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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来到清华大学考察。习近平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为服务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我国高等教育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大者”，把握大

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

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

定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力

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

为民族、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丽之花。

			相关链接：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4月1日，2021年全国高教处长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旨在深入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

构建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夯实教学‘新基

建’托起培养高质量”的主题报告。

高等教育高质量的根本与核心是人才培养质量，专

业、课程、教材和技术是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新基

建”，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好专业质量、

课程质量、教材质量和技术水平，实施建设高质量本科

教育攻坚行动，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深入推进新工

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深化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建

设，强化高校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办好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深入

推进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加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相关链接：

   2021年全国高教处长会议在西安召开

   2021全国高教处长会｜全面夯实教学“新基建”托起培养高质量

2021 年全国高教处长会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7473252412259416&wfr=spider&for=pc
https://mp.weixin.qq.com/s/gxy7ysGd7vhHJpbTQgYldw
https://mp.weixin.qq.com/s/L_pnvwszNEqWECqvB7Qj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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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教育部网站发布《关于教育部拟推荐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的公示》，拟推荐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46个，先进个人92人，参加国家评审并予以公示。

坚持正确导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鼓励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践、

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特色，思想理论和观点方法

等具有原创性、育人成效显著的教材；鼓励紧跟国际

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

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鼓励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内容形式创新、教学效果好的教

材；鼓励各方面加大教材建设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入教材工作。

			相关链接：

   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关于教育部拟推荐的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公示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

2021年4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通知

指出，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将遵循质量为本、分类推荐、注重实效、广泛参与的原则，拟认定

5000门左右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社会实践等五类课程。教师可登录“国

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工作网（www.chinaooc.cn）”查阅《申报书》（模板）和《申报说明》。

（一）质量为本。进一步优化一流课程结构，鼓励围绕重点领域申报满足人才培养迫切需

求的课程，注重健全和完善具有示范推广价值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

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严格遴选标准，重点考查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严把政治关、

学术关、质量关，坚持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确保认定课程经得住检验。（二）分类推荐。线上

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应突出优质、开放、共享等特征，并配套良好的教学支持服务；

线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因课制宜，强调课程

内容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创新，并具有一定的示范辐射作用。（三）注重实效。注重课程设

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改革；关注创新教育理念在教学过程中的落实情况，以及使

用新型教学方式方法取得的学习成效。（四）广泛参与。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参与一流课程建设，

主动对接国家、区域、行业人才培养需求，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创新性

教学方式方法应用于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工作的通知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说明

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

http://www.chinaooc.cn/file/2021/ylbk2021.pdf
http://www.chinaooc.cn/file/2021/sbsm2021.pdf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012/t20201211_504993.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A26/202104/t20210413_526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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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改革先锋聚焦：教材的有效使用。

教材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剧本”，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的重要载体。在英语教学中，教材是工作蓝图，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教师设计和实施教学的重要材

料，也是学生获取知识、提升素质和能力的重要资源。本期分享不同院校在教材使用上的优秀经验，

供大家参考。

改革先锋

浙江大学 

（以精品教材为抓手，推动一流课程建设）

1999年，浙江大学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并编写了体现该理念的《新编

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坚持以教育部关于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系列文件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精神为指导，充分吸收国内外英语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修订和改版。教材先后入选国家“十五”、

“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2004年，基于《新编大学英语》（第一版）的《大学英语》课程入选教

育部国家级精品课程。2013年，基于《新编大学英语》（第二版）的《大学英语》课程入选教育部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2020年，基于《新编大学英语》（第三版）的《大学英语IV》课程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国家

级一流本科课程。教学实践证明，该系列教材在浙江大学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助力一流课程

建设。

在建设一流课程过程中，大学英语课程团队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秉持一个先进的教学理念——“以人为本、多元创新”，注重知识、能力、素质、人格的有机融合，全面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

基于一套全面的英语教材——《新编大学英语》，充分兼顾了浙江大学学生的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及现实

