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研社 2008 年度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 
 

为贯彻教育部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精神，推动高校英语教学改革，满足广大英语教师职业

发展的需要，外研社自 2006 年开始举办“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主题包

括“英语学习策略教学法”、“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外语教学理论与研究方法”、“英语语音教学”、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语言教学”、“大学英语选修课教学”

等。这些研修班改变传统的单一讲座模式，采用体验与合作式教学方法，鼓励教师充分参与、积极

思考、分享经验，共同创建开放互动的学习团队，切实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与创新能力，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也得到了参加教师的高度评价。 

2008 年，外研社将继续举办一系列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与科研能力的专题研修班，主题涵盖教

学能力、研究方法、语篇分析、语料库应用等各方面。这些研修班将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与创新，采用教学指导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式，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欢迎全国各地的老师报名参加，通过不同形式的研修活动探讨教学方法，提高研究能力，与专家和

同行充分沟通，共同提高。 

研修班有关信息可通过以下方式查询： 

网站：http://www.fltrp.com，http://www.heep.cn（教育网 http://edu.heep.cn） 

电子邮件：training@fltrp.com 

电话：010-88819584 / 88819543 

一、 研修日程 

 
注：请点击研修班名称查看具体日程。 

二、研修形式  
1. 大班讲授（Lectures）  
2. 教学观摩（Demonstrations） 
3. 小班研讨（Workshops）  
4. 个人展示（Presentations）  

编 号 时  间 主  题 

0801 7 月 12 日－17 日 英语教学模拟课堂研修班 

0802 7 月 17 日－22 日 论文阅读与评价研修班 

0803 7 月 22 日－26 日 语篇分析与外语教学研修班 

0804 7 月 26 日－31 日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修班 
（需自带手提电脑） 

0805 7 月 30 日－8 月 4 日 
语料库与外语研究研修班 
（需自带手提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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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讲专家 
文秋芳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兴趣包括

二语习得，英语学习策略，口语测试，学习者语料库研究。发表论文 60 余篇, 出版专著 10 部。文

教授是国内应用语言学专家，专长外语学习者学习策略研究，有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曾设计和组

织过不同类型的外语教师培训。 
主要著作包括：《英语语言学导论》、《英语学习策略论》、《外语口语测试与教学》、《应用语言学研

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英语学习的成功之路》、《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

语料库》等。 
 

周燕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教育理论、外语教

学、课程学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主要科研项目包括：全国高校英语师资培养模

式研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本科二年级英语教学课程设置改革研究等。目前教授的主要课

程为外语教育理念与外语教学等。 
 
金立贤博士 
英国 De Montfort 大学语言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二语习

得、双语测试等。从事英语语言学教学多年，曾在英国和中国的多所高校讲授应用语言学

相关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与教师培训经验。 
 
Martin Cortazzi 教授 
英国 Warwick 大学应用语言学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叙事分析、语言习

得、文学、词汇学、语篇分析和文化研究等。曾在英国、中国、土耳其、马来西亚、新加

坡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教授应用语言学多年，有丰富的英语教师培训经验。 
 
梁茂成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曾在徐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任教多年，有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在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领域有深入研究。 
 

李文中教授 
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与外语教学研究、计算机

辅助语言教学研究。曾先后承担 3 项国家级社科项目，在国内权威核心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许家金博士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语料库语言

学、话语分析、语用学。 

四、参班须知 

参班要求：  

1. 仔细阅读所选课程的“研修日程”，提前做好准备，完成研修班所要求的预习任务。  
2. 学习期间严格遵守日程安排和各项规定。 
3. 认真听课，积极参与，认真准备结业演示；保留学习资料，以便返校后交流。  



4. 同意主办方将研修期间的出勤和学习情况在网上公布；课程结束后，主办方将向推荐单位提供

对被推荐人的评价与反馈，以供学校备案管理。  
5. 为保证学习效果，研修期间禁止携家属或其他随行人员。 

报名程序：  

1. 凡 2008 年秋季使用外研社英语教材的院校均可选派教师参加。 
2. 各院校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名额与要求，由系/部主任推荐人员，并选择适当的期次报名。  
3. 由于各班人数有严格限制，报名时请选择两个期次，以备主办方调整。 
4. 被推荐人填写《“2008 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报名表》，由系/部主任签字、

