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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学科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创新高端论坛

为推进新文科背景下政校企协同育人，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复合型人才培养能

力，促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提升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对接社会需求的能力，上海对外经贸大

学与外研社于2022年7月2日举办“外语学科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创新高端论坛”，多位来自政府、企

业、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各行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外语学科如何提升育人质

量、实现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创新发展，增强外语人才在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胜任力。

本次论坛包括国际传播、国际贸易、跨境电商、国际组织、涉外法治、国际教育6个模块、16

场报告，来自政企和高校专家跨界对话。

开幕致辞

刘根春

开幕式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刘根春主持。本次论坛旨

在推动产教融合，加快人才培养结构调整，健全和完善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

式，增强外语学科对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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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雪梅

王逯屏

常小玲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于雪梅指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积极与政府机构、企

事业单位合作，共建教育实习基地，已取得一定成效。她相信，各行业领域的高水

平专家在本高端论坛齐聚云端，必将为外语学科履行责任和使命，推进改革开放向

纵深发展做出新贡献。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副主任王逯屏表示，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新格局、新要求，国家亟需一大批高素质复合型涉外人才。她相

信通过本次论坛，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将与外研社

及各高校加强合作，在多个领域探索创新开展外语学科产教融合育人的新模式。

外研社副总编辑常小玲表示，外研社一直服务国家战略，探索教育创新，已以

国才考试、1+X证书VETS考试和国才创培中心为抓手，打造专业化、数字化产学

合作育人共同体，未来将继续与院校、企业携手，促进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有机衔

接，发挥高等外语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撑引领作用。

国际传播

姜亚军 孙吉胜 曾艳钰

国际传播模块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副

校长姜亚军、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曾艳钰主

持。我国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要求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

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外语

学科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承担责任

使命、发挥重要作用，要服务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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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注重与其他学科和产业的交叉融合，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以及复合知识背景的国际传

播人才。

黄友义

产教相向而行，共同促进翻译人才培养事业快速发展

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表示，产教融合对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尤其必要，众多MTI院校已与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协作，建设

实习基地，聘用专业导师。他指出了当前产教融合模式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

问题的具体路径。

温建平

产教融合背景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院长温建平从翻译作为课程、专业、学科

三个阶段，回顾了翻译人才培养的历程，解读了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核心素养的要

求及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应时而生的过程，并介绍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在这一方面的

探索与实践。

王晓辉

打造优秀人才队伍，建立对外话语体系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党委书记、总编辑王晓辉讲到，在对外传播实践过程中探

索建立与中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对外话语体系十分必要。其中，讲好中国故事是重

要组成部分。他解读了从事这一事业应具备的多种素质和能力以及应遵循的原则。

姜  飞

国际新闻与传播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姜飞表示，政策、产业、教育融合发

展，培养国际新闻与传播人才是时代所趋。他分享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国际新闻

传播硕士班人才培养高校，以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为目标建设课程体系，组织学生深

入一线，挖掘中国故事，进行社会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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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霄

周  震

王  莉

语言服务“双碳”战略，外语人才彰显价值

华北电力大学外语系主任高霄分析了“双碳”目标的战略引领意义，解析了外

语服务“双碳”的路径，包括重构“双碳”人才培养引领的课程体系或知识体系，

构建“电-碳”汉英标准化术语数据库，搭建资讯检索平台，提供应用型文本互译

服务等。

国际贸易通过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分工合作，使贸易双方的有限资源得到充

分量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引擎。国际贸易模块由宁

夏大学党委副书记周震主持。

提升国际经营竞争力，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工作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培训中心会员处处长王莉从当前国

际、国内总体经贸形势出发，介绍了中小企业的国际经营竞争力。她表示，中小企

业国际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国际化经营人才和经验。培训中心布局块、线、

面、链，围绕两个中心，已形成面向企业国际化经营人才、跨境合规人才、国际贸

易金融人才三个方向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培训+”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

国际贸易

郭艳卿

从翻译实践出发探讨外语类学生的人才培养

策马集团副总裁助理郭艳卿指出，学习翻译具有提升双语实务能力、增强职业

素养、拓宽就业方向等益处，可以通过以赛促学、以考促学、实习实践来自我检

测、学以致用。她介绍了策马集团围绕应用型技能培训和实践型教学培训，打造的

集订单式培养、通用中有专业、在线实习、创业孵化、就业于一体的育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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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丽哈巴·奥兰

基于产教融合模式的俄语+国际贸易人才培养举措、实践与创新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麦丽哈巴·奥兰谈到，新疆大学紧抓“一带一路”

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俄语专业人才需求的战略机遇，建成了国内高水平的俄语

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明确定位、紧扣社会需求、加强实践创新、强化应用特色

建设，着力培养适应本地区需求的应用型俄语+国际贸易人才。

跨境电商

刘克东

宋晓培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外贸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

要趋势。跨境电商模块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克东主持。

中国跨境电商行业人才需求：现状与人才培养建议

河南澳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晓培围绕当前跨境电商行业的人才需

求，剖析了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现状和问题。她建议，院校可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搭建理、实、创、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

位，最终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培养目标。

从产教融合、技能提升视角看跨境电商人才综合素养提升

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马蔚兰指出，校企联合育人是当下弥补跨境电商行

业人才缺口的最优选择。广州商学院已探索出“三阶六维”的校企合作发展路径，

建设了以外语人才行业胜任力为目标的“任务导向”培养体系，搭建起“混编型行

业学院”式的专业集群实战平台。

马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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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

许明武

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和多边合作的主要平台，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至关

重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际组织模块由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

学院院长许明武主持。

涉外法治

郭贝思

吴  赟

屈文生

赋能青年国际化发展：能力、机遇与挑战

亚太青年MODEL APEC联合创始人、微软大中华区教育行业市场发展总监

郭贝思指出，中国在国际组织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国际化人才应具备优秀的语言

能力，能理解国际惯例，具有终身学习、文化智商和人格魅力。她介绍了MODEL 
APEC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与实际接轨的课程培养体系、模拟APEC全流

程议事规则、国际会议出访、国际合作实习实践等。

高素质行业人才多语能力与全球胜任力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指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各高校应基于教育特色

实践，强调学科融合交叉，以培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组织任职，具有多

语能力和全球胜任力的高素质专业人才为目标，形成“五融、四化、三优”的高素

质行业人才多语能力与全球胜任力“六合一“培养模式，实现全覆盖对接、全链条

培养、全过程融合。

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模块由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

院院长屈文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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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瑾

涉外法律人才的文化适应

国际商会仲裁与替代性争议解决北亚地区主任黄志瑾从语言、礼仪、道理三个

方面剖析了涉外法律人才消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职业交流障碍的方式，并解读了应

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在国际交往中，推动跨法域沟通与跨文化交际互通互信，对

异域文化多维度理解的独特作用。

张  磊

国际组织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贸易谈判学院院长张磊表示，利用国际组织项目培养涉外法

治人才有参考意义，高校应在多方面探索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他介绍了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依托世贸组织讲席计划和WTO亚太培训中心联合招收世界贸易

组织法硕士研究生的经验，分析了开展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必要举措。

国际教育

杨延宁

在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教育探索与社会深度融合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在推动我

国教育国际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教育模块由华东师范

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杨延宁主持。

陈  添

全人教育研究及全球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玮仕集团董事长陈添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教育需要立足全球化背景和国

家发展需求，秉承全人教育的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他介绍了上经贸大-玮仕

振华全人研究所建设的自贸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基地，协同国际学校，构建全

人理念下复合型、全球化、终身学习的三维育人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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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卓

构建与社会深度融合的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王卓指出，中国基础教育需要能用双语开设国际

化课程的国际教育人才以及具有跨学科素养的英语教师。山东师范大学进行了外语

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推动“学科专业一体化”外语人才培养改革和双语（英

汉）双科（英语+数学、英语+历史）卓越师范生书院制培养模式改革。

王  玉

闭幕式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院长王玉主持。论坛汇聚29位
专家的智慧与力量，为外语学科育人质量提升、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指明新方向。

闭幕式上，温建平院长以“感谢、收获、期待”三个关键词做会议总结。她回顾了论坛的策划理念

和设计巧思，总结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内容，并点明了论坛推动外语学科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

助力外语人才在新时代实现新价值的长远意义。

本次论坛联合政、校、企三界，共谋外语学科服务发展之路径，共商外语学科人才培养之大计，是

对我国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响应，是事关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战略和对接社会需求的

高端对话，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为国家培养更多适应时代发展、产业发展的国际化人才。

扫码观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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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为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加快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纵深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定于4月至10月举办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是新时代高等教

育的新教改、新质量、新体系、新文化，本届大赛深度结

合“四新”建设，带动高校人才培养范式变革。一是高教

主赛道按照“四新”分类；二是“红旅”活动通过“四新”

赋能；三是产业命题赛道结合“四新”征题。要求企业围绕

“四新”对应的产业和行业领域，基于企业发展真实需求进

行命题申报，真正让高校“四新”建设与产业实际连接起

来，促进高校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校企协同培育产业新领域。

   相关链接：

	 教育部关于举办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4月13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怀进鹏，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欧文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

怀进鹏表示，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推进新时代“双一

流”建设重点任务。一要坚定把牢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坚定

不移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二

要超常规培养急需高层次人才，聚焦培养基础学科人才；三

要下大气力全方位打造一流师资，强化教师教书育人第一职

责和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四要强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以“四个面向”找准方向，以有组织科研汇聚能量，以

创新体系和学术生态厚植土壤；五要高品质回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需求，对接新发展格局调

整学科专业布局，针对解决现实问题推进学科交叉融合。

   相关链接：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召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

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推进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5672/202204/t20220412_61604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4/t20220414_6175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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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就做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有关工作作出部署。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考

察调研，与师生代表面对面交流谈心。《通知》指

出，要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

效，一是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二是

更好发挥思政课立德树人关键课程作用；三是大力

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四是努力培养造

就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五是教育引导青

年学生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相关链接：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	教育部党组印发《关于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围绕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作用。

