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 

报名通知 

 

党的十九大以来，教育现代化进程加快，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变革的内生变量，深刻改

变着教育形态。混合式教学作为教育与科技高度融合的产物，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教学优势，

创立了“互联网+”时代下的人才培养新范式，是当下及未来我国高校教学提质增效的重要手

段之一。2020 年 11 月，教育部公布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认定结果，共 5118 门课程入

选，其中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 868 门。这一认定结果对推进优质线上资源和教学手段与

院校实际相结合，确保将信息化教学改革成果落实到课程建设上提供了重要助力。 

为帮助国内高校外语教师深刻理解一流课程建设内涵，借鉴国内高校外语类一流课程建

设优秀经验，提升在线教学资源构建能力，提高课程质量及育人成效，外研社联合郑州大学

将于 2021 年 5 月 15—16 日在郑州举办“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邀请南京

大学王海啸教授、郑州大学钱建成教授、首都医科大学卢凤香教授、中南大学张春敏教授、

郑州大学徐春华副教授、河南科技大学张丹副教授主讲，结合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及申报

经验，分析大学英语一流课程建设理念与实践方法，解读申报注意事项，切实帮助教师深化

一流课程认知，提升课程建设水平，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一、研修日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5月 15 日
 

08:30-08:50 开幕式  

大学英语一流课程建设内涵 

08:50-09:50 一流课程建设理念与原则 王海啸 

10:00-11:20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内涵挖掘 王海啸 

11:20-11:30 问答与交流  

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实践 

14:00-15:10 
《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设计与实施——以首都

医科大学为例 
卢凤香 

15:20-16:30 
《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设计与实施——以河南

科技大学为例 

张  丹 

16:30-17:40 《英语演讲技巧与实训》线上一流课程设计与实施 张春敏 

17:40-17:50 问答与交流  

17:50-18:00 撰写反思日志  

5月 16 日 混合式教学模式资源建设 



08:30-09:20 混合式教学与一流课程建设经验交流研讨  

09:20-10:00 混合式外语教学立体资源建设途径 钱建成 

10:10-11:00 网络信息资源检索与多媒体课件设计 徐春华 

11:00-11:50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网络课程设计与开发 徐春华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申报 

14:00-15:30 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申报指南 王海啸 

15:30-15:40 问答与交流  

15:40-15:50 撰写反思日志  

15:50-16:00 闭幕式  

 

*注：最终研修日程请以报到日领取的材料为准。 

二、研修亮点 

 内涵+方法，解析课程建设标准 

研修兼顾一流课程建设内涵及实践，主讲专家均为国家级一流课程负责人，具有丰富的

混合式教学与一流课程建设经验，专家将结合多样课型，立足不同课程的教学内容特点，

剖析大学英语混合式一流课程教学设计原则及线上、线下教学融合方法。 

 外语+技术，建设立体教学资源 

研修关注混合式教学线上教学资源构建，特别讲解外语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通过提

升参班教师检索网络信息资源、制作多媒体资源、建设网络课程能力，帮助教师充分调

动线上、线下教学优势，提升混合式教学实效。 

三、主讲专家 

王海啸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委员，江苏省高等学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副

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二语习得与教学、语言测试、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

及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多项。 

 

钱建成 

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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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河南省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太国际交流英语协会副秘书长，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大学

英语》主持人，河南省优秀教学团队“郑州大学英语专业教学团队”负责人。曾在瑞典、新



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高校学习，主要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 

 

卢凤香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教育部考试中心医护英语水平考试专家组成员，中

国国际化人才外语考试专家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医学考试中心英语专家组成员，中华医学会

医学教育学会全国医学外语学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医学英语

分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市高教学会大学英语研究会常务理事。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 6

项，出版专著及教材 15 部，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2012 年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北京市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2013 年作为团队负责人获得北京市继续教育大学英语优秀

教学团队称号，2018 年作为主要完成人再次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 

 

张春敏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大学 MTI 翻译中心副主任、英语演讲口译竞

赛教研中心主任，湖南省对外文化交流与国际语言环境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主讲国家精品慕