需求，提升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建设一个优质的网络平台，为学生提供与教材主题密切相关的自主学习内容以及拓展资源。

构建一个完善的评价体系，实现“对学习结果的终结性评估”与“促进学生发展的形成性评估”有机结合，

为课程的教与学提供有效反馈，提高学生过程学习效率，推动课程建设持续完善。

提供一本经典的原版著作，通过课程建设的通识“悦”读平台，帮助学生潜移默化地提升语言能力、提高文

化素养、培养思辨能力、拓宽国际视野。

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2020年，浙江大学设计、编写了全新的《新编大学英语》

（第四版）系列教材。浙江大学大学英语课程团队将充分发挥《新编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的优势，坚持高阶性

、创新性、挑战度的“金课”标准，持续推进“学习革命”向“质量革命”纵深发展，让课堂焕发无限生机和

活力。

		大学英语教学团队：今天的公共英语课怎么上？

http://zdxb.cuepa.cn/show_more.php?bkey&doc_id=846477&t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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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 

（以能力和素养培养为导向，加强教材建设和应用）

“进入新时代，英语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学习者形成语言、文化和能力三位一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发展跨文化能力或全球胜任力”（蒋洪新，2020）。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英语专业国家级一流

专业建设点，积极推进教材建设，参与编写《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本套教材是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

类专业教学指南》发布后出版的第一套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教师注重融合专业知识与多维技能，突出能力导向，强化专业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

人育人使命。在依托教材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始终以“学生为核心”，采用科学有效的课堂设计，夯实学生的

语言基本功，培养其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积累人文与科技知识。课堂前期关注多视角下的主题呈现与导

入，中期注重隐性与显性的语言与文化知识输入和渗透，后期引导自然、主动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输出。以《新

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综合英语2》为例，具体教学活动设计特色如下：

1.	精析主题，挖掘课程育人元素：综合教材内容以及课外资源，以师生问答或小组汇报的方式，共同探讨

单元主题，鼓励学生多读多思多听多说，引导和塑造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2.	夯实语言，注重合作式学习：在每单元学习后期，鼓励各学习小组合作呈现部分词汇、语法、翻译、

写作等内容，通过组建学习小组，实现组内、组间、师生间的合作学习和共同进步。

3.	模式创新，倡导混合式教学：信息化时代，移动教学让随时随地教学成为现实。在教学过程中，师生

通过“U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配套数字课程进行混合式教与学，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增强，教师通过教

学大数据分析学情，方便进行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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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理工大学 

（基于教材分类施教，开展混合式教学）

华北理工大学自2019年秋季学期起，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两个层面同时选用《新一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

作为大学英语课程教材。目前19级和20级两届学生中，有1.5万余本科生使用该套教材的基础篇，1500余硕

士研究生使用发展篇。根据师生调研，该套教材体现时代特色，单元主题贴近学生生活实际，选篇题材广泛，

思政元素丰富；基于U校园，可辅助教师制定个性化教学进度与教学策略，实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深度融

合，助力学院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和探索。

教学模式：依托语言、技术外壳，打造智慧、能力内核，结合线上线下、输入输出、课内课外，采用“自

主学习+互动教学”的“1+1”混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素养、家国情怀、思辨能

力、发展眼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和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考核方式：科学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维立体评价方式，使学生从自己的学习经历中体

悟到点滴积累与累累硕果之间的关系，提高了学生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借助优秀教材的全面使用，课程建设和团队建设取得新成绩：本校成功获批大学英语省级一流课程、省级

教学团队，多人次获批省教改课题，多人次在省级各类教学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实现了教材、教师、课程的

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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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学院 

（探索使用创新教材，提升教师学科教学意识）

为更好地在教学实践中创新思路与方法，切实加强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与思辨能力培养，文华

学院专门成立“新未来教材试验团队”来试用《新未来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每周进行4个学时教学任务，每