《行动计划》强调，要以育人育才为中心，坚持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地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

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旗帜鲜明地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马克思主

义学科建设，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和课程思政建设，创

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教材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案例建设，引领新时代社会文

化风尚，更好发挥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

   相关链接：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面向 2035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204/t20220425_621577.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4/t20220427_622645.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5/t20220527_631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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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6月14日，教育部分别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

改革发展成效有关情况。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到，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成效显著，高等教育的规模大起来

了，实力强起来了，培养质量高起来了，结构优起来了，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硬起来了。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指出，10年来，我国培养了60多万名博士和650

多万名硕士，先后实施两轮综合改革，加快建成研究生教育大国，整体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向

研究生教育强国稳步迈进，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

   相关链接：

	 “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	第二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成效

	 “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	第四场：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成效

5月13日，教育部召开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座谈会，总结交流就业促进周开展情况，分

析研判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部署推进“百日冲刺”系列活动。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要求，要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各地各高校

要落实好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强化就业工作保障，全面加强就业宣传工作，加强

招生、教学、就业、学生工作的联动，做好政策解读，

主动回应社会关切。

   相关链接：

	 2022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座谈会举行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座谈会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205/t20220513_627393.html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453/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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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各地各高校和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专家综合评议，教育部发布第二批虚拟教研

室建设试点名单。

教育部将结合虚拟教研室成员队伍建设情况、教

研活动组织频次、教研资源建设数量与质量等监测指

标，基于常态化质量监测与评价情况，对试点名单进

行动态调整，并适时推出一批示范性虚拟教研室，打

造教师教学发展共同体和质量文化，引导教师回归教

学、热爱教学、研究教学，提升教育教学能力，为高

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相关链接：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

6月26日，因疫情延迟的“2021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建设高质量高等

教育体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吴岩出席论坛并做《国际共识	中国创新》主

题报告，就“未来1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共识是什么？”“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着力点在哪里？”两

个问题与大家交流。

国际共识三大关键词：超越极限、新路径、重

塑。高等教育发展自身小逻辑服从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大逻辑，打破原有路径依赖，强调探索与创新，建立

高等教育发展新范式。归结起来就是：创新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五大创新：一、建立高等教育

发展新范式：深化“四新”建设；二、解决“卡脖

子”的关键技术人才培养问题：实施“卓越人才培养

计划”2.0；三、解决“卡脑子”的科学原创人才培养问题：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2.0；四、解决更有质量的公平问题：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五、推进高等教育学习革

命：实施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高等教育智慧平台。

   相关链接：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国际共识	中国创新

第二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

2021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206/t20220602_634144.html
https://www.eol.cn/news/xueshu/hui/202206/t20220627_2234323.shtml


15

本期改革先锋聚焦“‘四新’背景下产教融合人才培育模式创新”。

“四新”强调知识的融合、科技的融入，大力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的发

展。在此背景下，结合外语教育发展现状，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要运用好科技手段，培养学生成为复

合型的国际化人才，更要同政府、行业、企业、国际组织等协同育人，将更多的社会资源转化为育人

资源，优化实践育人环境条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养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急需的人

才。期待本期的“‘四新’背景下产教融合人才培育模式创新”案例，能为您提供有益借鉴与思路。

改革先锋

浙江大学 

（多轨协同 多专融通，培养国际组织精英人才）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性国际化人才培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要积极参与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必须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培养和推送国际组织人才，这是一项战略性、开拓性和紧

迫性的任务。

浙江大学第一时间回应国家重大战略，2014年启动国际组织精英人才培养计划（国精班），通过建立

“培养－推送”全过程、“院系（部门）－基地－就业平台”的一体化顶层设计和运行机制，创新教学理念、

课程体系、教研模式，实施教材、师资队伍、教学和育人资源建设等重点举措，形成了系统、有效的国际组织

人才全链条综合培养体系。

一、模式与举措

构建“多轨协同”“多专融通”的综合培养体系。“多轨协同”旨在实现课堂形式的扩展、多种语言的扩

能、培养对象的扩容，包含三条轨道：“一轨”为一、二、三、四课堂体系的课程协同培养，“二轨”为“双

语、多语”的语言协同培养，“三轨”为本科、硕士、博士三类对象协同培养。“多专融通”即充分利用浙江

大学多学科优势，面向外语专业学生，叠加国际组织专业辅修，实现“精语言+懂专业+通国际”；面向公共

卫生、计算机、环境、能源、经济、公共管理、教育等多专业学生，叠加外语能力和国际组织专业辅修，实现

“精专业+懂国际+通语言”的培养构架。

打造“课堂－战略伙伴－海外高校－实践实习”的资源体系。创设四课堂融合的课程体系，课堂教学第一

课堂、素质实践第二课堂、社会实践第三课堂、国际交流第四课堂；培育专业化战略合作伙伴和国际组织实习

基地，与十几家联合国相关机构、国家部委涉外司局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拓展高端海外高校合作体系，与近

20所海外名校建立联合培养体系，并纳入国家留基委“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开展联合培养；建立实

践导师及实习基地体系，聘请海内外30余位资深外交家、国际组织高级官员、国际问题专家担任实践导师。

采取“宽出口、旋转门”的人才培养务实策略。宽出口即人才出口包括国际组织之外更广泛的涉外工作，

形成以国际组织为核心，国家部委涉外工作、中国企业走出去、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国际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为外围的人才布局地图，并以“旋转岗”机制推动这些领域人才间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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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与成效

国精班经过七年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实习推送、国际组织就业成效

明显。国精班报名人数稳步增长，生源跨学科特征明显，已累计培养本科生385人，硕博生287人，来自全校

156个专业；2016年以来，年均推送40余人赴国际组织实习，6人成功入职国际组织，17人入选外交部。第

二，在全国高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中发挥示范效应。学校多次受中组部、教育部等党和国家多个部委委托介绍

人才培养经验，多次在国家留基委年度全国工作总结会上就“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作经验报告。第三，形成了

教科融合、学科建设同步发展的良好态势。启动“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丛书编辑出版；重视国际组织与国际

交流二级学科硕士点建设，以学科建设拓宽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可能性；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硕士生已经在

SSCI\CSSCI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三、总结与思考

国精班的目标是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外语基础扎实、具有交叉学科背景、掌

握国际组织知识、具备国际事务分析及研判能力的“专业+外语+国际胜任力”、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复合型

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是践行新文科建设的标志性场域，体现了“高度、硬度、温度、广度”的协同，拓宽了人

才培养“出口”问题。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任重道远，未来浙江大学将以新文科建设为牵引加强学科建设，拓宽

人才培养出口，更好地推动此工作的深入性、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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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 

（三位一体 ACT 模式，培养高端复语国际人才）

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高校应加强高水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以塑

造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制度治理环境。2018年教育部提出要为国家战略培养和储备“一精多会、一专多

能”的国际化人才。北京“四个中心”建设目标的提出为复语国际人才的机制化培养带来新契机。外交学院英

语专业外交特色鲜明，外语优势突出，契合北京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目标，自2019年开始，英语系

启动复语国际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本模式以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为核心，带动相关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教材课件、教学方式、教学管

理、教学评估和教学法研究的发展，构建联合（Association）-复合（Compound）-教学（Teaching）

三位一体的ACT模式。

● “联合”高校及其他单位

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的基础上，经过一至两个周期的动态建设，提炼该模式的核心板块，向国内各兄弟院

校尤其是外语类院校和综合大学外国语学院推介，带动复语国际人才培养不断进步。

● “复合”外语及专业知识

通过科学的教学设计将复合语言能力培养与国际组织所需要的多元知识结构进行整合。以内容依托式教学法

为指引，将英法西三种外语学习与国际事务相关知识进行融合，以达到语言能力与专业素养同步提升的效果。

● “教学”师资与测评体系

立足校本师资基础，提升师资国际化程度。充分发挥外交学院教师在国别区域研究和复合外语研究方面的

学术专长，以学促教，以教促研，达到育人和育师的双赢效果；与国外高校建立合作，通过聘请海外法语及西

班牙语师资，用英语讲授法语、西班牙语课程，为学生提供复语语言环境，构建复语习得能力。

对标国际组织所需人才要求，借鉴现有国际通用语言测评指标和国际人才考试五级评价体系，结合教学实

施过程，研发科学的复语国际人才评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效果实施动态评估，以验证教学改革成

效。根据检验结果对培养环节进行优化，从而完善适合高端复语国际人才特点、并具备推广性的国际组织人才

能力建设与测评指标体系。

经过三年的建设，复语国际人才班的人才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班三分之二的同学参加国际国内的国际组织胜任力培训课程，并受

到主办方的高度称赞。在2021年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中，平均分达

到77.5分，优秀率超过70%。多名学生参加国才考试获得国才高端

证书，部分学生已经通过了国才高翻考试。学生参加欧洲语言共同参

考框架CEFR法语测试，达到B2级水平。在参加国际组织实习过程

中，学生的复语能力和国际组织专业知识，得到了实习单位的高度评价。

高端复语国际人才培养与创新模式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三语复合与国际组织胜任力相融合，培养既

符合通用国际组织人才评价指标，又能使用复语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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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电力大学 

（语言服务“双碳”战略，外语人才彰显价值）

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以学校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行动计划和“双一流”建设目标为指引，华北

电力大学外语学科以语言服务为基，探索校本特色鲜明的产－教－研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双碳”引领的

外语人才培养路径，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三向对接。文工、文理交叉，“软”“硬”学科协同，外语

学科在服务他者中也赋能自身发展，形成对接国家战略的互补型共生体（symbioticsystem）。

一、更新课程体系，以“双碳”理念引领课程内容改革

分类培养具有“双碳”意识、掌握“双碳”知识、具备“双碳”素养的复合型国际化专门人才：针对“双

碳”专业人才，开设涉碳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帮助学习者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传播“双碳”领域学术思

