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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

为响应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呼声，贯彻《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

国语言文学类）》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

学指南》精神，外研社联合全国高校专家学者，策划了《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系列教材。《新

时代核心英语教程》聚焦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紧扣《指南》对于核心课程的要求，注重

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创新教学模式，为落实新时期英语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培养语言基本功扎实、人文素养深厚、国际视野广阔、跨文化能力强的英语类专业人才提供全

面解决方案。

oreC 新时代

蒋洪新  教授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会议评审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英语专

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外

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会长，国家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带头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英语教育、翻译理论与实践、高等教育学等。

点击查看《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系列教材专题网页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1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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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理念与特点

注重课程育人

注重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塑造，发挥英语课程的思政育

人功能，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提升人文素养

重视英语人文教育，选材涵盖语言、文学、文化、社会、文

明等人文社科核心领域的经典主题，体现人文学科价值取向。

夯实语言基础

设计丰富、系统的语言练习，综合训练听、说、读、写、译

等专业技能，注重夯实语言基础。

培养思辨能力

将思辨能力的各项思维要素、认知标准和认知品质纳入单元

教学，设计多样的练习和任务，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训练。

创新教学模式

倡导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注重信息技术赋能英语

教学，全面支撑学生的个性化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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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广泛，注重育人

选篇题材广泛，主题涵盖多个领域，既注重选篇经典性、

时代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又注重通过选篇与活动设计的有效结

合，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

聚焦语言，夯实基础

设计丰富、系统的语言练习，综合训练听、说、读、写、

译等专业技能。从词句到语篇，从用法到逻辑、修辞，四册语

言练习难度递进、循序渐进又各有侧重。

系统训练，凸显思辨

设计专门的思辨能力板块介绍思维要素、认知标准和认知

品质，并通过多样的单元活动，将思辨能力的培养有机地融入

选篇讲解、板块设计和练习安排之中。

模式创新，赋能教学

提倡混合式教学模式，依托“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全

新开发数字课程，为学生提供微课、课文难点讲解和补充测试。

教学管理功能为教师提供了指导和管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工

具，满足教师个性化教学需求。

单元结构

Exploring the Topic

Critical Thinking

Guided Writing

Further Reading

Text A

Text B

Analytical 
Reading

Independent
Learning

Analytical
Reading

Pronunciation

Vocabulary

Grammar& 
Discourse

教材特点

书  号 / 出版时间 书  名 主  编

978-7-5213-1714-5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1》 邓颖玲

978-7-5213-2315-3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2》 曾艳钰

2021 年 7 月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3》 李成坚

2021 年 12 月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 4》 李成坚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系列共四册。教材以主题引领单元内容，

1—4 册主题从学生生活逐步深入拓展到人文社科的基本领域，教学内容充分体

现课程的“综合”特色，融语言、文学、翻译和文化知识于一体，通过语言交际

任务促进听、说、读、写、译技能的综合运用和全面发展。教材力图在夯实语言

基本功的同时，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综合英语（1-4） 

点击体验《综合英语 1》样章 点击体验《综合英语 2》样章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01028/files/%E6%96%B0%E6%97%B6%E4%BB%A3%E6%A0%B8%E5%BF%83%E7%BB%BC%E5%90%88%E8%8B%B1%E8%AF%AD1%E7%9B%AE%E5%BD%95%E3%80%81%E6%A0%B7%E7%AB%A0.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10309/files/%E3%80%8A%E6%96%B0%E6%97%B6%E4%BB%A3%E6%A0%B8%E5%BF%83%E8%8B%B1%E8%AF%AD%E6%95%99%E7%A8%8B_%E7%BB%BC%E5%90%88%E8%8B%B1%E8%AF%AD2%E3%80%8B%E7%9B%AE%E5%BD%95%E3%80%81%E6%A0%B7%E7%AB%A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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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丰富，循序渐进

全面覆盖写作知识、写作策略和写作能力三个方面，任务

难度与写作话题循序渐进。

理论扎实，范例丰富

广泛吸收国内外写作教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关注中国学习

者特点，理论概念阐述与实际范例讲解兼顾，助力写作学习。

讲练结合，实用性强

练习设计与理论讲解有机串联，系统科学；融入英语专业四、

八级考试等国内考试常见题型，满足备考需求。

语料真实，语言精美

既从各类真实的语料中选取例句和样文，又选用名家作品

供学生学习和模仿，语言优美地道。

配套丰富，助力教学

配备电子版教师用书、PPT 课件和电子版范文集，帮助教

师灵活组织教学内容与课堂活动，提升教学效果。

教材特点

写   作（1-3） 

书  号 / 出版时间 书  名 主  编

978-7-5213-1609-4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写作 1》

陈立平978-7-5213-2331-3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写作 2》

2021 年 7 月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写作 3》

点击体验《写作 1》样章 点击体验《写作 2》样章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写作》系列共三册：第一册涵盖句子