学期教授5个单元。

就使用反馈来看，这套教材符合当代学生的认知与学习行为特点，不仅结合学生的兴趣与社会发展热点问

题，而且注重在教学过程中提供各类资源和辅助手段，一步步搭建起“脚手架”，服务于学生的理解与产出，

最终实现学生能力的提升。在新教材的使用过程中，外研社编辑团队提供有力支持，开展定期线上讨论会、责

编访谈，邀请使用团队进行经验分享与交流，帮助教师有效使用教材。教师们也以教学共同体的形式备课、研

课、录课，突破各个教学中的“易堵点”，在教学设计与实践过程中，其学科教学意识PCK（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一、坚持课程目标意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教师们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需

求，除文本语言特点之外，将品德塑造、思维启发、跨文化交际、文明传承等诸多目标纳入课程教学目标，在

语言基础知识传授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课程的育人功能。

	 	 	

	

	 	 	 	 	 	

  

 

三、强化课程效能意识，从关注教师的“教”到关注学生的“学”。成功的教学设计需要基于学生主体的

感受，让学生能够有效参与，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获得感。在第二册第一单元教学中，教师们依托教材的情景路

线让学生融入其中，完成“了解场景——体验经历——理解消化——反思提炼——应用创造”全部流程。学生

与情景中的人物一同学习emoji的特点及要求，并就emoji的设计、展示、分析展开小组间的激烈角逐，潜移

默化中实现了语言的输入及输出，以及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及思辨能力培养。

二、培养课程资源意识，创造性地利用教材，并充分发挥教材的作用。以第三单元 A Matter of Taste 

为例，教师们先基于文本分析法让学生领略饮食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之后，以批判性思维中的“Making

an evaluation by setting criteria”和跨文化交际中的“Introducing cultural items”为重点将学生以地

域分组展开任务，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者的动机一旦被激发，课堂沉默现象就可以被打破，从而与学

习效果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思——讨——享（Think-Pair-Share）”的能力培养策略在课堂中实施得淋

漓尽致。之后，教师们还将每个小组制作的英语菜谱与文化背景故事用电子相册的形式记录下来，让同学们相

互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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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 

（基于思政智慧版教材，深化外语课程思政改革）

聊城大学是山东省首批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本着“培养具有高度责任感和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应

用型专门人才”的育人理念，聊城大学积极开展教师队伍建设和课堂模式创新，围绕外语课程思政开展了一系

列有益实践。学校基于《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采用线上资源辅助、线下当

堂研讨的混合模式创新教学。

课前安排学生基于教材配套的思政素材了解背景、学习词汇、思考主题。

课上将思政内容融入单元主题，进行热点引入、课文解析、语言考查、对比写作和拓展研讨，完成教学目

标的同时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并配合思政模块，帮助学生聚焦现实社会、提升文化自信、塑造人文情怀。

课后学生通过思政模块进行任务产出，巩固学习所得、培养学习习惯。

院校师生反馈，思政内容的融入能够拓展学习资源、丰富知识视野，同时激发学生课堂积极性，提升其搜

集信息和语言输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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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新书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 )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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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在线全新设计推出《新探索研

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系列教材。教材涵盖学术读写、学术听说、学术思辨全场景，勾勒完整

的学术技能图谱。每单元基于素材选择2-4个技能点进行细致讲练，辅以U校园视频微课、交互式技能训练，帮

助学生牢固掌握、熟练应用。

教材特色：

● 打造新形态教材模式，创设智慧式教学流程

● 促进专业化能力提升，培养新时代国际人才

● 着重培养学术素养，提升沟通力、思辨力、创新力

● 充分体现数字特色，实现多元化、立体化、个性化

创新功能：

● 主题陈述，丰富思辨能力训练手段

● 写作互评，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意识

● iWrite智能批阅，提升教师辅导效率

主干教程模块：

扫描二维码了解《新探
索研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

外研新品

补充技能模块：

配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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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才考试模拟题集》（初级、中级、高级、高翻交传）  