想；针对“双碳”翻译人才，借鉴国别区域人才培养范式，开设“能源碳中和概论”“能源电力翻译技术”

等课程，和学生透析世界主要国家“双碳”政策、措施与路径等，掌握“双碳”关键概念与核心术语的译介

表述，尤其凝练具有中国特色的“双碳”概念、范畴与表述；针对“双碳”通识人才，开设“中国百年电力

史”“能源英语阅读”“能源英语写作”等绿色低碳通识外语课程。加大“双碳”教学资源建设力度，全面深

入推进“双碳课程”和“课程双碳”。

二、推动特色科研，以成果产出反拨教学实践 

成立“华北电力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语言服务研究中心”，中心以能源为根本、外语为载体、资政为目

的，建有“双碳”语言数据系统、国际碳中和资讯监测分析系统和智能翻译系统等大数据平台，形成能源碳中

和国别区域研究、“双碳”话语研究、能源科技翻译研究和能源语言教育等研究方向。2021年获批教育部首

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导引下语言服务专业建设探索与实践》。基于师生研学共同体，建成能

源电力学术话语专用平行语料库，启动建设“双碳”标准化术语数据库、语料库与多模态资源库等。出版《电

气工程学科核心术语辞典（双语）》《电力词汇手册》《电力英语》等辞书教材；启动编撰的《“碳中和”万

国志》《中国百年电力史（双语）》《“双碳”核心术语辞典（双语）》等。

三、探索实践路径，以语言服务赋能产业发展

为能源学术期刊提供学术论文摘要的中英文机助翻译，接受度达约80%。创办“能源语言服务研究中

心”公众号，利用英语语言优势，紧密跟踪国际能源科技和政策动态，发布前沿信息。为能源电力企业提供招

标投标文件、专利文件、说明书等文本的中英文互译服务，分享全球能源最新资讯。撰写《关于重大突发事件

中全面提升我省语言应急服务能力的建议》等提案在省（市）政协会上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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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学院 

（主动服务海南自贸港，外语人才培养转型）

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三亚学院外国语学院坚持夯实外语学科基础，主动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探索

语言服务融入外语人才培养的实现路径：建立自贸港外语服务和人才培养状况数据库，优化外语专业结构，强

化课程体系的实践性与应用性，通过产教融合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外语+专业”高素质国际化复

合型外语人才。

一、建立自贸港外语服务和人才培养状况数据库

外国语学院以服务海南自贸港语言安全为切入点，直面海南自贸港语言安全的主体困境、语言问题处理的

价值困境和策略困境，准确认知自贸港的语言安全问题。通过问卷、深度访谈、数据分析等手段对海南语言服

务发展现状和重点产业、重点领域的语言服务需求以及省内外语人才培养现状进行调研，找准需求点，确定薄

弱点和问题点，预测增长点，建立自贸港外语服务和人才培养状况数据库。

二、构建多语种、多专业、外语特长+职业方向的专业发展格局

根据海南自贸港语言服务需求层次分层级制定应对策略，确定基于语言服务的“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

素养与核心能力体系。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围绕人文素养、跨文化能力、技术能力要求，以高校外语类专业

人才创新培养为主线，对标“新使命、大格局、新文科、大外语”，重构外语专业发展方向，优化外语专业

结构，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构建多语种、多专业、“外语特长+职业方向”的专业发展格局；对接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构建新的育人模式和育人环境，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外语+国际政治”“外语+法

律”“外语+旅游”“外语＋管理学”“外语+经贸”等复合型人才。

三、强化课程体系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多维度考量政产学研因素，坚持以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导向，强化课程体系的实践性和应用。量

化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课程体系内容，将其分解为多层次多维度指标体系，听取相关行业专家对

职业技能、岗位职责等方面的要求，收集反馈结果、增补缺失、科学修订，形成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构建国

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四个课程模块：专业技能课程模块、专业知识课程模块、相关专业知识课程模块、

实践技能模块。

四、探索产教融合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外国语学院主动出击，走出校门，服务社

会，服务地方，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之路。拓

展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三亚市投资促进局、

中共三亚市委外事办公室、海南迈渡教育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探索多元合作新途

径；建立专兼职创新创业师资队伍，聘请行业

专家为校外导师，与学院教师协作指导学生实

习实践，实行“双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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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对标自贸区建设，打造商务外语人才培养路径）

中国自贸区的成立、“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新文科建设，对高校培养商务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

需求。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建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在深入学习《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广泛调研上海、浙江、广东、湖南、福建及海南自贸区的基础上，确定了自贸区经济

建设对人才的需求：精通一门或多门外语，熟悉贸易、法律、金融、供应链与物流等专业知识，了解IT技术，

具备学习、思考、执行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新型外贸人才和复合型商务外语人才。

鉴于此，学院融合校内优势教育资源，注重依托校友会平台，自2021年开展“自贸区国际化与复合型商

务外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项目，通过三大课堂体系，探索出一条复合型商务外语人才培养之路。

一、课程课堂“交叉融合”

培养体系：邀请自贸区高管、行业及企业专家对商务英语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日语（商务日语

方向）专业（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法语（商务法语方向）专业的专业定位及人才培养方案把脉，调整三大

课堂体系，完善教法，增强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培养“外语+经管法”复合型和复语型人才。

课程设置：通识课程开设“外语+”等融通型、研讨型全校通识课。专业课程深化人文学科内部的交叉融

合，探索文理、文经交叉的新课种；在“跨学科交叉课程”模块融入3-5门校企共建课程；打造对接自贸区经

济建设的专业特色拼盘课，与企业共建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室，共同开发商务外语虚拟仿真课程。

教学过程：既培养学生语言技能又注重国际视野和批判性思维的提升；课程实验环节融入自贸区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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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化场景，将信息技术融入商务外语教育教学；邀请企业人士讲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应聘能力”教

育转变为“职业素养”教育。

经实践，现已形成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务外语案例资源库、校企结合商务类教材等在内的丰富

成果。

二、第二课堂、社会大课堂：校内外实践育人

第二课堂体系注重校内实践育人，组织学生参加专业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实践。2021年学生多次在国际

国内商务实践类与跨文化能力大赛以及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充分展示了产教融合视域下复合型商务外语人才

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

社会大课堂注重加强自贸区经济建设与高校师生的双向联动。组织师生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共同建立复合

型商务外语人才培养基地，定期选派学生赴基地实习实践；共同策划组织商务实践技能大赛，举办“自贸区国

际化与复合型商务外语人才培养研讨会”；实行专业、企业双导师制，每年至少组织2次管理人员及专业教师

赴企业参与产学研践习与交流学习。

新疆大学 

（服务地方发展，创新“俄语+”人才培养实践）

新疆大学俄语专业依托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背景下“俄语+”人才培养创新与

实践》，加强产教融合，探索守正创新，努力培养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一、明确专业定位，突出新文科目标

在国家一流专业建设中深入贯彻新文科理念，加强与新疆大学软件学院、经管学院等的合作，探索“俄语

+”人才培养途径。专业设立俄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和俄语（翻译）两大方向。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对接指

南，新增语言学、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等开放选修课程模块，增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专题、俄罗斯历史等指向

性课程。融合创新理念，落实“小学期”改革，加大实践环节。

培养学生跨专业思维，激发学生自主拓展“俄语+”的知识边界，同时强化专业铸魂育人功能，推动“基

础俄语”等系列自治区一流课程和校级“金课”建设。团队《新文科背景下外语课程思政信息化教学探索与实

践》获2021年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强化产学融合，紧扣社会需求

积极与企业合作，签订产学结合模式横向项目。与新疆和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外贸俄语产学结合

模式研究》项目，为企业选派毕业生，完成指定工作和咨询服务。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同时为企业输

送优质人才。

组织师生参与科学研究，建设新疆大学西北边疆治理文献数据库，开展中亚国家主流媒体涉疆报道语料库

及涉疆资料数据库建设，建设中亚国家法律文献数据库等，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22

三、加强实践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新文科理念，加强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近三年获批区级以上大学生创新项目12项，获第六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商业组铜奖及新疆大学银奖，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1项。与软件学院合作申报有关俄语学习软件研发的国家和自治区级大创项目多项。

2022年组织学生线上参加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国立经管大学国际青年论坛，7人论文收入论文集，2人获奖。

四、完善师资培训，助力综合素养提升

积极使用现代化技术与工具助推专业发展，提升教师团队的信息化水平。组织开展iTEST平台培训，用于

专业四八级辅导；组织开展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iTranslate平台培训，用于中亚五国科研数据库建设等

产学合作项目。

通过“教师工作坊”定期与全国外语教师交流教学；2022年加入教育部首批《俄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

拟教研室》，与各高校同行开展线上研讨；团队在“天山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带领下，开展培训交流，

综合素养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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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当代中国

外研精品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多语种系列教材

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理解当代中国”系列教材涵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

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国语等10个外语语种。各语种本科阶段包括《外语读写教程》《外语演讲教

程》《汉外翻译教程》共三册；研究生阶段为《高级汉外翻译教程》，其中英语系列研究生阶段分为《高级汉英笔

译教程》和《高级汉英口译教程》。

本系列教材旨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融入外语类专业听说读写

译等核心课程，帮助学生夯实外语基本功，在提高读写、演讲与翻译能力的同时，掌握中国

特色话语体系，提高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的能力，成为有家国情

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高素质国际化外语人才，落实好育人育才根本任务。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   英语专业