盖章后发传真至外研社（传真号：010-88819400）。  
5.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08 年 7 月 5 日。 
6. 主办方收到《报名表》并确认后寄发《邀请函》。  
7. 被推荐人按照《邀请函》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报到。 

报到程序:  

1. 报到当日，凭邀请函、教师证和身份证报到；无邀请函、教师证和身份证者不予接待；报到人

与邀请函信息不符者不予接待。  
2. 提前或延迟报到者恕不接待。 
3. 研修班结束当日上午 10 点之前退房离会。 

特别提示： 

1． 语料库研修班需进行大量操作练习，请每位教师自带笔记本电脑并妥善保管。为方便操作，电

脑要求配置有 Windows XP 操作系统。 
2． 因研修班时间正值 2008 北京奥运会召开前期，进出京车票预订难以保证，请前来参加研修班的

教师尽量提前预订返程车票。研修班时间安排可参见各期日程。如有疑问，可随时电话咨询会

务组。 
 
研修地点：  

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大兴区）  

 

乘车路线（自行选择）：  

（一）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大兴区芦城工业开发区  电话：010-61207788）点击进入路线图 
北 京 站：乘坐 2 号线地铁在复兴门站换乘 1 号线地铁，在“南礼士路站”下车，换乘 937 路支

线至“郝庄子站”。 
北京西站：乘坐 937 路支线至“郝庄子站”。 
北京北站：乘坐 2 号线地铁在复兴门站换乘 1 号线地铁，在“南礼士路站”下车，换乘 937 路支

线至“郝庄子站”。 
出 租 车：走京开高速公路，由黄村出口出，第一个路口右转西行到路的尽头，右转直行 2 公里

路西。 
（二）外研社（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电话：010-88819200），集合后定时安排班车送往研修地点  

北 京 站：乘坐 2 号线地铁在复兴门站换乘 1 号线地铁，在“公主坟站”下车，换乘 323 路、374
路、944 路、944 路支线、704 路、特 8 路、运通 108 路等公共汽车，至“魏公村西口”

站。 
北京西站：乘坐 374 路公共汽车至“魏公村西口”站。 
北京北站：乘坐 634 路公共汽车至“魏公村西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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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邮政编码：100089  
传  真：010-88819400  
电话与电子邮件：<点击查看各地区联系人> 

2008“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研修班”各地区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地 区 联系人  电 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天津  周  静  010-88819555  13910320645  jennyzhou@fltrp.com 

辽宁  孙凤兰  010-88819461  13911823718  sunfl@fltrp.com 

河南 高丽华 010-88819586 13911609823 gaolihua@fltrp.com 

北京、陕西   刘晓燕  010-88819459  13910025286  liuxiaoyan@fltrp.com 

上海、江苏  李念璐 010-88819565  13911593443  linianlu@fltrp.com 

浙江、福建  蔡  研  010-88819585  13911300453  caiyan@fltrp.com 

四川、重庆  李治红  010-88819580  13910607086  lizhihong@fltrp.com 

湖南、江西  陈丽莉  010-88819458  13511052025  chenll@fltrp.com 

云南、贵州  孟  军  010-88819558  13701397668  mengjun@fltrp.com 

吉林、内蒙古  韦亚菲  010-88819575  13701399944  weiyf@fltrp.com 

黑龙江、河北  赵  颖  010-88819457  13911138439  zhaoying@fltrp.com 

安徽、广西 王玥鑫  010-88819569  13910607187  wangyx@fltrp.com 

山东、山西、新疆 焦  勇  010-88819568  13701311435  jiaoyong@fltrp.com 

湖北、广东、海南  刘晓娟  010-88819556  13911593445  liuxj@fltrp.com 

甘肃、青海、宁夏  洪  烨  010-88819456  13910025320  hongye@fltrp.co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2008 年 6 月 
 

链接： 

2006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介绍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研修班 

大学英语学习策略教学法研修班 

应用语言学论文阅读与评价研修班 

外语教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研修班 

2007 年“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介绍 

大学英语选修课教学研修班 

调查问卷设计与实施研修班 

英语语音教学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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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网络环境下的语言教学研修班 

语料库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研修班 

语料库与外语研究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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