● 根据国才考试新题型最新修订。

● 深入剖析各个题型及解答思路，帮助学生把握国才考试的特点与难点。

● 提供实战训练，充分助力备考。

初级 5213-0378-0-02 36.90

中级 5213-2400-6 36.90

高级 5213-2379-5 36.90

高翻交传 5213-0769-6 29.90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初级）  

● 系统权威：资深测试专家编写，紧扣考试官方指南，理论与实操有机结合。

● 深度解析：样题讲解针对性强，深入剖析命题意图，精准归纳答题技巧。

● 围绕考点：备考知识全面详尽，范例丰富，梳理答题思路，提供解题策略。

● 实战演练：模拟试题命题科学，贴近真题，有效指导考生进行考前热身。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初级） 5135-7807-3（01） 32.90

使用建议：

通过丰富的数字化教学手段引导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上，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共同研讨，进行

深度理解、思辨讨论；课下，学生登录U校园平台自主学习，教师监管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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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战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听写听力  

读者对象：高等学校备考德语专四考试的学生

教材特色：

《备战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听写听力》由三个板块构成：听写练习、听力

练习和专四听力听写模拟题。

● 梳理解释专四听写题型的疑难词书写要点、评分及批改重点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选取100篇题材新颖、语言地道、难度介于A2-B2之间的文章作为听写练

习文章，训练学生听写能力。

● 第二部分将这些听力文章作为听力理解材料，进一步训练学生精听和泛听

能力。

● 提供3套难度与PGG真题相近的听力模拟试题，以供考生考前自测练习。

备战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听写听力 978-7-5213-2380-1 48.0

  首尔大学韩国语(6)(学生用书)(新版)

  首尔大学韩国语(6)(练习册)(新版)  

读者对象：具有1000学时以上韩国语学习基础或具有相应语言能力的成人学习者

教材特色：

● 选择适合高级学习者的课程主题，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以主题为中心的教学大

纲，使学习者能够根据这些主题进行语言交流活动。

  新经典日本语 阅读教程第一册  

读者对象：高等学校日语专业二年级学生

教材特色：

《新经典日本语 阅读教程第一册》为《新经典日本语》系列教材之一，以培

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为目标编写，有以下几个特点：

● 设置“阅读理解能力自我评价表”，帮助学生自主管理学习情况。

● 采用“伙伴阅读”的模式，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沟通能力。

● 突显“伙伴阅读”中“阅读”的意义，以“自主阅读→交流感想→加深理解

→反复讨论”的步骤循序渐进，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

● 提供“教、学、测、评”完整的教学服务解决方案。

新经典日本语阅读教程第一册 978-7-5213-2399-3 42.0

多语种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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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课均为综合技能训练课程，包括听、说、读、写四大语言技能，将口语学

习与书面语学习紧密结合。

● 系统搭配高级水平的词汇和语法。词汇列表分为主题词汇和类型词汇。主题

词汇与各课主题有机结合并以语义场的形式列出，可以系统地提高学习者的

词汇能力。同时提供高级学习者所必需的语法项目，使学习者可以在较高层

次的口语交流中使用恰当的语言结构。

● 本书中的阅读文本、听力文本都有中文翻译，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所

学内容。译文可见外研社综合语种教育出版分社网站mlp.fltrp.com。

● 丰富的插图和实景图片进一步增加教材趣味性。学习者可以更自然地融入语

境，更准确地理解教材内容，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首尔大学韩国语(6)(学生用书)(新版) 978-7-5213-2362-7 88.0

首尔大学韩国语(6)(练习册)(新版) 978-7-5213-2333-7 70.0

数字产品

U讲堂新课发布，聚焦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提升

U讲堂外语教师发展智慧平台于2021年春季学期上线多门重磅课程，聚焦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双向提升，

全面助力高校教师深化教学理念，提升教学实践与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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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类

重要活动

重要会议

 铸智慧教学新形态，促研究生育人新发展——新时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创新论坛

步入“十四五”，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作用更加重要。根据《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高等教育

将在加强课程教材建设、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式、突出创新能力培养等方向加大力度。