英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24-9 70.00元

英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25-6 70.00元

汉英翻译教程 978-7-5213-3826-3 60.00元

高级汉英笔译教程 978-7-5213-3827-0 79.00元

高级汉英口译教程 978-7-5213-3828-7 60.00元

●   俄语专业

俄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00-3 70.00元

俄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03-4 70.00元

汉俄翻译教程 978-7-5213-3802-7 60.00元

高级汉俄翻译教程 978-7-5213-3801-0 60.00元

●   葡萄牙语专业

葡萄牙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1-9 70.00元

葡萄牙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0-2 70.00元

汉葡翻译教程 978-7-5213-3809-6 60.00元

高级汉葡翻译教程 978-7-5213-3808-9 60.00元

●   意大利语专业

意大利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23-2 70.00元

意大利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22-5 70.00元

汉意翻译教程 978-7-5213-3821-8 60.00元

高级汉意翻译教程 978-7-5213-3820-1 60.00元

●   法语专业

法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04-1 70.00元

法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06-5 70.00元

汉法翻译教程 978-7-5213-3807-2 60.00元

高级汉法翻译教程 978-7-5213-3805-8 60.00元

●   德语专业

德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799-0 70.00元

德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798-3 70.00元

汉德翻译教程 978-7-5213-3796-9 60.00元

高级汉德翻译教程 978-7-5213-3797-6 60.00元

●   阿拉伯语专业

阿拉伯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795-2 70.00元

阿拉伯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794-5 70.00元

汉阿翻译教程 978-7-5213-3793-8 60.00元

高级汉阿翻译教程 978-7-5213-3792-1 60.00元

●   西班牙语专业

西班牙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9-5 70.00元

西班牙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8-8 70.00元

汉西翻译教程 978-7-5213-3817-1 60.00元

高级汉西翻译教程 978-7-5213-3816-4 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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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书 智慧版

视听说教程 1 5213-2722-9 52.90元 5213-2753-3 65.90元

视听说教程 2 5213-3019-9 52.90元 5213-3067-0 65.90元

视听说教程 3 5213-3492-0 55.90元 5213-3602-3 68.90元

●   视听说教程 ●   文化阅读教程

文化阅读教程 1   5213-2778-6      42.90元

文化阅读教程 2   5213-2707-6      42.90元

文化阅读教程 3   5213-3287-2      42.90元

●   日语专业 ●   国际中文系列

高级中文读写教程 978-7-5213-3791-4 79.00元

高级中文听说教程 978-7-5213-3790-7 79.00元

日语读写教程 978-7-5213-3813-3 70.00元

日语演讲教程 978-7-5213-3812-6 70.00元

汉日翻译教程 978-7-5213-3814-0 60.00元

高级汉日翻译教程 978-7-5213-3815-7 60.00元

英语类
大学英语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是针对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学生编写的一套立体化通用英语教材。教材在延续

前三版的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基于新一代英语学习者特点、新形势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需要、新时期国

家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吸收《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究成果，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精神

全新设计和编写。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设有1-3级，每级8

个单元，包含《综合教程》（配教师用书）、《视听说

教程》（配电子版教师用书）和《文化阅读教程》（配

电子版教师用书）等。教材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提升

实际语言应用能力为重点，兼顾思辨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为高校师生提供全新的大学英语课堂体验。

《新编大学英语（第四版）综合教程1》获首届全国教材

建设奖全国优秀教材（高等教育类）一等奖

学生用书 智慧版 教师用书

综合教程 1 5213-1667-4 59.90元 5213-1861-6 69.90元 5213-1872-2 59.90元

综合教程 2 5213-1970-5 59.90元 5213-2019-0 69.90元 5213-2272-9 59.90元

综合教程 3 5213-2674-1 62.90元 5213-2739-7 72.90元 5213-3256-8 59.90元

●   综合教程

扫码查看 

教材专题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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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未来大学英语》      

《新未来大学英语》是由外研社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策划、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全新合作研发的一套大

学英语系列教材。教材贯彻教育部全新方针政策，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为指导，深入落实课

程思政，践行跨文化思辨育人理念和体验式学习，培养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学习能力等多元能

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教材共设4个级别，对应个人领域（级别1）、公共领域（级别2）、职场领域（级别3A）和学术领域（级

别3B），其中3A和3B为平行级别，难度均与级别2承接。教材包含《综合教程》《视听说教程》等分册，每

级6个单元，同步提供新颖立体的数字资源，为探索外语教学新模式提供有效支持。

●   综合教程

扫码查看 

教材专题网页

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 智慧版

综合教程	1 5213-2394-8	 	 62.90元 5213-2724-3	 	 59.90元 5213-3410-4	 	 74.90元

综合教程	2 5213-2119-7	 	 62.90元 5213-3121-9	 	 59.90元 5213-3411-1	 	 74.90元

综合教程	3A 5213-2805-9	 	 62.90元 5213-3520-0	 	 59.90元 5213-3408-1	 	 74.90元

综合教程	3B 5213-2807-3	 	 62.90元 5213-3456-2	 	 59.90元 5213-3409-8	 	 74.90元

学生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213-2382-5	 	 	 	 	 	 49.90元

视听说教程	2 5213-2619-2	 	 	 	 	 	 49.90元

视听说教程	3A 5213-2817-2	 	 	 	 	 	 53.90元

视听说教程	3B 5213-2808-0	 	 	 	 	 	 53.90元

智慧版

视听说教程	1 5213-2595-9	 	 	 	 	 	 62.90元

视听说教程	2 5213-2696-3	 	 	 	 	 	 62.90元

视听说教程	3A 5213-2859-2	 	 	 	 	 	 66.90元

视听说教程	3B 5213-2858-5	 	 	 	 	 	 66.90元

教师用书

视听说教程	1 5213-2618-5	 	 	 	 	 	 69.90元

视听说教程	2 5213-3109-7	 	 	 	 	 	 69.90元

视听说教程	3A 5213-3396-1	 	 	 	 	 	 69.90元

视听说教程	3B 5213-3413-5	 	 	 	 	 	 69.90元

●   视听说教程

扫码查看教学开放周 

直播回放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11108/structu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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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英语系列

“E英语”系列教材是一套专门为艺体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

体专业学生设计编写的大学英语教材。教材对接《大学英语教学指

南（2020版）》“基础目标”教学要求，包含《综合教程》《视

听说教程》《综合训练》等分册，共设1-4级，每级6个单元，体

现语言学习、专业学习、通识教育三者并重的编写理念，助力学生

在语言学习中提升人文素养，在专业学习中培养文化自信。

学生用书 智慧版

第1册	 5213-2420-4	 	 	 42.90元 5213-2558-4	 	 	 55.90元

第2册	 5213-2636-9	 	 	 42.90元 5213-2728-1	 	 	 55.90元

第3册	 5213-2641-3	 	 	 45.90元 5213-2729-8	 	 	 58.90元

第4册	 5213-2677-2	 	 	 45.90元 5213-2730-4	 	 	 58.90元

●   E英语视听说教程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学生用书 智慧版

第1册	 5213-3345-9	 	 57.90元 5213-2558-4	 	 55.90元

第2册	 5213-3583-5	 	 59.90元 5213-3632-0	 	 71.90元

第3册	 5213-3682-5	 	 62.90元 5213-3786-0	 	 74.90元

第4册	 5213-3700-6	 	 64.90元 5213-3787-3	 	 76.90元

●   E英语教程（第二版）

扫码查看精彩样章

第1册

扫码查看精彩样章

第2册

  《英语成语及英语文化》

《英语成语及英语文化》收录近400条英语成语，全面总结

英汉成语异同点，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通俗易懂，讲解

细致到位，练习设计科学合理，讲练有机结合，趣味性与知识

性并重，帮助读者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英语成语融会贯通、活学

活用。配套MP3音频提供作者补充讲解成语含义和用法，进一

步巩固所学。本书是教师教学的好帮手，是学生学习英语语言

文化的工具书，也是适合所有英语爱好者的枕边读物。

英语成语及英语文化 978-7-5213-3182-0 42.90元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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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新形态教材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  新形态教材由外研在线携手跨界名师

倾情打造，适用于大学英语后续选修课程，在课程改革和模式创新等方面

跟广大英语教师携手共行，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精品课程，切实帮助广大

青年学子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教材特色
● 外语+专业：从跨文化视角切入，将国际传播专业知识和大学外语

教学进行跨学科有机融合，构建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 案例+理论：教学内容的设计基于典型生动的跨文化传播案例，教

学流程的设计注重增强学习过程感，降低理论教学难度。

  《新一代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思政智慧版）    

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扫码查看 

数字课程样章

数字赋能，构筑“培根铸魂”新体系

《新一代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思政智慧版）  于数字课程中增添

“思政育人”板块，研发《新一代大学英语 视听说思政数字课程》。课

程精心挑选全新的思政素材，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力求实现英语教学

与思政育人的有机融合，帮助教师借助先进的数字化手段，创新思政英语

教学模式，更便利、更深入地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提高立德树人成效。

课程特色
● 紧密贴合教材，把握思政重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素材覆盖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维度，讲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方案，坚

定政治认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

● 特设中华文化板块，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传播力

课程特别设置中华文化板块，从文化传承、古今对比等层面

深化单元主题，让学生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锤炼语

言表达能力，提升用英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

● 发挥平台优势，技术赋能学习，创新智慧思政教学模式

课程基于U校园平台，提供视频、音频、文本等丰富的多模

态资源，灵活运用视频配音、句子跟读等交互式听说训练题型，

可实现语音智能评测和大数据分析反馈，以新生代喜爱的方式提

升学习体验，以智慧方式帮助院校实现思政育人。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视听说教程1（思政智慧版） 987-7-5213-3626-9 74.90元

新一代大学英语（基础篇）视听说教程2（思政智慧版） 987-7-5213-3629-0 74.90元

新一代大学英语（提高篇）视听说教程1（思政智慧版） 987-7-5213-3627-6 74.90元

新一代大学英语（提高篇）视听说教程2（思政智慧版） 987-7-5213-3628-3 74.90元

跨文化视角下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https://mp.weixin.qq.com/s/W2MUdK8rmIBgAODwH3cErw
https://book.yunzhan365.com/jivf/zebk/mobile/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ajI_qRvcSmjbBC7WnGbGbw
https://book.yunzhan365.com/jivf/nxme/mobil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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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使用方式