课“英语演讲技巧与实训”。2006-2020 年培训中南大学学生参加“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全国口译大赛、海峡两岸口译大赛、中华口译

大赛，获得国赛特等奖 6 个（全国冠军 1 个、亚军 3 个、季军 2 个），国赛一等奖 9 个，国

赛二等奖 8 个；省赛冠军 19 个。主持国家级、省级社科项目多项，公开发表文章 20 余篇，

专著 2 部，译著 3 部。 

 

徐春华 

郑州大学副教授，教育技术学博士，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信息技术及教育应用》负责人，

河南省本科教学名师，河南省在线开放课程评审专家，河南省本科高校新入职教师培训专家。

研究方向：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制作、MOOC 设计制作与应用、混合

式教学、翻转课堂、智慧教室应用等。主持、参与省级课题 20 余项，发表 CSSCI 及各类论

文 20 余篇，主编、参编教材 3 本，获河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获郑州大

学首届混合式教学大赛一等奖。 

 

张  丹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北京外国语大学

POA 虚拟共同体联盟成员。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外语教育及外语教师教育、行动研究、

质性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级质量工程项目 2 项，其中 2020 年主持国家级首批一流课程《大

学英语》，2019 年参与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大学英语》（第 2 名）；主持、参与省

级质量工程项目 4 项，校级质量工程项目 4 项；荣获河南省线上优秀课程一等奖 1 项，河南

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一等奖 1 项（参与）；2019 年荣获外研社全国“教学之星”大赛复

赛特等奖，全国半决赛一等奖；2012、2019 年荣获河南省高校教师（文科组）教学技能大

赛现场比赛一等奖，授予“河南省教学标兵”称号。2019 年获批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大

学英语》。2017、2019 年荣获河南科技大学教师教学优秀一等奖。连续多次荣获河南科技

大学“优秀教师”称号、河南科技大学“建功立业”先进个人称号。近年来主持省部级项目 3 项，



参与 3 项，地、厅级项目 30 余项，其中荣获省部级一等奖 2 项，地、厅级一等奖 5 项，二

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发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中文核心类刊物 10 余篇。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5 月 14 日报到，15—16 日研修 

2. 研修地点：郑州华智酒店（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科学大道 97号） 

3. 报到时间及地点：5 月 14 日 16:00-20:30，郑州华智酒店一层大堂；5 月 15 日 7:20-8:20，

郑州华智酒店华夏厅 

4. 研修费用： 

1)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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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日用餐等费用）。 

2)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为参班教师协调了郑州华智酒店房间，请务必自行预

定。您可将您的姓名、入住日期、离店日期、房间数、房间类型等信息以短信形

式发送至酒店联系人李文静，联系方式：15617911920，收到回复短信为预定成功。

预定时说明参加混合式教学研修班，即可以本次研修班酒店房间协议价 420 元/晚/

间（标间，含双早）预定房间。 

五、报名及缴费 

 研修网报名及缴费方式 

 报名方式：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报

名。 

 缴费方式： 

1) 支付宝缴费：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缴纳研修费用 

2) 现场缴费：现场仅接受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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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混合式教学研修班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并在“全国高

校外语教师研修网”提交报名信息。  

 微信报名及缴费方式 

请扫描以下微信二维码，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缴费截图后，提交问卷，完成报名。 

mailto:training@fltrp.com


 

特别提示：微信缴费需扫描问卷中二维码，进入“外研社微服务”，点击关注，获取缴费

链接。  

*如学校报销需要，可在缴费前将公务卡绑定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时选择公务卡支付。 

 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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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修发票  

研修费电子发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发票项目为“*非学历教育

服务*培训费”，请务必在报名时准确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电子发票将

于研修结束后 7 个工作日内统一开具并发送至您报名所填邮箱。  

 研修证书  

凡报名并按时参加研修课程且按要求完成反思日志的学员，均可在研修结束后 7 个工作

日内，获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签章的电子结业证书。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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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881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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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及“外语学术科研网”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外语学术科研网 

主办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协办单位：郑州大学  

2021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