为此，外研社、外研在线将于2021年5月8日举办“铸智慧教学新形态，促研究生育人新发展——新时

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创新论坛”，邀请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学管理者等，围

绕智慧教学、智能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教学创新与内涵式发展。

扫一扫，关注会议详情

 技术赋能教育，数智提升质量——高等外语教育数字融合创新论坛   

为着力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外研社、

外研在线将于2021年5月21日举办“技术赋能教育，数智提升质量——高等外语教育数字融合创新论

坛”，邀请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学管理者等，通过主旨报告、院校交流、

特别活动等形式，探讨新形势下高等外语教育发展变革。论坛将分为“技术赋能篇”“融合创新篇”以及

“多元发展篇”三个部分，聚焦现代教育融合发展、新文科人才培养、智能评价模式、分层分类培养及产

学协同育人等话题。

扫一扫，关注会议详情

https://mp.weixin.qq.com/s/P83x7wvO3T-nlwglhuzz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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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将于2021年5月21-23日在青岛红岛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办第56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21）。外研在线将于展会期间展示“Unipus新智慧空间整体解决方案”。—

方案有机结合核心数字资源、专业教学平台、智能技术硬件与教学增值服务，在服务全学科教学的基础

上，进一步为语言类等专业学科提供特色化服务，针对听、说、读、写、译等专项教学以及混合式教学、

学生自主学习等提供专业完整的支持，帮助院校在人才培养、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多种教学模式创新实

践。

展出时间：5月21-23日

展出位置：B3馆	B3K01-2

科研课题及课程建设项目

 2021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招标启事   

为全面贯彻首届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把握新的时代方位，全面提升外语教材建设科学化水平，充

分发挥外语教材铸魂育人、关键支撑、固本培元、文化交流等功能和作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

研究中心正式启动2021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面向全国公开进行课题招标。

专项课题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提供资金。委托课题研究经费为30,000元，自主

申报课题研究经费为10,000元。本年度课题目录如下，每个类别下题目自拟。课题数量根据实际申报情

况确定。每个课题项目周期为两年。

 外语教材政策研究（委托课题）

 外语教材评价标准研究（委托课题）

 外语教材编写模式研究（委托课题）

 外语教材分析研究（自主申报课题）

 外语教材使用研究（自主申报课题）

请有意向参与的老师于2021年5月31日前将招标申请书电子版发至bfsutextbook@fltrp.com，

主题注明“2021年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专项课题-主持人姓名（学校名称）”。提交的申请书应是

word版以及含申请人签字、单位审核意见及签章的彩色扫描版。

https://mp.weixin.qq.com/s/e4gMGFvYZN1W1GeIoE0B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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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之星大赛

 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

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正在进行中，复赛提交参赛材料截止时间为5月10日18:00。本年

度大赛赛题为“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旨在启发教师领会教材理念，深挖教材内

涵；引导教师创新教学设计，落实育人使命；鼓励教师团队参赛，推动协作共建，培养优秀团队。

为助力参赛教师团队备赛，以赛促教、赛教融合，大赛组委会整理了丰富全面的备赛资源，包括：

 2020年、2019年全国总决赛比赛视频、教学设计方案、PPT课件

 研修课程：教师育人素养与外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中华优秀文化外语教学与传播（直播回放截

至5月10日）

 外研虚拟教研室备课示范及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展示

 教学素材：《新视野大学英语》与《新一代大学英语》教学素材专栏及更多补充资源

 课程思政课件及素材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重庆市高校外语一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与应用项目结束公示   

近日，由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与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共同开展的“中国高校外语慕课联盟重庆市本科