《跨文化国际传播英语教程》由U校园数字课程和课堂手册构成，厘清线上、线下功能，突出混合特色，

科学合理设计课前、课中、课后的学习目标、任务与实施手段。

● 新形态教材：纸质教材与数字课程有机融合，构建混合式教学流程。

● 双师模式：课堂教师依据课本组织教学活动，验证学生知识掌握

情况，通过案例讨论、实操活动锻炼应用能力；线上导师拓展跨文化知

识，补充跨专业传媒知识，穿插直播课分享和解读最前沿国际传媒资讯，

赋能课堂教学。

● 数字化手段：配备音、视频等多模态资源和交互式练习，为教师

教与学提质增效。

● 课前：学生使用U校园数字课程自主学习，预习教学内容，完成内容理解练习和语言练习，为课堂学习

做好知识和语言层面的初步准备，教师在线进行监管辅助。

● 课中：教师基于U校园平台的学情分析和教学互动工具，利用课堂手册指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度理

教材内容

教材共设计六个单元，涵盖中国传统文化、扶贫减贫、全民运动、抗击疫情、生态环保、人类命运共同体

六大热点话题，紧贴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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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研英语智慧教程》新形态教材

《考研英语智慧教程》新形态教材由纸质教材和U校园数字课程构成，突出混合特色，构建立体化的教学

体系。教材提供多样的教学资源，包括数字课程、真题解析微课视频、助教课件、模拟试题等。教师可利用新

形态教材开展混合式教学，课下学生使用U校园数字课程自主学习，教师监管辅助；课上教师基于U校园学情分

析，利用纸质教材进行技巧讲解与能力提升训练，实现高效、便捷、智能的教、学、管过程。

教材特色
● 紧扣大纲要求，着重提升读、写、译能力

围绕《考试大纲》的细则，解读考研英语综合能力要求；结合考试真题，归纳题型特点、分析常见考点、

总结解题方法和思路。

● 真题精讲精练，线上+线下双师模式突出教学重点

紧扣考研真题，线下由本校任课教师利用纸质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带领学生分析文章结构、解构长难句、

点拨解题思路与技巧，通过课堂训练巩固语言基础，提升能力；线上学生进行真题训练，通过学习UNIPUS名师

真题解析微课视频，攻克解题难点，掌握答题和备考技巧。

● 写作智能评阅，促进教学提效

U校园数字课程引入iWrite写作智能评阅引擎，提供写作任务的机器评阅，帮助学生准确找到写作薄弱点，

为教师减轻负担、提高教学效率。

计划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解、思辨讨论，实现高效、便捷、智能的教、学、管过程。

● 课后：学生完成录播课和直播课的学习，完成单元产出任务，使用U校园平台上传任务成果，教师在线

评阅和反馈。

计划出版时间：2022年7月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系列教材聚焦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贯彻《外

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精神，紧扣《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

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要求，创新教学模式，为落实新时

期英语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成果，培养有家国情怀、有全球视野、有专业本领的

英语类专业人才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教材分为《综合英语》与《写作》两个分系

列，《综合英语》系列共4册，《写作》系列共3册。

扫码查看 

教材专题网页

英语类专业

备考与教学兼顾，实现双重提效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0041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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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英语	1 5213-1714-5(01)	 69.90元

综合英试	2 5213-2315-3(01)	 69.90元

综合英语	3 5213-2661-1(01)	 74.90元

综合英语	4 5213-2746-5(01)	 74.90元

●   综合英语

写作1 5213-1609-4	 47.90元

写作2 5213-2331-3	 54.90元

写作3 5213-2675-8	 59.90元

●   写作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      

“现代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多位知名专家领衔编写，供高

等院校英语类专业学生使用。教材自出版以来广受好评，连续被评为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第二版）

精读 1-6》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为适应

新时期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系列教材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具有以下特点： 

● 传承语言传统：传承原版教材对语言的精细训练，在语言练习编写上注意纵向

连贯和横向配合，循序渐进，梯度合理，训练更具系统性。

● 注重课程育人：精良选材，精心设计，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培养思辨能力，提升综合文化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提升人文素养：选文体裁多元、题材丰富、内容新颖，涉及人际关系、社会文

化、人与自然等各个方面，主题深刻，议题广泛，重视文化内涵和人文价值。

● 创新教学模式：全新开发数字课程，配备外研阅读平台，服务混合式教学，引

导学生养成自主学习习惯，助力教师打造智慧课堂。

精读	1（第三版） 5213-2676-5(01)	 69.90元

精读	2（第三版） 5213-3189-9	 73.90元

精读	3（第三版） 5213-3554-5 74.90元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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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综合英语）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视听说）

  《应用英语教程》

“应用英语教程”系列教材顺应新时期英语类专业教学改革需求，

紧扣《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

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的人才培养要求，注

重引导学生积累语言知识和行业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学习者在全

球化语境下的英语语言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旨

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向世界闸述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培养复合

型、应用型外语人才。

  《高级英语》（第四版）      

《高级英语》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版的“高级英语”课程教

材，自1980年出版以来对我国的英语教学产生了深刻影响。40余年来，

《高级英语》不断再版，先后推出《高级英语》（修订本）、《高级英

语》（第三版）、《高级英语》（第三版 重排版），被评为“十二五”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60年60本最具影响力英语教育出

版物”，成为深受广大师生喜爱的大学高年级英语经典教材。步入新时

代，《高级英语》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创新设计，全新推出第四版，具

有以下特色：

● 新增阅读书目 助力经典阅读：依托“外研阅读（大学版）”平

台，提供拓展阅读书目，一二册分别选取中国人文经典类著作和哲学、

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艺术等学科经典类著作。

● 精简教材容量 提升教学质量：第四版教材在三版基础上缩减教

材容量，从每册15个单元调整为12个单元，有利于教师和学生精细处理

教材内容。

● 精选课文素材 凸显人文特色：课文全部选自英美原文，保持原

汁原味；选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经典性与时代性并举，语言技能训

练与人文精神培养并重。

高级英语（第四版）1 5213-3556-9 59.90元

高级英语（第四版）2 5213-3557-6 59.90元

综合英语1 5213-2459-4 59.90元

综合英语2 5213-3254-4 69.90元

综合英语3 5213-3540-8 69.90元

综合英语4 即将出版

视听说1 5213-1744-2 59.90元

视听说2-4 即将出版

●   综合英语  

●   视听说  

扫码查看 

系列教材详情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400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10204/files/EnglishplusS1.pdf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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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三版）（第一册）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自首版以来多次重印，畅销不衰，其所倡导的

“史”“选”结合之编写方式成为同类教材的共同理念，进而成为英美文学课程

教学通行的做法。为呼应新时代文学类课程的新需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推

出第三版教材具有如下特色：

● 力求完整呈现美国文学史全貌：在更新经典作家生平材料和作品选篇之

外，增补现当代尤其是二战之后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增补一定数量的女性作家和

作品。

● “史”“论”结合，加强理论储备：在文学作品赏析方面适当引入文艺批

评理论知识，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鉴赏分析作品，为将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基础。

● 课后思考讨论，促进深入学习与思考：新增的课后思考讨论题从文学技巧

分析到中外文学比较，多角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升思辨能力与文学鉴赏水平。

美国文学史及选读（第三版）（第一册） 978-7-5213-3589-7 53.90元

  《当代批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自1999年出版以来，在英语文

学教育界颇受好评，一直是英美等国众多大学的文论课教材，并不断再版。本书

为英文版第三版的中文译本，补充了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后殖民批评等文学理论

的新发展，反映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本书既可以作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本科和研究生文学理论与批评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供广大文论爱好者使用。具有

以下特点：

● 内容全面：系统介绍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各大流派及发展趋势，每章附有

“延伸阅读书目”和“高端阅读书目”。

● 语言简明：从日常生活中援引事例作为佐证，对概念和术语的阐释简明易

懂，译文准确流畅，清晰自然。

● 实用性强：灵活运用各种批评理论，向读者展示如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

析文学作品。

当代批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 978-7-5213-3444-9 75.90元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10204/files/History_and_anthology.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10204/files/Critical_theory_tod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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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      

“中国外语教材发展年度报告”系列自2020年起，每年

对我国外语教材建设与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梳理，以期定期记

录我国外语教材发展过程，全景展现外语教材发展现状。

《2021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共七章：第一章概

述2021年我国外语教材发展的宏观形势、突出特点和主要成

就，并展望未来发展方向；第二章到第六章分别阐述中小学、

职业院校、高等学校外语教材及国际中文教材建设，每章主要

内容包括相关政策、教材出版概况、教材使用案例和教师培训

情况；第七章综述外语教材研究相关期刊发文、科研项目与学

术会议情况，分析研究趋势和热点。

2021年中国外语教材发展报告 978-7-5213-3518-7 37.90元

  《英语诗歌赏析》      

● 内容全面：以阶级、性别、种族、生态、战争、哲理

等专题为线索，通过诗歌阅读与评析帮助学生了解英美等国家

的政治、历史、社会、文化。

● 社会视角：以文学为媒介，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

备，理解和分析诗歌中反映的社会问题。

● 思辨性强：通过引导学生分析诗歌所反映的社会问

题，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兴趣

和敏感度。

英语诗歌赏析 978-7-5213-3398-5 59.90元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扫码查看 

精彩样章

学术论著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News/20210204/files/reading_English_poetry%281%29.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20622/files/%E6%A0%B7%E7%AB%A0_2021%E5%B9%B4%E4%B8%AD%E5%9B%BD%E5%A4%96%E8%AF%AD%E6%95%99%E6%9D%90%E5%8F%91%E5%B1%95%E6%8A%A5%E5%91%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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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前沿丛书》      

“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前沿丛书”由外研社引进出版，是一套堪称经典的ESP研究工具书和教学参

考书。

● 《专门用途英语导论》（Introducing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指导专门用途英语教学与实践，

对专门用途英语的基本概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描述。

●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Introducing Course Design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阐释专门

