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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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工作坊 

报名通知 
 

“十四五”时期，随着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新文科建设正当其时，高校外语

教育应面向新时代，展现新作为，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回应

时代所需，外研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研发《新未来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新

未来》），以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为指导，革新教学理念、教材内容与教学模式，全面助力

学生成长，赋能教师发展。教材自 2021 年正式推出以来，受到众多院校和教师的关注与好

评。 

为进一步明晰教材理念、领会教材设计、分享教学成果、推动教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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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30—31 日线上举办《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使用工作坊，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陈向京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杨莉芳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陈琳琳老师、文华

学院张康奕老师、郑州商学院宣菡静老师等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剖析如何在教学中落实跨

文化思辨育人理念，从课程设计和教学实践入手，分享教学建议与成果，助力教材有效使用，

提升外语教学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 

 

一、研修特色 

 剖析教材设计，分享教学经验 

主编专家深入解析《综合教程》与《视听说教程》的编写理念与设计思路，帮助教师理

解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促进理念在教学中的有效落实。一线教师结合校情学情，介绍

富有院校特色的课程设计，从多个维度分享《新未来》在人才培养、教师发展等方面发

挥的重要作用。 

 小组集体备课，专家进组指导 

研修班采用工作坊形式，设置小组备课环节，特别邀请复旦大学季佩英教授、西安交通

大学陈向京教授、吉林大学潘海英教授、电子科技大学胡杰辉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

虹教授和杨莉芳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曹巧珍副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高秀平老师等

主编团队成员进组指导，提供教学建议，启发教师深挖教材内容，有效提升教学。 



 创新教学模式，助力智慧教学 

研修班关注数字化时代如何应用数字资源提升教学效率与效果，院校分享与混合式教学

分享模块都将通过解析《新未来》数字资源的设计与应用，为教师开展智慧教学提供有

效参考，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二、研修日程 

时间 内容 主讲专家 

培训前 

7 月 23—29 日 

自主学习： 

 理解教材：浏览《新未来》专题网页，阅读教材前言、使用说明 

 阅读文献：阅读相关文献 

 教学观摩：观看《新未来》教学开放周及“教学之星”大赛优秀视频 

* 所有材料将于 7 月 22 日前发送至教师报名预留邮箱。 

7 月 30 日 

08:30—08:5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08:50—09:40 理解跨文化思辨育人 孙有中 

09:40—10:40 
《综合教程》教材设计与教学建议：如何在教学中落实

跨文化思辨育人 
陈向京 

10:40—10:50 问答与交流 

11:00—11:50 
《综合教程》课程设计与教学经验分享：通过教材“本

地化”实现教材有效使用 
张康奕 

11:5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4:50 
《综合教程》课程设计与教学经验分享：跨学科、融学

术，实现多元能力培养 
陈琳琳 

14:50—15:00 问答与交流 

15:00—17:30 小组活动：专家指导与集体备课   

季佩英 陈向京 

潘海英 胡杰辉 

张  虹 杨莉芳 

曹巧珍 高秀平 



7 月 31 日 

08:30—09:00 总结与反馈 

09:00—10:00 
《视听说教程》教材设计与教学建议：如何在教学中实

现多元能力融合培养 
杨莉芳 

10:10—11:00 
《视听说教程》课程设计与教学经验分享：通过教师角

色转换促进听说课教学改革 
宣菡静 

11:00—11:40 《新未来》数字资源与混合式教学建议 高雅帅 

11:40—12:00 问答与交流 

14:00—16:30 小组备课展示汇报与专家点评 

16:30—16:40 问答与交流 

16:40—17:00 闭幕式 

* 具体日程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三、主讲专家 

孙有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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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跨

文化交流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国际论坛》《中国 ESP 研究》《跨文化

研究论丛》等期刊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语教育、跨文化研究、美国研究。入选“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计划”，国家“万人计划”哲

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陈向京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外语学科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会

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陕西省翻译协会副主席，陕西

高校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英语教育与翻译研究。近年来主编教材 28 部（其

中国家规划教材 12 部），发表教研论文 21 篇，主持和参与项目 20 余项。带领“英语视听说”

省级教学团队建设国家级一流课程 1 门，省级一流课程 3 门。曾获陕西省教学改革成果一等

奖 1 项、二等奖 1 项，陕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曾荣获陕西省教学名师、宝钢优秀教师、王宽诚育才奖等荣誉称号。 



 

杨莉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

外语测评中心研究员，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评、外语教学、二语习得。 

 

陈琳琳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生导师，“新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开放周”

《综合教程》授课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主持山东省人文社会

科学项目 1 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获“山东师范大学

青年教学能手”、“超星杯山东省青年教学比赛二等奖”、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亚

军等荣誉称号。 

 

张康奕 

文华学院外语学部助教，大学英语系教师。2020 年 9 月起担任文华学院《新未来大学英语》

教材试点班教学组长；2021 年 6 月参与《新未来大学英语》教材标准课件的制作以及示范

课录制。 

 

宣菡静 

郑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副教授。主要教授课程《大学英语》《英语口语》等，具有教

授《新未来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的丰富实践经验。主要研究领域为英语教育，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 40 项。2021 年在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中获全国复赛二

等奖；所教授课程《英语口语》（职场英语）获批河南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2022 年 7 月 30—31 日 

2. 研修形式：线上研修 

3. 研修费用：12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等费用） 

4. 开班通知：会务组将于开班前 5 个工作日内发送开班通知至报名预留邮箱或手机号内

（含具体研修方式），请务必在报名时准确填写信息。 



 

五、报名及缴费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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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名及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22 年 7 月 20 日。 

为保证研修效果，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尽早报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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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学校报销需要，请在缴费前将公务卡绑定支付宝，支付时选择公务卡支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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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明：2022 新未来教材使用研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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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事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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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发票项目为

“*非学历教育服务*培训费”，研修结束 5 个工作日后发送至报名预留邮箱。请务必提

前和学校财务确认报销要求，并于报名时准确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 

2. 研修证书：凡报名并按时参加研修、完成研修活动及反思日志的学员，均可在研修结束

5 个工作日后获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签章的电子结业证书。 

3. 邀请函： 

1） 电子版邀请函将于开班前 5 个工作日内发送至报名预留邮箱（附于开班通知邮件内）。 

2） 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在“在线报名”页面的本班名称相应列即可下载。 

 

七、报名优惠 

1. 全日制在读硕博研究生 800 元/人（请于开班前以照片或扫描件形式将学生证/学生证明

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 



2. 多期合报优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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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报名多期研修班的教师请将各期报名成功的信息截图，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优惠金额将于报名参加的最后一期研修班中扣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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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

（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报名，下载推荐表，并于开班前以照片或扫描件形式

将盖章版推荐表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于正文说明姓名、院校及所参加研修班名

称。 

注：以上优惠不叠加使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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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8819013 

 学术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教学支持：https://heep.unipus.cn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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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外语学术科研网 

http://iresearch.unipu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