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研修班（海口） 

报名通知 
 

为帮助高校外语教师更好地提高跨文化教学与研究能力，海南省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和海南大学将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在海口举办“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能力培养研修班”。研修班将邀

请跨文化领域专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Fred Dervin 教授和北京大学郑萱博士主讲，系统讲解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反思与实践、跨文化外语教学的课堂研究等内容，并通过分组讨论、教案设计、问答与交流

等多种形式，切实实现跨文化教学与研究能力的全面提升。 

 

一、 主讲专家 

 

Fred Dervin 

Fred Dervin (文德) is Professor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Dervin also holds 

several professorships in Australia, Canada, China, Luxembourg, Malaysia and Sweden. Prof. Dervin specialize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the sociology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student and academic mobility. Dervin has widely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n identity, the „intercultural‟ and mobility/migration. He has published over 40 books: 

Interculturality in Education (Palgrave, 2016) and Critical Interculturality (CSP, 2017). Dervin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voices on renewed approaches to interculturality in education in the world. 

 

郑萱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讲师。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系应用语言学方向博士。研究方向为：

现代外语教育、跨文化交际。讲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语言与文化研究”、“英语教学法”、大学英语专题课“语

言、文化与交际”等课程。在美留学期间，曾讲授美国华盛顿大学“英语学术写作”、“对外汉语”等课程。发表论文 10

余篇，代表作有“探索反思性跨文化教学模式的行动研究”、“反思与语言态度转变：跨文化课堂教学实证研究”、 “Facilitating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owards productive bilingualism: Innovations in teaching English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等。主持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基于非本质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课程行动研究”。

曾担任国际语言与跨文化交际学会（IALIC）2015 年年会秘书长。 

 

二、 研修日程 

Time Session Speaker 

Dec.2 

08:30-09:00 Opening ceremony  

09:00-10:00 Towards new interculturality in education Fred Dervin 

10:20-11:50 

11:50-12:00 

The Helsinki model 1.0 / The Beijing-Helsinki model 2.0 

Q & A 

Fred Dervin 

14:00-15:30 Teaching English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reflection and practice（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反思与实践） 

Zheng Xuan 

15:30-15:45 

15:45-15:55 

16:10-17:40 

Group work requirements Fred Dervin 

Journal writing 

Group work: Teaching plan design 

Dec.3 

08:30-08:50 Feedback to questions and suggestions  

08:50-10:00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a new light Fred Dervin 

10:20-11:50 'Doing' in interculturality: Concrete examples Fred Dervin 



 

11:50-12:00 Q & A  

13:30-15:00 Group presentation and comments Group 

representatives, 

Fred Dervin, 

Zheng Xuan 

15:15-16:30 Teaching English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lassroom research（跨文化外语教学的课堂研究） 

Zheng Xuan 

16:30-16:40  Journal writing  

16:40-17:00  Summary and closing ceremony  

*注：详细安排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三、 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12 月 1 日报到，2-3 日研修，预计 3 日下午 17:00 研修结束，之后可离会。 

2. 研修地点：海南大学社科楼 C 座（海口市人民大道 58 号）  

3. 报到地点：12 月 1 日 14:00-20:00（海口恭和苑，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颐园路 1 号，海南大学东门对面） 

12 月 2 日 7:30-8:20 海南大学社科楼 C 座 115 室门口 

4. 研修费用： 

（1）15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研修期间用餐等费用）。 

（2）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 

住宿酒店：海口恭和苑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颐园路 1 号 

电话：0898-36766000 

(3)  研修费用可通过报名网站在线缴费、现场缴费或银行电汇至对公账户缴费。 

在线缴费：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并缴纳研修费用。 

现场缴费：现场可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 

对公账户汇款：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并请注明：海南跨文化研修班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我们会及时回复您的邮件。 

（4）发票事宜：研修费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电子发票，发票项目“培训费”。住宿费发票

由入住酒店提供。 

 

四、 报名程序 

1. 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并报名。 

2.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3. 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27 日（为保证研修效果，额满为止，请尽早报名。） 

 

五、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王老师 010-88819559  杨老师  010-88819581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mailto:training@fltrp.com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海南省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海南大学 

2017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