用途英语课程设计的步骤、原则、方法，展示了具体的应用案例。

● 《体裁与专门用途英语》（Introducing Genre and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基于体裁理论探讨

如何设计行之有效的专门用途英语课堂教学活动，提升学习者在不同行业语境下的体裁意识和体裁能力。

● 《学术英语导论》（Introducing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描绘学术英语

领域概貌，包括课程设计、教材选取与编写、语篇特征、评估与反馈等内容。

● 《商务英语导论》（Introducing Business English）系统考察商务英语教学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话题，

包括商务英语的使用背景、口语和书面语体裁特征、教学方法等。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设计 978-7-5213-3198-1 78.90元

体裁与专门用途英语 978-7-5213-3208-7 63.90元

学术英语导论 978-7-5213-3199-8 65.90元

商务英语导论 978-7-5213-3168-4 58.90元

专门用途英语导论 即将出版 扫码查看 

丛书详情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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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类

  《新标准日语教程》

  《新一代大学日语》

适用对象：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二外、公外、辅修等零起点日语课程

内容简介：

《新标准日语教程》系列教材依据《大学日语教学指南（2021版）》编写而

成，共三册，每册12课。通过150课时左右的学习，学生可以达到“新日语能力

考试”的N3级别水平。本系列教材把控单元学习时间内的课程内容，注重培养学

生掌握有效的外语学习策略，使学生形成对日语语言规律的系统性认识。每册教

材分为“课文、会话、单词、语法解说、练习和小知识”等几大板块。课文内容

贴近新时代生活，并融入“立德树人”的思政教育，选材包括流行文化、传统文

化、文化交流、社会问题思考等多个视角。

教材特色：

●  选材主题丰富，兼顾语言知识与人文内涵两方面的培养。

●  语法体系严谨，符合中国学习者的思维习惯和学习要求。

●  采用分层次的内容模式，匹配不同的学习目标及教学手段。

●  课程资源丰富立体，引领多元化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  注重细节，充分体现“适合学生学习”的编写原则。

●  设计形式轻松活泼，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新标准日语教程（第一册） 978-7-5213-2981-0 68.00元

新标准日语教程（第二册） 978-7-5213-3578-1 68.00元

适用对象：高等院校本科、研究生二外非零起点日语课程

内容简介：

《新一代大学日语》系列教材是一套由中日两国从事日语教学与研究的专

家学者通力合作开发的大学日语教材。本系列教材共三册，依据《大学日语教学

指南（2021版）》（以下简称《指南》）《大学日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日

语四、六级考试大纲》编写而成，适用于高等教育非零起点的大学日语学习者。

第一册和第二册覆盖《指南》中“基础目标”和“提高目标”要求的全部语法项

目，第三册覆盖《指南》中“发展目标”要求的全部语法项目。

《新一代大学日语第一册》共12课，每三课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附有单元

总结。本册教材选取了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廃棄物」四

个主题作为单元学习内容，帮助学习者加深对人类生存基本条件（衣食住）及问

题（废弃物）的理解。各课由「準備をしよう」「本文を読もう」「語彙・文法
を学ぼう」「チャレンジをしよう」「関連資料」五个板块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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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跨文化交际教程》

适用对象：日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学习者

《中日跨文化交际教程》分为14个章节，从介绍跨文化交际的基础概念入

手，结尾于多文化社会下所需的跨文化交际方式，循序渐进介绍讲解相关理论知

识。教材的编写侧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介绍跨文化相关概念知识，呈现中日间

跨文化的具体事例，使学习者更加直观、深刻地理解跨文化交际的本质，并能实

际运用到与异文化背景的相关人士交流中。本教材由跨文化交际领域专业学者写

就，旨在通过教授学生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技巧，使其不仅能实际

应用，而且可以做到由“学习日语”向“用日语学习”转变。

中日跨文化交际教程 978-7-5213-3439-5 48.00元

  《高等日语教育（第9 辑）》

适用对象：高校日语教师

“高等日语教育”系列是日语学术界中坚力量的学者撰写的具有学术前沿动

态和学术价值的论文集，力求学术性和专业性并举，实现与国内语言学界的融通

对接，促进日语研究与普通语言学及其国内其他语言研究的融合、接轨。

《高等日语教育（第9辑）》包含12篇日语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日语教学研

究方面的论文体现在“新时代日语学习型辞典编纂研究”专栏；语言学方面收录4

篇论文，有“V-てくる”构式扩展机制研究、日语中场所格助词研究、条件关系

接续词的条件语义弱化现象研究、现代日语汉字词的“促音化”现象研究；汉日

对比研究1篇，有关日汉非生物主语他动词句对比研究。

高等日语教育（第9	辑） 978-7-5213-3563-7 38.00元

编辑推荐：

●  对接《教学指南》基础目标，帮助学生梳理已经学过的知识，建立知识体

系，并逐步过渡到《教学指南》提高目标。

●  语言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并重，培养学生日语听、说、读、写、译的日语综

合运用能力，使学生获得在学术或职业领域进行交流的相关日语能力。

●  教材内容加强对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加深对中国

文化的理解，服务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大学日

语教学内容。

新一代大学日语（第一册） 978-7-5213-3834-8 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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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3》

《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3》是黑龙江大学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专为我国高

校俄语专业二年级第二学期视听说课程编写。全书有9个主题和1套测试题，主题

包括爱情与婚姻、留学生活、生态环境、网络、大学生活、新闻媒体等。在选材

方面，9个主题均按照《高等学校俄语专业教学大纲（第二版）》中基础阶段的教

学内容选择题材，与俄语实践课的教学内容呼应；在语料选择方面，音频材料均

摘自俄罗斯主流媒体和广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语言生动，表达标准，便于学习与

模仿；在练习方面，练习形式多样，体系性较强，可以帮助学生逐级提高听说水

平，也可用于备考全国高校俄语专业四级水平测试。 

俄语视听说基础教程3 978-7-5213-3446-3 39.00元

  《你好！德语（视频版）A1》

适用对象：16岁及以上德语初学者

《你好！德语（视频版）A1》（Netzwerk neu A1）引进自德国柯莱特（Klett）出版社，包含《学生用书》

（Kursbuch）、《练习手册》（Übungsbuch）、《强化训练》（Intensivtrainer）、《同步测试》（Testheft）

和《教师手册》（Lehrerhandbuch）共5册。

《你好！德语（视频版）》系列教材的语法体系清晰，语言素材贴近德语文化圈的实际生活。在全面培养

学习者德语能力的同时，还加强对德语交际能力的训练：书中不仅配有大量的音、视频资源，而且着重引导学

习者运用所学内容进行自我表达和交流互动。此外，本套教材兼顾学习者对各类德语能力考试的备考需求，提

供歌德证书、telc和ÖSD等考试的题型练习。

你好！德语（视频版）A1学生用书 978-7-5213-3420-3 72.00元

你好！德语（视频版）A1教师手册 978-7-5213-3422-7 60.00元

你好！德语（视频版）A1练习手册 978-7-5213-3421-0 52.00元

你好！德语（视频版）A1同步测试 978-7-5213-3424-1 30.00元

你好！德语（视频版）A1强化训练 978-7-5213-3423-4 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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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典法语（1）（学生用书）（第二版）》

适用对象：法语专业本科一年级上的学生

《新经典法语（1）（学生用书）（第二版）》包含4个单元，每单元4课，共

计16课。本书兼顾语言基本功训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除了传统的语音知识（语

音、词汇、语法）讲解外，还特别设置了“主题词汇”“交际”“文化阅读”三

大板块，为学生学习语言知识、了解对象国文化并灵活运用语言提供切实有效的

指导。此外，本书的课文、例句、练习等均选自文学作品、报刊、电视、网络等

渠道，确保学习者学到的即是母语者使用的语言。不仅如此，课文还具有极强的

可读性和趣味性，涉及文学、哲学、艺术、历史、时尚、美食等诸多领域。

相较于第一版，《新经典法语（1）（学生用书）（第二版）》与时俱进、更新

内容，在收集全国多所使用院校反馈意见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知识点的引入和练习

题的顺序，使之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内容和难度更加合理，能够增强学生的获得感和

成就感；各板块增加介绍法国以外的法语国家，让学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恰当引入

中国文化知识，帮助学生成为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

新经典法语(1)(学生用书)(第二版) 978-7-5213-3600-9 69.00元

  《西班牙语涉外秘书》      

《西班牙语涉外秘书》包括涉外秘书实务篇、涉外秘书

写作篇、涉外秘书实训篇和附录四个部分，重点介绍秘书工

作的基础理论和实务知识。本书的理论教学体现在涉外秘书

实务篇、涉外秘书写作篇和涉外秘书实训篇三个部分中，也

体现在教师介绍工作与生活经验的过程中。附录部分的西班

牙语涉外秘书300句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正确使用秘书术语

的能力，也可以单独作为听力或/和口语教材使用。

西班牙语涉外秘书 978-7-5213-3353-4 60.0元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全国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解析及样题集（2017-2021）》

适用对象： 备考西班牙语专业四级的学习者及辅导西班牙语

专业四级考生的教师

《全国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解析及样题

集（2017—2021）》作为“全国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考试

复习必备”中的一本，是针对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

试编写的一本考前复习类图书，由国内多所高校具有丰富教

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倾力编写，不仅包含了2017年至2021年专业四级考试的四套真

题（2020年专业四级考试因故取消），而且对这四年的真题做了权威、详尽的解

析。同时，为使学生有更多练习机会并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命题思路，本书还

包含两套全真模拟试题。 

全国高等学校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解析及样题集（2017-2021） 978-7-5213-3371-8 60.00元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lp.fltrp.com/wys/bookstore/detail?id=1632
https://mlp.fltrp.com/wys/bookstore/detail?id=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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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典韩国语精读教程4》      

适用对象： 朝鲜（韩国）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新经典韩国语精读教程》作为“新经典韩国语”系列教材之一，以《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国语言文学类）》为指导，以《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非通用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南》为依据，以培养学生朝鲜（韩国）语

