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能力发展专题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项目 

 

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研修班 
 

报名通知 
 

随着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国家对具备世界眼光、国际意识、人文素养和良好双语沟通能

力的优秀外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最新颁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新“国标”）要求

将英语演讲和英语辩论作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同时也对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外语运用能力、跨

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正是英语演讲和辩论课程的核心培养目标。 

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英语演讲和辩论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探索教学发展的新模式，成为许多

高校英语教师积极探索的问题。为进一步推动英语演讲与辩论教学的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 2019 年 5 月 25-26 日在

北京举办“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教学与研究研修班”。研修班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文教授和林岩副教授、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杨玲老师、美国堪萨斯大学李溪博士、湖北大学周红兵副教授和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宿玉荣老师等主讲，将通过讲解、观摩、评析等方式，带领参班教师共同提升英语演讲与辩论教学的

效果。 

一、研修特色 

 

1. 全面性： 

主讲专家将从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理念、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评价模式等多个方

面着手，带领参班教师进行演讲与辩论教学观摩与评析，共同探讨教学改革背景下，如何提升英语演

讲与辩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2. 实用性： 

研修班讲解、观摩、评析相结合，深入浅出，从理念到实践，结合具体教学、研究案例，深入探讨国

内外演讲与辩论教学与研究前沿，为外语教师进行相关教学研究提供实际指导，实现教学与科研的多

重提升。 

 

二、研修日程 

 

时间 课程 主讲人 

5 月 25 日 

08:30-09: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09:00-10:20 英语演讲辩论课程与关键能力培养 任  文 

10:40-11:50 英语演讲辩论课程设计 林  岩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5:00 演讲教学中的课堂活动设计 林  岩 

15:20-16:20 英语演讲课程示范及讨论 杨  玲 



 

16:20-17:20 英语辩论课程示范及讨论 李  溪 

17:20-17:30 撰写反思日记  

18:30-20:00 小组活动  

5 月 26 日 

08:30-08:50 总结与反馈 任  文 

08:50-10:20 大班汇报 各组汇报代表 

10:40-11:40 英语演讲课程的教学评价 杨  玲    

11:4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5:00 英语演讲混合式教学实践 周红兵 

15:20-16:20 英语水平之于英语演讲焦虑的相关性分析 宿玉荣 

16:20-16:30 问答与交流  

16:30-16:40 撰写反思日记  

16:40-17:00 闭幕式  

 

三、主讲专家 

 

任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口笔译研究中心主任，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

考试（CATTI）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语言人才培养体系（UNLPP）考试命题专家，中国翻译协会

理事，中国译协口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译协翻译执业能力培

训与评估委员会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理事，中国外语演讲与辩论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贝克翻译与跨文化研

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通讯鉴定专家，中美富布莱特项目美

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口译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文化研究等。主持国

家社科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等

科研项目 10 余项。近几年出版专著编著 3 本、研究报告 2 部、教材 6 本，发表论文近 60 篇。获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二等奖。 

 

林岩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本科听说教研室主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新西兰奥

克兰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英语教育，目前研究兴趣在于思维与语言的发展。

已出版英语教材近十部，发表论文近十篇，出版学术专著 1 部。长期从事本科听说课的教学，教授研究生

课程“西方语言学流派”。 

 

杨玲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讲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长期从事英语演讲及辩论教学，主要研

究方向为西方修辞学、美国华裔修辞、跨文化修辞、外交修辞及二语习得。从 2002 年至 2010 年多次指导

学生在“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和“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

及英语辩论赛中获得优异成绩。2010 年赴美师从 Stephen E. Lucas 教授学习修辞学，从 2012-2014 年连续参

加全美传播学大会（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并获优秀论文奖。 

 



 

 

李溪 

美国堪萨斯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为论辩与修辞、跨文化传播。博士期间教授美国本科学生演

讲必修课，长期从事英语演讲、辩论、论辩与思辨课程教学研究。曾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十年，数次获

得校级“陈梅杰”优秀青年教师奖。获得 2017 年第二届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大学英语组

一等奖，于同年组织全国首届高校英文辩论课教学研讨会并作主题发言。曾担任“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

英语辩论赛总裁判长；指导学生获得“CCTV 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大学组冠军，并于 2016 到 2018 年度

担任“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2018 年大赛名称扩展为“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总

决赛评委。 

 

 

周红兵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中国外语演讲与辩论教学研究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雅思教师官方培训项目主讲专家。湖北大学校级精

品课程《英语演讲艺术》课程负责人，湖北大学慕课课程《英语演讲艺术》课程负责人。2012 年被评为湖

北大学优秀教师，同年被评为“湖北大学学子心中最有魅力教师”；长期担任湖北大学英语演讲与辩论队指

导老师，校英语话剧社总导演。多次指导学生获得湖北省英语演讲比赛特等奖和一等奖，2010 年与 2011 年

连续两年指导学生获得“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和二等奖。发表关于英语演讲、

修辞及外语教学研究类论文 20 余篇，合著《演讲的艺术课堂活动教师手册》，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同步

测试 4》，参与多本英语教材的编写，在课程设计上经验丰富。 

 

宿玉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中国外语演讲与辩论教学研究

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演讲与修辞教学、商务演讲等，编著多本英语演讲类书籍，如《英语演

讲比赛参赛指南》、《英语演讲选评 100 篇》等，担任“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系列丛书点评专家，

并多次被邀担任“21 世纪杯”英语演讲比赛北京赛区初赛和决赛评委，以及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风采

大赛全国赛评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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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研修效果，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为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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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五、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5 月 24 日报到，25-26 日授课。 

2. 研修地点：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大兴区芦城工业开发区） 

http://teacher.unipus.cn/


 

3. 报到时间：5 月 24 日 13:00-18:00；5 月 25 日 7:30-8:20 

4. 报到地点：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大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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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鸟价：1500 元/人（2019 年 4 月 25 日前报名并完成网上缴费） 

全日制在读硕博士研究生 900 元/人（报到时请出示学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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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房间，请报名时提交您的住宿

需求。宾馆标准间房价为 370 元/间/天（含单早，含双早则为 400 元），合住则费用为 200 元/天（含

单早）。 

3) 餐费由主办方承担，餐券于报到时发放，不退不换，遗失不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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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演讲与辩论研修班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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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开具纸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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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住宿费发票由入住酒店

提供。 

 

六、报名优惠 

1. 北京市院校教师优惠：北京市教委资助北京市院校教师免研修费参加包括本期在内的研修班，每所院校

每年有 8 个名额。请到 http://teacher.unipus.cn 进行注册报名，并下载推荐表，报到现场提交推荐表即可

免研修费。 

2. 团队报名优惠：为鼓励各校外语教师团队建设与发展，单所学校若 5 人以上（含 5 人）同时报名参加

某一期研修班，研修费为标准价格的 9 折优惠。 

3. 多次参班优惠：单人一次性报名 2 期研修班，研修费立减 200 元；报名 3 期，立减 300 元。报名多期

研修班的老师请将各期报名成功的信息截图，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 邮箱，优惠金额将于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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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后一期研修班中扣减。非“2019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系列不享受此

优惠活动。 

4. 优秀学员专属优惠：凡参加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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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上优惠不叠加使用。 

七、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 010-88819587；010-88819581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QQ 学术交流群：626342784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 3 月 

 

 

 

 

 

 

 



 

 

往期英语演讲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研修班精彩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