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线上研修班总体方案

担当 聚力 创新

一、研修理念

为深入贯彻党和国家重要部署，扎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高校师德师

风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推动高校完善外语课程体系、优化外语教学方法、创新人

才培养模式，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经广泛调研与征求

意见，精心设计 2020 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线上研修班。本年

度研修班主题为“担当、聚力、创新”。

首先，研修班体现外语教师时代担当。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技术变革的大

背景下，教师应以更大的格局与更开阔的视野，担当国之重任，培养时代良才。2020

年，无论是积极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研究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新路径，

还是制定疫情期间课程教学的新方案，高校外语教师都践行着师者的责任担当，贡

献着教育的实践智慧。本年度线上研修班将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研判大势，探析方

法，理实结合，“研”“修”并重，与老师们共迎时代挑战、共担育人使命。

其次，研修班促进外语教师凝心聚力。教学改革与科研攻关都依靠团队协作，

变革时代更需要聚合的力量。同时，信息技术发展也为创新教师教研形式创造了条

件，“POA 虚拟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等新模式正在积极尝试中。2020 年，外研社

在多个领域倡导整体规划、系统设计与团队协作，以全面提升教学与研究质量。本

年度“教学之星”大赛仍采用团队参赛方式；线上研修班则依托“U 讲堂社区”，

创新性采用“专题研修群”直播方式，鼓励老师们相互促进，共建线上学习共同体。

第三，研修班支持外语教师改革创新。中国正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外语教学

需在时代发展中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外语教师既要立足特色发展，服

务区域特色与学生需求，也要致力创新发展，探索外语教育教学新理念，建立人才

培养与评价新机制，搭建智能技术与外语教育深度融合新平台。本年度线上研修班

涵盖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智慧教学、语言测评等专题，体现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

的新趋势与新方向，助力老师们在所关注领域收获新知、持续精进、取得突破。

2020 年外研社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线上研修班主要由线上

大赛与线上课程两部分构成。线上大赛包括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组）与

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高职组）。线上课程主题涵盖英语类专业与大学英语课

程教学、教学测评与研究能力、智慧教学理论与实践、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国才考试、



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设计等 9 大专题，共 60 门课程。各课程邀请本领域资深专家

与一线教师，分析教育发展大势，阐释教学前沿理念，共享教学实践经验，为高校

外语教师提供全面指导，鼓励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外语教师相约线上，深入交流、

共同提高。

二、研修安排

（一）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本科组）

2020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本科组）于 2020 年 8 月 17-19

日以线上形式进行，并将全程直播。届时，全国外语教师可通过“外研社高等英语

资讯”微信公众号获得比赛安排及观赛方式。

教师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比赛资讯。

（二）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高职组）

2020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高职组）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以

线上形式进行，并将全程直播。届时，高职院校外语教师可通过“外研职教”微信

公众号获得比赛安排及观赛方式。

教师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比赛资讯。



（三）本科院校英语教师线上公益课程

开场寄语

日期 时间 内容

8月 3日
（所有专题群同步直播）

09:00-09:20
教指委寄语：

担当时代使命，实现课程育人

专题一：英语类专业“一流专业”建设与课程教学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3日

09:20-10:20 《指南》制定原则与英语类专业建设新方向
曾艳钰

（湖南师范大学）

10:30-11:30 英语专业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原则
张 莲

（北京外国语大学）

14:00-15:00 《指南》指导下的商务英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温建平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15:30-16:30 《指南》指导下的翻译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任 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4日
09:00-10:00 英语专业文学方向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原则

彭青龙

（上海交通大学）

10:30-11:30 英语专业语言学方向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原则
文 旭

（西南大学）

8月 5日
09:00-10:00 综合英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与教学研究

夏登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30-11:30
课程思政与综合英语课程教学——以《现代大

学英语》为例

梁文霞

（河北师范大学）

8月 6日
09:00-10:00 英语写作教学中的人文素养培养

陈立平

（吉林外国语大学）

10:30-11:30 英语专业学生写作素养及能力培养
杜寅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8月 7日
09:00-10:00

思辨能力培养导向下的听力教学模式与教学研

究

陈春华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

大学）

10:30-11:30 英语听力教学中的交际能力培养思路
蔡宏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8月 8日
09:00-10:00 英语口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与教学研究

金利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30-11:30 英语演讲教学策略与教学活动设计
张春敏

（中南大学）



专题二：大学英语“一流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3日
09:20-10:20 后疫情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的挑战与应对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0:30-11:30 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下的大学英语教学
吴 鹏

（江苏大学）

8月 4日
09:00-10:00

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与实践——以

《新视野大学英语》为例

万向兴

（云南师范大学）

10:30-11:30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实践

——以《新一代大学英语》为例

胡瑞霞

（内蒙古科技大学）

8月 5日
09:00-10:00

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应用与实践——以

“大学英语”课程为例

卢凤香

（首都医科大学）

10:30-11:30
线上“一流课程”建设、应用与实践——以“大

学英语：英语语言技能提高方法”课程为例

王丽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专题三：教学测评与研究能力提升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 月 10 日

09:00-10:30 教师反馈素养: 理论前沿和实操建议
许悦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0:40-12:10
如何运用评价数据促进学习——学生表现的收