运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思辨与创新能力为目标，结合新韩国语能力考试、

全国高校朝鲜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等国内外朝鲜（韩国）语评价标准编写而成。

《新经典韩国语精读教程4》共15课，每课由课文1、词汇与表达1、语法1、练习

1、课文2、词汇与表达2、语法2、练习2、课文3、词汇与表达3、语法3、练习

3、综合练习、学文化观天下、小故事大智慧和自我评价组成。

● 主题新颖全面，语篇多样实用。

● 语法讲解清晰，练习形式丰富。

● 注重文化比较，弘扬优秀文化。

● 内容重点突出，版面精美活泼。

新经典韩国语精读教程4 978-7-5213-3300-8 98.00元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韩国语能力考试通关必备 中高级分级必刷题》

适用对象： 备考TOPIK的考生

《韩国语能力考试通关必备 中高级分级必刷题》是备考TOPIK的专项学习材

料。本书通过分析往届真题讲述解题方法，对各类题型进行分类，将听力题根据

对话场景进行细分，将阅读题根据文本类型进行细分，根据细分类型整理出“出

题倾向排行榜”，作为模拟题拟定的主要依据。根据考点排行榜中的内容编制模

拟套题。以综合分数为基准，根据不同等级切分分数，并将TOPIKII所有题目根据

等级进行划分。

韩国语能力考试通关必备	中高级分级必刷题 978-7-5213-3537-8 39.00元

  《新经典菲律宾语基础语法教程》

适用对象： 菲律宾语专业大二年级及以上学生

《新经典菲律宾语基础语法教程》要求学习该书前学生至少能够熟练掌握北

京大学出版的《基础菲律宾语1》中的内容。本书并非一本从零开始的语法手册，

而是旨在系统、集中地解决语言教学实践当中出现的语法问题。因此，要求学习

或使用该书的学生具备一定的菲律宾语语言技能和菲律宾语自学能力。本书在章

节编排上按照由简入繁的顺序：在句子结构上，先讨论简单句和复合句，其次是

由简单句构成的复杂句；在词类上，按照不同词性，从基本构词法和用法入手，

再到较为复杂的词汇和特殊用法。这一安排基本符合语言学习的一般规律，特别

是语言习得实践中语法概念的生成过程。 

新经典菲律宾语基础语法教程 978-7-5213-3457-9 55.00元

https://mlp.fltrp.com/wys/bookstore/detail?id=1630&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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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

  iTEST阅卷功能再次升级，专业评阅大有可为      

iTEST阅卷功能再次升级，从考后阅卷的角度对产品功能进行重构、改版，满足高要求、专业化阅卷场景。

● 仲裁功能：一卷多阅时，如多位阅卷教师的评分分差大于等于所设标准，相应试题将自动分配给仲裁教

师评定，提高阅卷结果公正性。

● 阅卷质量监控：管理员可以实时查看评阅教师的平均分、评分分布及标准差情况，可对评分差别较大的

教师进行及时纠正，科学管理质量监测，让“阅卷”变“悦卷”。

● 部分考生评阅：大规模考试场景下，教师可通过机评分数，筛选部分考生人工评阅，减轻教师阅卷工作

量，提升阅卷效率。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HVETv_bpnOUSv7STbAf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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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ranslate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培养新时代应用型翻译人才      

iTranslate面向高校MTI、BTI、英语专业翻译方向的师生重磅推出项目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模拟企业真实翻

译项目协作流程的演练平台，帮助学生加强翻译实践意识，模拟真实项目流程，科学培养协作习惯。专业的项

目管理工具和易学易用的操作体验，辅助翻译项目管理教学，助力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翻译人才。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  详尽的角色职能介绍及协作流程说明，潜移默化帮助学生建立对翻译项目管理的认知。

●  提供科学合理的任务拆分建议，使项目计划清晰明了，井井有条。

●  清晰展现每个任务的进展状态，便于项目经理跟进进度。

●  支持特定句段备注留言，省去额外提供上下文的不便。

●  智能识别翻译句段中的术语，提示翻译错误的术语，保证上下文术语翻译的 

一致性。

●  保留审校修订痕迹，供小组成员查看修订前后异同，方便共同讨论学习。

●  团队成员在项目中可共同维护、编辑同一份记忆库和术语库，提升协作效率。

●  配备数据统计，译前帮助学生分析项目难度，译后助力回顾总结、复盘提升。

https://mp.weixin.qq.com/s/SF5Xf3983qc7Op0WzGRQ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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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alk 2.0再升级！随需而变，为教学管理提质增效      

为满足院校各类型视听说教学需求，Utalk视听实训智慧学习平台再次升级，解锁高效教学管理新模式。

模式一：实际教学中，大多院校常以年级或教研组为单位，统一制定视听说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进度，以

提升大学英语教学效率。Utalk 2.0基于学校管理员角色以及相应的教学管理权限，为院校提供教学支持。

●  统一导入班级、教师与学生基本信息，提高学生进班速度。

●  依据教学计划统一发布对应课程和训练；可根据教情与学情设定课程学习要求，引导学生以最优路径

学习。

●  可设定考核方式与考核规则，院校可根据学生学习习惯与能力水平，为不同考核项设置相应权重，以评

促学，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  提供学生学习详情并支持成绩分析，通过学习动态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式。

模式二：Utalk 2.0重视教师相关功能设计，通过深度融合技术与教学，为教师设定灵活功能权限，帮助教

师开展个性化教学。

●  支持教师根据班级实际情况，设定个性化教学内容，灵活调整训练策略。

●  内置丰富优质的学习内容，按照主题、难度区分，轻松实现因材施教。

●  个性化设定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目标，助力分层教学。

●  针对学习考核提供多种配置，满足不同场景的考核需求。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rxPjZcucypTWJj93XbUW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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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动

教师类

研修培训

 外研社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总体方案发布   

为推动新形势下高校外语教师队伍建设，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系统规划、精心设计2022年暑期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与教师发展系列研修班，将本年度研修班主题

定为：“经师”与“人师”。	

系列研修班由以研促教、以赛促教、以云促教三大板块构成，包含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

教师高级研修班，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学理论、策略与实践研修班，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发展云专题，

全国高等学校多语种专业教学研修班，旨在为外语教师提供共建、共

享、共发展的平台，通过高瞻远瞩的专家指引，特色多样的同行展

示，丰富深入的研修内容，启发和激励高校外语教师成为“经师”与

“人师”的统一者，成为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先生”，做学生为

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真正承担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时代新

人的重任，不负时代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扫码查看 

暑期研修专题网页

关注公众号 

了解最新动态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special2022sqjyz/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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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社2022年暑期多语种教师研修计划

大学日语教学理念与教材介绍

会议时间：2022年7月下旬

报名链接：请关注“外研社日语”公众号

报名咨询：何老师，010-88819885

2022年暑期俄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 

培训时间：2022年7月18日至8月18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09

报名咨询：焦老师，010-88819910

2022年高等学校法语教师教学法理论学习与研究研修班

培训时间：2022年7月25-30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4

报名咨询：张老师，010-88819891

2022年暑期法语口译卓越人才培训班

培训时间：2022年8月1-22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3

报名咨询：张老师，010-88819891

2022年高等学校德语教师学术素养提升研修班 

培训时间：2022年8月9-12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1

报名咨询：焦老师，010-88819910

2022年高等学校多语种教师教学实践能力提升研修班

培训时间：2022年8月15-19日

报名链接：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05

报名咨询：张老师，010-88819891

报名中

关注公众号 

了解更多培训信息

 “研究生英语智慧教学改革、实践与创新”专题公益研修班成功举办   

5月14日，由外研社、外研在线主办的“研究生英语智慧教学改革、实践与创新”专题公益研修班成

功举办。本次研修班特邀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原主任王立生教授、《新探索研究生英语》系

列教材主编山东大学王俊菊教授、复旦大学季佩英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陈向京教授以及4所使用院校代表

内蒙古农业大学任云岚副教授、中山大学毕雪飞老师、青岛科技大学蒋晓青副教授以及遵义医科大学唐君

副教授，与来自全国高校3,500余位研究生外语教师通过“外研社·U讲堂”社区汇聚一堂，云端共话新

时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发展和数字化教育教学改革。

https://mp.weixin.qq.com/s/56c3DzbLvm0092YxDjaMcw
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09
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4
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3
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11
https://mlp.fltrp.com/cms/study/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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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全流程案例式专题研修班成功举办   

6月18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工作委员会与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举办“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全流程案例式专题研修班”。	研修班采取线上

直播的形式，邀请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领域专家、具有丰富经验的优质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

与外研在线课程研发经理，帮助教师多维度全方位了解、掌握一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的设计开发，切

实突破外语学科实验教学的难点、堵点，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外研在线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与建设专题研修班”成功举办   

5月28日，外研在线于线上成功举办“教育部·外研在线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与建设专题研修

班”，本次研修班特邀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专家组成员蒋建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田朝霞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李颖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张莱湘副教授、外研在线产学合作项目负责人王磊先生担纲主讲，

结合《2022年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为全国66所院

校的教师解读2022年教育部产学合作最新政策趋势，提供申报书撰写及项目建设全流程指导，分享优秀

案例与特色化成果，进一步提高产学合作成果质量，助力高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https://mp.weixin.qq.com/s/DThpbqDwe6N_1oh3hFU3gw
https://mp.weixin.qq.com/s/7BCOSjPVVZsaRX1oKjQz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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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赛事

 2022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全国半决赛晋级名单及全国复赛获奖名单发布   

2022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主题为“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

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自3月章程发布以来，经全国各院校选拔推

荐，组委会共收到本科英语组全国复赛参赛材料569份，其中大学英语

组329份、英语类专业组240份。大赛秉承公平、公正原则，组织评委

会进行资格审查和通讯评审，评选出56组大学英语团队、40组英语类

专业团队晋级全国半决赛。

本年度“教学之星”大赛本科英语组全国半决赛将于7月24-27日（大学英语组）及7月29-31日

（英语类专业组）通过“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公众号直播，欢迎全国教师观摩赛事，共享育人智慧，共