写作和段落写作；第二册围绕篇章写作；第三册聚焦应用文写作

和学术论文写作。本教材融人文性、科学性和知识性与一体，搭

建完整、系统的写作知识体系，帮助学生熟练掌握英语写作基本

知识与技巧，熟练进行多体裁写作，形成良好的学术写作与思辨

写作能力。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10309/files/%E6%96%B0%E6%97%B6%E4%BB%A3%E6%A0%B8%E5%BF%83%E8%8B%B1%E8%AF%AD%E6%95%99%E7%A8%8B%E5%86%99%E4%BD%9C1-%E7%9B%AE%E5%BD%95%E3%80%81%E6%A0%B7%E7%AB%A0.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10309/files/%E6%96%B0%E6%97%B6%E4%BB%A3%E6%A0%B8%E5%BF%83%E8%8B%B1%E8%AF%AD%E6%95%99%E7%A8%8B%E5%86%99%E4%BD%9C2-%E7%9B%AE%E5%BD%95%E3%80%81%E6%A0%B7%E7%AB%A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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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

混合式学习流程

通过“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实现

线下面授和线上学习的融合贯通，支持教

师灵活选择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教学

新模式。

丰富的助学资源

对于构词法、语法、思辨技能部分提

供相应讲解微课，动画制作、轻松活泼，

帮助学生攻克难点、举一反三。

便捷的学习形式

通过 U 校园移动端扫描教材中的二维

码，视频微课即时可见，随时随地，高效

学习。

教师用书

对学生用书各板块的内容提供针对性的分析讲解及参考答案。为了便于教师备

课和组织课堂，教师用书还提供必要的教学建议和补充。

助教课件

为教师提供详尽的讲解与演示材料，充分挖掘教材内容，补充相关素材和活动，

帮助教师灵活组织教学内容与课堂活动。

补充测试

试题与教材同步，题目设计遵循语言测试原理和规范，题型和难度与英语专业

四级考试要求相匹配，内容丰富、题型全面。

电子范文集

《写作》分系列电子范文集提供题材广泛、结构完整、体裁多样、语言规范的

国内外优秀作文供学生参考模仿；增加学生的语言输入，拓展其写作思路。

全面的助学功能

交互式课文学习，实现课文单句及生词点

读、单词解析及重难点讲解，提高学习效率，

优化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

配套资源 

点击体验微课

＊登录HEEP高等英语教学网教材支持中心下载教学资源

《综合英语》 《写作》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00615/files/G.mp4
https://heep.unipus.cn/support/list.php?SeriesID=378
https://heep.unipus.cn/support/list.php?SeriesID=373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经典必读丛书”是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相配套推出的一套经典必读丛书，旨在提升英语

专业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兼顾人文学科的思想性，以达成全人教育之目标。

为方便广大师生制订阅读计划，本套丛书参考国内外相关语言能力等级标准、重要考

试和权威语料库，从词频、句长、语法、篇幅、体裁等多个维度，对文本的可读性进行了分析，

按难易程度分为 4 个级别，从易到难分别对应蓝、绿、橙、紫 4 种封面颜色。 

书  号 书 名 定  价 ( 元 )

978-7-5213-1623-0 《老人与海》 20.00

978-7-5213-1626-1 《双城记》 49.00

978-7-5213-2233-0 《爱默生与梭罗作品选》 62.00

978-7-5213-1622-3 《鲁滨孙漂流记》 42.00

978-7-5213-1620-9 《嘉莉妹妹》 60.00

978-7-5213-1627-8 《简·爱》 63.00

978-7-5213-2249-1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49.00

978-7-5213-1621-6 《红字》 39.00

978-7-5213-1619-3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42.00

978-7-5213-1624-7 《了不起的盖茨比》 29.00

978-7-5213-1628-5 《傲慢与偏见》 48.00

978-7-5213-2235-4 《印度之行》 43.00

978-7-5213-1629-2 《德伯家的苔丝》 59.00

978-7-5213-1631-5 《威尼斯商人》 20.00

978-7-5213-1625-4 《都柏林人》 32.00

978-7-5213-1632-2 《培根散文选》 29.00

978-7-5213-1630-8 《华兹华斯诗选》 20.00

阅读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