高校外语一流在线课程建设与应用项目”结束公示。该项目于2020年8月开展，旨在促进高校外语教学

改革，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国际化拔尖人才。2021年4月，经各

高校申报、专家评议，最终评选出20门立项建设项目，包括11门线上课程项目和9门线上线下混合课程项

目。11门线上课程项目中有6门重点项目，9门线上线下混合课程中有4门重点项目。

教师研修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   

为帮助国内高校外语教师深刻理解一流课程建设内涵，借鉴国内高校外语类一流课程建设优秀经验，

提升在线教学资源构建能力，提高课程质量及育人成效，外研社将联合郑州大学于5月15-16日在郑州举

办“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邀请南京大学王海啸教授、郑州大学钱建成教授、首都医

科大学卢凤香教授、中南大学张春敏教授、郑州大学徐春华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张丹副教授主讲，结合

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及申报经验，分析大学英语一流课程建设理念与实践方法，解读申报注意事项，切实

帮助教师深化一流课程认知，提升课程建设水平，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研修时间：5月15-16日

研修方式：线下研修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

 外语教师教学评价素养： 理念与实践研修班   

为帮助广大高校外语教师深刻理解教学评价理念内涵，切实掌握课堂教学多元评价策略，有效开展教

学评价实践，以评促教，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成效，外研社将于5月22-23日在线上举办“外语教师教学评

价素养：理念与实践研修班”，特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进林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许悦婷教授、北京

外国语大学杨莉芳副教授，通过理念解读、方法阐释、案例评析、实践点评等环节，探讨教学评价实践及

https://mp.weixin.qq.com/s/E1uhJnI8Rt74hafeSn9EbA
https://heep.unipus.cn/news/detail.php?NewsID=5716
https://mp.weixin.qq.com/s/nUXuYC4vXteXI4SjNYToxA
https://mp.weixin.qq.com/s/bo-ESWU1sMxbRgoqxKmf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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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全方位助力教师树立评教结合、以评促教教学理念，提升评价素养，提高课堂教学育人水平。

研修时间：5月22-23日

研修方式：线上研修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

 量化研究方法： R语言入门与结构方程模型研修班   

为帮助国内高校外语教师深入了解外语教学量化研究选题挖掘方法，提升量化研究数据收集、统计及

分析能力，完善量化研究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外研社将于5月举办“量化研究方法：R语言入门与结构方

程模型研修班”，分为线上（5月22日）及线下（5月29-30日，北京）两个模块，邀请北京语言大学许

宏晨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王家钺副教授主讲，研修内容覆盖量化研究中的各个环节，重点聚焦量化研究中

的R语言与结构方程模型应用方法，助力教师利用前沿技术手段提高量化研究中的数据分析能力。

研修时间：线上5月22日；线下5月29-30日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修班   

为帮助广大高校外语教师深入理解二语习得机制及过程，提升教学理论素养，增强二语习得理论应用

与实践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外研社将于6月5-6日在线上举办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

修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初明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金利民教授、陈亚平教授将厘清二语习得研究与外语

教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讲解二语习得核心理论内涵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全面梳理二语习得

研究脉络和主要课题，助力参班教师拓展理论视野、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层

互动中不断深化理论认知、汲取教学智慧、提升教学成效。

研修时间：6月5-6日

研修方式：线上研修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

*		“外语教师教学评价素养：理念与实践研修班”与“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修班”两期合报可享受

300元减免优惠。

2021年5月多语种教师研修计划

研修时间 报名信息

第四届“高校法语专业课程设计与教学

方法”研讨会
5 月 13 日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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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

提升研修班（文学、文化、比较文学方向）

5 月 28-30 日

6月 4-5日

		点击获取报名链接

咨询：010-88819891，张老师

2021 年高等院校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

提升研修班（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

5 月 14-16 日

5月 21-22 日

点击获取报名链接

咨询：010-88819891，张老师

https://mp.weixin.qq.com/s/_kynAaqa6kUQKO_C-YcU6g
https://mp.weixin.qq.com/s/h5OG4uFOVCItylhIa6n10w
https://mp.weixin.qq.com/s/n0qr401RB35cFuOyomktwQ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8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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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类