集、解读和教学应用

林敦来

（北京师范大学）

8 月 11 日

09:00-10:00 基于量表的英语听力诊断测评与教学实践
闵尚超

（浙江大学）

10:10-11:10
基于诊断测评的英语阅读教学：理论、设计与实

践

范婷婷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1:20-12:20
运用诊断反馈改进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理论、行

动和效果

张春青

（浙江外国语学院）

8 月 12 日

09:00-10:30 诊断测评研究的价值与方向
马晓梅

（西安交通大学）

10:40-12:10 认知诊断测评的理论与技术
涂冬波

（江西师范大学）



专题四：智慧教学理念与实践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5日 14:00-15:00 大数据驱动下的新型学习生态系统构建
洪化清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8月 6日 14:00-15:00
大学英语听说智慧教学的资源利用与实践创

新

庄姝颖

（吉林财经大学）

8月 7日 14:00-15:00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学设计与示范——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

政智慧版）B1U3 为例

王丽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8月 8日 14:00-15:00
大学英语视听说混合式教学设计与示范——

以《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为例

赵希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月 10日 14:00-15:00
大学英语智慧教学设计与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视听说教

程》为例

梁 烨

（火箭军工程大学）

8月 11日 14:00-15:00
智慧教学模式下的大学英语分级测评与教学

实践

夏甘霖

（上海政法大学）

8月 12日 14:00-15:00 基于 iWrite的过程性写作教学实践
罗 莎

（深圳大学）

8月 13日 14:00-15:00
基于 iWrite的大班写作教、学、评、测一体化

实践

石 琳

（吉首大学）

专题五：国际化人才培养与国才考试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13日
09:00-09:50 新时代国际人才培养：视野、能力、素养

韩宝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00-11:10 沟通导向的听说课教学活动设计
杨莉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14日

09:00-10:10 多维促动，师生共赢：国才考试整体支持方案
任 佼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20-11:00 国才考试评分标准解析
陈崛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14:00-15:00 教你做国才考试（初级）备考辅导
孔令璇

（江苏大学）

15:10-16:10 教你做国才考试（中级）备考辅导
姚 蔚

（江苏大学）

16:20-17:00 教你做国才考试（高级）备考辅导
冯捷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四）职业院校英语教师线上公益课程

开场报告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3日 10:00-11:30 做新时代铸魂育人的好教师
韩 震

（北京师范大学）

专题一：基于新课标的中职英语教学改革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4日 10:00-11:30
新时代·新课标·新人才——中职英语教学改革

与学生全面发展

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5日 10:00-11:30
新时代·新课标·新挑战——关键是心态，从教

师角度思考如何落实新课标

张连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6日 10:00-11:00 赛教融合的中职英语教学

李海胜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

校）

专题二：优质课程资源开发与教学设计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4日 10:00-11:00 语料、教材与教法
许家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5日 10:00-11:00 基于“适合的教育”的高职英语教学实践
赵芝英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8月 6日 10:00-11:00
铸警育魂，英语同行——大学英语课程与课程

思政同向同行的路径探索（以《新视野英语教

程》为例）

张爱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8月 7日 10:00-11:00
英语演讲课程立体化资源建设及其教学实践

探索

邵红万

（扬州职业大学）

8月 10日 10:00-11:00 高职公共英语课程设计：回眸与展望
马俊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专题三：英语类专业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8日 09:00-10:00 英语口语教学中的思辨能力培养与教学研究
金利民

（北京外国语大学）

8月 9日 10:00-11:00 人工智能背景下商务英语专业的转型
刘建珠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8月 9日 11:00-11:40 超越课堂的综合英语课程教学设计
刘建珠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8月 10日 14:00-15:00 面向国际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视听说能力培养
马龙海

（广东金融学院）

专题四：智慧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8月 5日 14:00-15:00 新时代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实践
王君华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8月 6日 14:00-15:00
基于分层分类的高职英语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

践

李恩亮

（江苏海事职业技术学院）

8月 7日 14:00-15:00
智能评阅系统辅助的高职公共英语写作能力系

统培养

马俊波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三、研修方式

（一）参与方式

本年度线上研修班依托高校外语教师发展在线共同体——“外研社·U 讲堂社

区”进行。请您于开课前下载钉钉手机 APP 并使用钉钉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相关

信息，申请加入“外研社·U讲堂社区”。工作人员将根据备注邀请您进入相应“专

题研修群”中，同一教师加群数量和听课数量不作限制。



*直播开始前，请准时登录钉钉 APP 或电脑客户端观看即可。

（二）研修费用

线上大赛与线上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有效期限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可回放观看。

（四）研修证书

线上课程每门课程均有相应研修证书，在观看课程直播（或回放）次月，教师

可在钉钉群内领取研修证书。具体领取时间及方式，请关注钉钉群内公告。

（五）研修反馈

外研社将通过“外研社·U讲堂社区”统计教师参与各群课程学习情况，在研

修班全部结束后，以学校为单位向各高校反馈本校教师相关研修数据。

（六）联系咨询

客服邮箱：service@unipus.cn

客服电话：4008987008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7月

https://page.dingtalk.com/wow/dingtalk/act/download?spm=a213l2.13146415.4929779444.68.58585e80DxAUXs&source=50037&lwfrom=201911111419152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