聚焦大思政视角下语言

技术及语言生态的和谐发展，展望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应如何合理应用语言

技术，构建和谐语言生态。

https://mp.weixin.qq.com/s/zIfFik7SMfx7J22myFS6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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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类

能力竞赛

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网络赛场报名开启    

“外研社	• 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凭借权威性与专业度，连续三年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

的“中国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暨学科竞赛排行榜”。演讲网络赛场历经多年发展，影响力显著提高，赢得多

方认可。每年都有网络赛场晋级的选手在决赛中取得优异成绩！2014年至今，网络赛场晋级选手们在全

国决赛中前后夺得1冠2亚10季！

2020年演讲网络赛场再度优化升级，增设即兴演讲考核环节，增设网络赛场获奖指导教师证书，期

待更多优秀学子报名参赛，在竞技台上分享观点，绽放光芒！

2020外研社英语辩论线上系列活动报名开始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已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布的2019年度“中国高校创新人才

培养暨学科竞赛排行榜”，专业权威性和标杆引领性获得外语界一致认可。今年大赛组委会将继续为全国

高校老师和辩手提供学习交流和展示风采的平台，2020外研社英语辩论公开赛、2020第三届外研社英语

辩论精英教练研修班、2020外研社英语辩论夏令营活动均已全面开启。

2020年全国高校西班牙语高年级课程研讨会    

研讨会将围绕西班牙语专业高年级课程展开，包括“国际经贸”“西班牙文学”“中国旅游与文化”

及“语言学导论”四门课程

直播时间：2020年7月13日—7月15日（上午）

2020暑期多语种口译卓越人才（俄语、法语、德语）培训班

   	

   	

   	

    	

 

5月29日第二期：《新世纪韩国语精读教程》编写理念与精读课程设置    

6月12日第三期：中级韩国语综合课任务型教学法的应用探索    

9月4日第四期：基于BOPPPS教学模式的韩语精读中级课程教学设计及实践    

5月15日第一期：“朝鲜语（韩国语）会议口译”课程思政的创新与思考

俄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7月20日-8月20日	 报名咨询：焦老师 18810882275

法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7月21日-8月11日	 报名咨询：张老师 15117932360

德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直播课） 2020年7月28日-8月22日	 报名咨询：于老师 18510626930 

韩语虚拟教研室

https://mp.weixin.qq.com/s/Pd3kM2lHc_rqj8N7ksCLzg
http://uchallenge.unipus.cn/2018/news/465144.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QxCLsRWfpgwkcDqdrj1K_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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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才考试

2020外研社“云嗨”夏令营即将启动，陪伴全国学子暑期成长蜕变

外研社将于8月3日至8月31日举办线上夏令营活动，为营员提供国际新闻讲解、国才报考指导、实习

就业指导、工作机会推送等大学期间学涯+职涯规划服务。夏令营以	QQ	群互动+直播的方式陪伴营员度

过	29	天“成长蜕变期”。

六大板块综合提升营员沟通能力、开拓国际视野：

● 国才新闻：复盘每周重大新闻，并领读关键字句

● 跨文化学习：从大学生活方方面面为营员提供跨文化知识点及沟通技巧

● 学涯前瞻：通过调研营员学习发展的要点、痛点，帮助营员完成个人画像

● 人生规划师：从个人画像、社团历练、校外实践等方面结合具体案例给出实用建议

● 职场技能树：从初入职场的商务礼仪到如何进行高端产品演讲

● 学长帮帮忙：邀请优秀国才考生分享大学生活以及职场生活点滴

服务对象：全国高校大一大二学生，欢迎院校教师向学生传递夏令营开营消息（扫

描右侧二维码，关注“国才官微”，并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即可获得入营办法）

“国才签约职场达人”（第一期）招募已完结，更多活动正在蓄力中    

5月15日，国才推出“国才签约职场达人”活动，面向已通过企业笔试/面试或者已拿到offer的高校大

学生，分享在求职就业过程中的干货、故事、建议等，活动结束后可获得国才签约职场达人证书以及免费参

加国才考试等各项福利。

经过笔试和面试环节的考核，国才从众多报名者中精选8位优秀大学生，组成首期“国才签约职场达人”，

他们将以“学长学姐”视角，交流分享、传播能量。第二期、第三期精彩活动正在蓄力筹划中，敬请期待。

https://mp.weixin.qq.com/s/YnLMHAEaExtYd_jPdtQqI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