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能力发展专题研修班 
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听说读写教学方法与行动研究研修班 

报名通知 

教育部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为保障。

为帮助外语教师系统了解大学英语教学最新理念与实践，提升教学效果，助力外语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提高科研能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

于 2014 年 8 月 22－25 日举办“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听说读写教学方法与行动研究研

修班”。本期研修班属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能力发展专题研

修班”项目。 

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燕教授、金利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

究中心杨鲁新教授、徐浩副教授和南京大学王艳副教授主讲，基于大学英语听说读写课程的

教学目标与理念，结合教学示范，展示有效课堂的设计、实施与评价，并介绍行动研究的理

念与方法，从而帮助参班教师提升教学效果，提高科研能力。 

一、主讲专家  

周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外语教育与教

学等，科研兴趣包括教师教育、学习者、语言教学研究等，曾经主持的重大项目包括全国高

校英语师资培养模式研究、中国外语教育传统研究、北京市中学英语教师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理论：新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实证研究等。曾多次获得个

人优秀教学奖，并带领团队获得北京市高等院校“专业英语口语”精品课程奖和教育教学成

果奖。目前教授的主要课程为“外语教育：理论、概念与问题”、“质的研究方法”和“外

语教育与公民社会”。 

 

金利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教务处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语言习得和外语教

学，科研兴趣包括时态和体标记的理论分析与习得、学习者英语口笔语能力发展、英语教学

理论与方法研究等。曾参与主持“融合英语教育与人文教育，创新英语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第二完成人），并获 2008 年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创建跨学科、跨文化、

探究型培养模式，造就英语专业创新型国际化战略人才”项目（第二完成人）和“英语专业

课程改革与教师发展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项目（第三完成人），分别获得 2012 年北京市

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主要著作包括《汉语中介语的体标记变化规律》等。目前教授的

课程有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第二语言习得、英语辩论等。 

 

杨鲁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授、专职研究员，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写作

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教学研究与教师教育指导



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外语教育、外语教师发展、外语写作教学及学术读写能力发

展。自 2010 年起担任教育部“国培计划”英语教师培训专家。《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报》（基础英语教育）期刊主编、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编委、TESOL Quarterly、
Language、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等知名国际期刊审稿专家。发表国际期刊论文 8 篇

（其中 SSCI 期刊论文 5篇）、国内期刊论文 10 余篇、出版专著两部，主持项目六项。 

 

王艳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应用语言学、战略管理等。主要

成果包括《基于认知框架的二语学生听力理解困难分析》、《输入方式与听力词汇习得——一

项听力词汇习得实验的报告》、《对学生和教师关于课堂教学活动看法的调查与分析》、《自主

学习者对教师角色的期待》、《自主学习中的行为与成效研究》等多篇 CSSCI 期刊论文，专著

《英语听力教学与研究》（2012）和《中国大学生二语听力理解能力模型建构》（即将出版），

主编（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高级英语口语教程》等。 

 

徐浩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专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第二语

言习得、心理语言学、外语教师研究。任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System、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The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searcher、Teacher Development、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现代

外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国外语教育》、《基础英语教育》审稿人，Springer
学术出版评审人，《英语学习（教师版）》主编。近三年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 SSCI 论文 3

篇、CSSCI 论文 7 篇。作为负责人承担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一项国家社科基

金青年项目、一项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课题。 

 

二、研修日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 月 21 日 报到 

8 月 22 日 

8:30-9:00 

9:00-10:10 

10:30-11:40 

11:40 – 12: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听力教学设计 

口语教学设计 

问答与交流 

杨鲁新 

王艳 

金利民 

王艳、金利民 

14:00-15:00 

15:20-16:10 

16:10-16:20 

16:20-17:40 

观看听说课教学录像及评课 

教师在听说教学中的作用 

问答与交流 

小组活动：设计听说教学任务 

金利民、王艳 

 

王艳、金利民 

 

19:00-20:00 听说教学行动研究设计与实施 

撰写反思日记 

徐浩 



20:00-20:10 

8 月 23 日 

8:30-8:50 

8:50-9:50 

10:10-11:10 

11:10-12:00 

反思日志分享 

大班分享听说教学任务设计方案 

阅读教学活动：理念与实践 

观看阅读教学录像及评课 

金利民、王艳 

王艳、金利民 

杨鲁新 

杨鲁新 

14:00-15:20 

15:40-16:50 

16:50-17:00 

17:10-17:20 

小组活动：设计阅读教学任务 

阅读教学行动研究设计与实施 

问答与交流 

撰写反思日志 

杨鲁新 

徐浩 

 

 

 

 

 

8 月 24 日 

8:30-8:50 

8:50-9:50 

10:10-11:10 

11:10-11:40 

反思日志分享 

大班分享阅读教学设计方案 

写作教学活动：理念与实践 

问答与交流 

杨鲁新、徐浩 

杨鲁新 

杨鲁新 

杨鲁新 

14:00-15:10 

15:30-17:50 
 
17:50-18:00 

写作教学行动研究设计与实施 

小组活动：设计写作教学任务；阅读行动研究

案例，思考自己的行动研究方案 

撰写反思日志 

徐浩 

 

 

8 月 25 日 

8:30-8:50 

8:50-10:30 

10:50 -11:50 

11:50-12:00 

反思日志分享 

大班分享写作教学设计和行动研究方案 

读写结合课程设计：目标与原则 

问答与交流 

杨鲁新 

杨鲁新、徐浩 

周燕 

 

14:00-15:00 

15:20-16:20 

16:20-16:40 

16:40-16:50 

16:50-17:20 

行动研究论文写作 

教师课堂角色 

问答与交流 

撰写反思日记 

闭幕式 

徐浩 

周燕 

注：具体安排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调整。 

 

 



三、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2014 年 8 月 22－25 日，21 日报到,25 日离会。 

2. 研修地点：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3. 报到地点：万年青宾馆一层大厅 

4. 研修费用： 

1) 2400 元/人（含餐费）；  

2) 作为北京市教委项目，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免研修费，请详见北京市

教委通知：http://gjc.bjedu.gov.cn/publish/portal8/tab551/info36726.htm 

3)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标准间房价为 300 元/间/天）。 

四、报名程序 

1. 请登录 http://teacher.heep.cn/注册并缴纳研修费用。北京市属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免

研修费，但请务必登录注册报名。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4 年 8 月 15 日。（为保证研修效果，研修人数有限，

请尽早报名，额满为止）。 

  凡参加 2013-2014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并被

评为“优秀学员”者，研修费五折优惠。一期研修班的优秀学员仅限于享受一次

优惠活动。 

3. 主办单位将于 8 月 17 日前将电子版的邀请函发至学员邮箱，纸质盖章版的邀请函

可在报到时领取。 

4. 2014 年 8 月 21 日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五、联系咨询 

1. 联系人：冯丹丹（010-88819033）、董一书（010-88819585） 

2.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3. 报名缴费网址：http://teacher.heep.cn/ 
4. 查询网址：http://teacher.heep.cn/；http://www.heep.cn（教育网http://edu.heep.cn） 

5. 学术科研支持：http://www.iresearch.ac.cn/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