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外语“金课”课程建设与设计研修班 
 

报名通知 

 

“建设中国‘金课’，没有旁观者，都是建设者。”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

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教育的微观问题，解

决的却是战略大问题。课程是“立德树人成效”这一人才培养根本标准的具体化、操作化和

目标化，也是当前中国大学带有普遍意义的短板、瓶颈和关键所在。淘汰“水课”、打造“金

课”，合理提升课程挑战度和高阶性，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同样也是外语类教师面临的

一大重要挑战。 

 

在外语教学中，应该打造什么样的“金课”？如何打造 “金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和桂林理工大学将于 2019 年 5 月 25-26 日

在桂林举办高校外语“金课”课程建设与设计研修班。研修班特邀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刘兵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

业分委员会委员谢世坚教授对“金课”建设理念进行指导，同时邀请宁波诺丁汉大学金立贤

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杨鲁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白晓煌副教授、南宁师范大学李晓教授、

桂林理工大学全克林教授、西南交通大学李成坚教授主讲，将通过专家讲解、观摩评课、团

队展示等方式，带领参班教师共同探讨外语“金课”建设理念与实践。 

 

一、研修日程 

 

时间 课程 

5 月 25 日 

08:30-09: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外语“金课”建设理念与设计原则 

09:00-09:40 大学外语教育中基于需求和产出的“金课”建设 

09:40-10:20 英语专业人文素养培育的思考 

10:40-11:50 高校外语“金课”设计原则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外语“金课”教学设计理念与实践 

13:30-15:00 读写“金课”教学设计：理念与实践 

15:20-16:20 读写教学现场观摩及评课 

16:20-17:50 小组活动：读写教案设计 

17:50-18:00 撰写反思日记 

5 月 26 日 
08:30-08:50 总结与反馈 

08:50-10:10 大班汇报与点评：读写教案设计 



 

10:20-10:50 听说“金课”教学设计：理念与实践 

10:50-11:50 听说教学观摩及评课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13:30-15:00 跨文化“金课”教学设计：理念与实践 

 外语“金课”创新建设实践分享 

15:10-15:40 混合式教学设计实践分享 

15:40-16:10 国际化人才培养实践分享 

16:10-16:20 问答与交流 

16:20-16:30 撰写反思日记 

16:30-16:50 闭幕式 

*注：最终研修日程请以报到日领取的研修手册为准。 

 

二、发言专家 

刘兵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山西省“教学名师”，山西省“三晋英才”，山西省高校

“131”领军人才，省级精品课程《大学英语》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山西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山西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写作教学与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学术英

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教育。主持完成国家软

科学课题、国家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子课题、教育部大学英语研究课题、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课题等 6 项及其他省级科研课题 10 余项。目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课题 1 项，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重点课题 1 项，省级研究、教改课题 6 项。近年来出版专著、

教材 6 部（其中国家规划教材 3 部），在《中国外语》《现代外语》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获得山西省教学成果特等奖（2018），一等奖（2010），二、三等奖等 6 项。 

 

谢世坚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分委员会委员（2018—2022 年），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

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广西翻译协会副会长，广西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 

 

金立贤 

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语言学与文学系主任、应用语言学首席教授，担任数个评论审查编辑和多家

国际学术期刊编委。研究方向为课程研究、教师教育与发展、语言测试与评估、母语/ 二语习得

及跨文化交际。曾在世界各国的大学讲学，开设语言学、语言教育、跨文化交际、学习文化研究、

质化研究法、高教国际化等课程及培训。目前带领欧盟资助项目合作团队在国内进行跨文化学习

的研究和培训。参与编著《新标准大学英语》与《新视界大学英语》等多套系列教材，出版和发

表学术书籍及文章百余。 

 

杨鲁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

比较研究会写作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目前担任《基础外语教育》期刊主编，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编委，TESOL 

Quarterly、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Language、Culture 

and Curriculum 及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等知名国际期刊审稿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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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持国家级项目 6 项。近五年出版

专著 2 部、教材 1 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40 余篇。2012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2015 年入选北京外国语大学“中青年卓越人才支持计划”，2017 年获北京外国

语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白晓煌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清华大学教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

语言测评。获得首都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称号，多次荣获校教学成果奖，主编教材等多部。 

 

李晓 

南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广西高校

本科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讲中学英语教学设计、语言教学实证研究、英语课程论、TESOL

文献阅读及学术论文写作等课程，荣获“广西高校教学名师”称号。先后主持国家级教师教育精

品资源共享课“中学英语教学设计”以及自治区级重点学科“英语语言文学”、自治区级优势特

色专业群“英语类专业群”、自治区级创新创业团队、自治区级优秀教学团队等质量工程项目十

余项。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所主持的项目获教育部及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

三等奖 4 项。在《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外语类核心期刊及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出版著作和教材共 6 部、译著 3 部。 

 

全克林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语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出版专著和译著各 1 部，主编出版翻译研究论文集 1 部、教材 1 部，发表论文及译文 50 余篇，

主持各类科研和教改项目 10 余项。 

 

李成坚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备案中心美国研究中

心执行主任，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同时兼任全国英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英语诗歌

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外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评议（审）专家等学术团体职务。主要从

事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研究。代表性学术和教学成果有：学术专著《当代爱尔兰戏剧研究》、

主持国家级视频公开课“文学与科学：英美文学作品新读”和国家级在线精品慕课“西方现代化

视野下的英美文学”。目前主持在研项目“郭沫若与爱尔兰文学互动关系研究”和“脱欧背景下

爱尔兰小国作用研究”。 

 

 

 

三、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5 月 24 日报到，25-26 日研修。 



 

2. 研修地点：桂林理工大学屏风校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 号）图书

馆报告厅 

3. 报到时间及地点：5 月 24 日 14:00-20:00，民丰国际大酒店一层大厅（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七星区建干路 12 号）；5 月 25 日 7:20-8:20，桂林理工大学屏风校区图书馆报告

厅 

4. 研修费用： 

1) 16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教学场地等费用） 

2)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研修班会务组将为所有参班教师预定好民丰国际大酒店住宿

房间。宾馆标准间房价为 288 元/间/天（含双早），合住则费用为 144 元/人/天（含

单早）。如无特殊情况默认为合住标间。 

3）鼓励提前在线缴纳研修费用，具体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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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缴费：现场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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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研修班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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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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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并提供电子发票，发

票项目为“*生活服务*培训费”，请报名时务必填写准确的纳税人识别号。住宿费发票由

入住酒店提供。 

四、报名程序 

1. 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 进行报名。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9 年 5 月 15 日 

3. 为保证研修效果，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即止。 

4. 主办单位将于开班前一星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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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6. 详细日程安排请关注 http://teacher.unipus.cn 更新。  

五、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http://teacher.unipus.cn/
mailto:training@fltrp.com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7；010-88819581；13011830006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QQ 学术交流群：626342784 

 微信公众号：iresear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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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科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桂林理工大学 

2019 年 4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