研修时间 报名信息

2021 年高等院校韩语教师学术素养提

升研修班

5 月 28-30 日

6月 5日

点击获取报名链接		

咨询：010-88819893，常老师

2021 年高等院校俄语专业教师笔译教

学能力提升研修班

5 月 17 日 -31 日，共 5次，每

周一、周三，16：00-18：00

点击获取报名链接		

咨询：010-88819910，焦老师

2021 年外研社日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

班（直播课）

5 月 25日 -6月 24日，

每周二、周四 19:30-21:00

		点击获取报名链接

咨询：010-88819893，常老师

虚拟教研 | 外研社西班牙语虚拟教研室

系列课—“新经典”西班牙语系列教材

教学分享（第一期）《语言学导论》

5 月 12 日

直播平台：千聊直播间

报名信息：请关注“外研社西班牙语”

微信公众号

虚拟教研 | 外研社西班牙语虚拟教研室

系列课—“新经典”西班牙语系列教材

教学分享（第二期）《西班牙文学教程》

5 月 26日

直播平台：千聊直播间

报名信息：请关注“外研社西班牙语”

微信公众号

 2021年上半年国才考试即将开考

2021年上半年国才考试将于5月15至16日在全国各重点城市举行，此次考试共开设

初级、中级、高级、高端、高翻（笔译、交传、同传）五个类别七个科目。

准考证将在考前一周开放打印，考生需在国才考试官网（etic.claonline.cn）点击

“我要报名”，登录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上标明考生的个人信息、考试时间、考

试科目和考试地点等重要信息。请老师提醒各位考生密切关注“国才”微信公众号后续提醒。

 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备赛春令营   

为帮助全国各高校参赛队伍高效备战第23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组委会将

于5月1—5日举办2021“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备赛春令营，届时将邀请第23届大赛

学术顾问、往届大赛资深裁判长及往届大赛全国冠亚季军、全国最佳辩手带来优质培训与比赛评审。现报

名通道已正式开启。

 英辩领读人线上课程火热开售   

为满足广大英辩学习者持续提升辩论技能、丰富辩论知识体系的要求，外研社力邀本届大赛核心学

术团队及历届资深辩手，以2021年“外研社·国才杯”四大地区复赛的辩题为讲解背景，制作完成24期

“英辩领读人”精彩课程，并将于5月1日全面上线。领读人为学习者准备了多维度、全方位的新闻材料，

并针对正反方论点开展深度剖析。

https://mp.weixin.qq.com/s/s8_3mvtN9MAraXT7qZy5Gw
https://mp.weixin.qq.com/s/h2sTPChRrN5yPfHJ6k9l5Q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3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0
http://mlp.fltrp.com/cms/study/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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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资讯

 U校园获评“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

	4月11日，“读掌上精品 庆百年华诞——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线上启动，U校

园智慧教学云平台位列精品项目之一。“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献礼建党百年专栏”建设工作是由国家新

闻出版署启动，从1000多个项目优中选优产生。U校园曾由教育部推荐入围国家新闻出版署2019年度数

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本次再获上级部门认可，经再次遴选成为“百佳数字出版精品项目”之一，将

在提升教学效果、优化学习体验、促进教育信息化深入发展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

 《新交际英语阅读教程2》荣获天津市课程思政优秀教材奖

2021 年天津市高校课程思政优秀教材名单

60 天津财经大学 新交际英语阅读教程2 温秀颖 本科生教材

鉴定专家认为本教程“以开发学生理智、情感、身心、美感、

创造力和潜能的‘全人教育’为编写宗旨和设立教学目标，符合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英语阅读’课程的

基本要求，融合了立德树人、人文精神、价值引领等高校课程思政

要素”。

《新交际英语阅读教程（1-4级）》于2017-2019年出版，旨

在培养新时代的阅读者和悦读者，提升学习者的阅读效率和思想鉴

赏力。为此，编写团队在编写研发中精挑细选阅读素材，精雕细琢

阅读练习，力求全方位促学育人。在课文选材方面，从大学生所熟

悉的话题入手，潜移默化，注重价值观念的传递和引导。在练习设

计方面，特别注意中西比较互鉴，帮助学生反思西方文化，增进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进而提升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