探教学发展。

扫码查看 

获奖名单

关注公众号 

观摩赛事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2022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复赛进行中

2022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涵盖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韩语6个语种，分为

大学组和专业组共9个组别。本届大赛主题为“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自5月

https://heep.unipus.cn/news/detail.php?NewsID=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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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发布以来，经全国各院校选拔推荐，共有245所院校的446名多语种教师晋级全国复赛。全国复赛于

7-11月举办，要求参赛教师根据大赛指定教材范围自由选择课程内容进行课程与教学设计，并录制复赛

教学视频，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专业评定。复赛阶段将评选出各组别12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

赛，评选中遇同分等特殊情况各组别将适当调整晋级人数。

 2022年中西部地区高等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   

为深入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增进中西部地区外语

课程教学交流与师资发展，助力高等教育高质量体系构建，服务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战略，外研社启动

“2022年中西部地区高等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以期充分发挥外语课程对于立德树人的重要作

用，持续探索课程思政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的实践经验，深入助力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资源建设，着力提升中

西部高校外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助力中西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  参赛对象：

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各普通高等院校的专职外语教师（包括大学英语教师和英语类

专业教师）均可报名参赛。

●  赛事安排：

材料准备：2022年6月7日到7月17日

材料提交：2022年7月18日到7月31日

材料评审：2022年8月8日到8月25日

公布结果：2022年9月

进行中

扫码查看 

赛事详情

会议论坛

 外研社举办系列高等英语教学研讨会，推动外语教育改革发展

立足国家战略，服务院校发展，外研社于4-5月举办一系列高等英语教学研讨会，促进高校教师把握

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落实国家政策精神，探索教学改革路径，提升教育质量，培育时代新人。

1）2022年全国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4月23日，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外研社共同主办的2022年全国高校大学英

https://mp.weixin.qq.com/s/UYopmYIorOTpVRsntsKZAQ
https://mp.weixin.qq.com/s/UYopmYIorOTpVRsntsKZ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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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召开。会议以“服务国家人才战略	推进外语教学创新”为主题，聚焦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与全国高校外语教师就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方向

与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教材建设、教学资源开发等方面展开探讨。

2）2022年长三角地区本科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5月8日，由外研社与安徽省外国语言文学学会、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大学外语分会、江苏省高等学

校外国语教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2022年长三角地区本科高校外语教学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线上举办。会议

邀请高等教育领域知名专家与区域内高校英语教学负责人与教学团队探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外语教育改革

与发展路径，分享大学英语一流课程与英语类专业一流专业建设经验，交流虚拟教研室建设与教材有效使

用案例，共话高校英语教育教学改革新路径。

3）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外语类专业建设高端论坛

5月28日，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与外语类专业建设高端论坛暨2022年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西北片区工作组会议于线上举办。本次会议邀请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国内高校外语教学专家、中西部地区高校外语院系负责人和骨干教师，聚焦“三进”

工作、国际传播能力与时政翻译人才培养、外语类一流专业与一流课程群建设等多个热点议题，探讨如何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深化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与教学改革。

 英语类专业“应用英语教程”系列教材发布会

5月7日，英语类专业“应用英语教程”系列教材发布会举办。“应用英语教程”系列教材总主编、

盐城师范学院薛家宝教授表示，“应用英语教程”系列教材的理念创新体现为E+X+Y+A，即将英语能

力、人文素质、行业素质和从业能力四者有机结合，旨在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英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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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教学 新实验 新未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顺利

召开   

5月21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指导、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承办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本届大会以“新

教学	新实验	新未来”为主题，聚焦新文科背景下的实验教学与面向未

来的新时代人才培养，推进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虚拟仿真技术为支

撑的高等教育数字化深化发展与质量提升。大会别出心裁地采用虚仿技

术模拟真实会场，通过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方式带来全新的沉浸式参会

体验，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教师一起，探讨新形势下现代技术与未来

教育的创新融合。会上发布了外语专委会2022年度重点项目（2022

年度“五个一”项目 ），欢迎各单位积极参与。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外研社·U讲堂社区两周年庆暨首期“教师发展互动沙龙”   

6月6日，外研在线成功举办“成长——‘外研社·U讲堂社区’两周年庆暨首期‘教师发展互动沙

龙’”活动。来自天南海北的教师们相聚云端，共同庆祝“外研社·U讲堂社区”两周岁生日，畅谈教师

发展，共议社区未来。庆典上隆重发布“教师发展互动沙龙”，以用户为中心，为全国外语教师搭建展示

自我、交流互鉴的平台，开创性地把讲台话筒递给社区广大教师，分享教学经验与心得、困惑与难题。

首期“教师发展互动沙龙”邀请九位教师，针对贴近一线教师实践、直击热点痛点的三大互动话题进行讨

论，两位专家与大家交流互鉴，营造了交流思想、启迪思路的愉快氛围。

扫码了解 

更多信息

扫码了解 

“五个一”项目

https://mp.weixin.qq.com/s/r8G_DHFkFod4csXOPv96YQ
https://mp.weixin.qq.com/s/r8G_DHFkFod4csXOPv96YQ
https://mp.weixin.qq.com/s/4nKPIZeycnkmx7tZDPuwxA
https://mp.weixin.qq.com/s/4nKPIZeycnkmx7tZDPuwxA
https://mp.weixin.qq.com/s/4Vrv0dE-qCpropzbyV4y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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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看直播回放

 《新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开放周

5月22-26日，外研社携手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举办“《新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开放周”，

以专家研讨传递教学改革新理念，以说课评课共话教学设计新思路，以开放课堂展现教学、沟通教法。开

放周全程线上直播，来自全国各地不同院校逾万名教师在线上观摩教学、互动研讨，以期提升教学效果，

探索改革路径。

回放中

扫码查看直播回放

 《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课程思政教学虚拟教研室

6月15日，外研社举办《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课程思政教学虚拟教研室第一阶段活动，本次活动基于

《现代大学英语（第三版）精读》第1、3册展开，围绕英语类专业综合英语课程思政育人指导思想，由国

际关系学院“国家级一流课程”教学团队主讲，同全国外语教师一起打磨教学设计、共享教学经验、促进

教学提升。第二阶段活动将于9月陆续开展。

回放中

教研交流

 新时代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暨教学开放周

5月17-19日，由外研社联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共同主办的新时代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改

革研讨会暨教学开放周举办。本次开放周依托“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系列教材精心设计，主旨报告、专

题报告传递改革新思路，说课评课探讨教学创新设计，真实课堂生动展现教学实操。开放周全程线上直

播，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外语教育专家、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团队

与近万名教师共同观摩教学、钻研教学、探讨教学，以期为新时期英语类专业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贡献全

新视角与思路。

回放中

https://wx.vzan.com/live/mk/aggspread/354482238/968cddc5-d76c-11ec-9079-883fd358a4b8?v=1652966281445
https://wx.vzan.com/live/mk/aggspread/1602953370/d2947507-dc0f-11ec-9079-883fd358a4b8?v=1653472737694
https://heep.unipus.cn/support/list.php?SeriesID=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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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社举办高等英语教学发展系列公益讲座，服务国家战略，助育优秀人才

外研社于4-5月举办“服务国家战略，助育优秀人才——外研社高等英语教学发展

系列公益讲座”，关注教师教学与科研需求，聚焦大学英语、英语类专业等教材的有效

使用，以及外语教育学科热点学术话题，举办共12场讲座，邀请经验丰富的优秀团队、

专家学者与与全国外语教师一道精研教材教学、沟通育人策略，以创新路径助力培养深

入“理解中国”、有效“沟通世界”的时代良才。

回放中

扫码查看讲座回放

扫码查看讲座回放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系列

“教学研究与发展”系列

https://heep.unipus.cn/special/2022spztym/index.html#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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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智慧大讲堂专题三、专题四、专题五成功举办   

5月28日—7月10日，外研在线成功举办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发展与前沿”系列专题三“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专题四

“国别和区域研究”、 系列专题五“外国文学”公益讲座，大师云

集、引人入胜，吸引全国外语教师及研究者相聚云端，聚焦时代议

题、突出问题导向、促进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国际传播，为中国特色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系列专题三特邀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等权威专家作客大讲堂，凭大家风范展现学术前沿，为学界隆盛储才，为文化

自信建言，为文明互鉴助力，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术话语体系添砖加瓦，努力开创

中国学术话语的新高峰。

回放中

系列专题四特邀山东大学张蕴岭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常俊跃教授、北京大学宁琦教授、北京语言大

学罗林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王铭玉教授等权威专家，以开放的全球视野为基，以坚定的家国情怀为根，

守正创新，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着力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高层次战略语言人才、高

峰学科人才、学科战略人才，努力为大国外交贡献智慧和力量。

系列专题五特邀南开大学常耀信教授、厦门大学陆建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郭英剑教授等权威专家作客大讲堂，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坚持文明互学互鉴、文化交流共生的立场，

传播外国文学蕴含的思想智慧，兼顾人类大同与家国情怀的统一，着力培养全球化创新型人才、高素质国

际化人才、学科性应用型人才，努力开创中国学术话语的新高峰。

扫码了解 

大讲堂更多信息

扫码观看 

直播回放

http://www.zwlhome.com/weixinPage/template/index.html#/template7?pageId=60086&defaultIni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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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类

 2022“外研社·国才杯”大学生英语挑战赛启动   

5月12日，2022“外研社·国才杯”大学生英语挑战赛启动。2022年演讲大赛定题演讲题目为

“China’s	Wisdom	for	the	World”，鼓励青年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勇担历史使命，拓

展全球视野，传播中国智慧。

2022“外研社·国才杯”大学生英语挑战赛时间安排

演讲大赛地面赛场

初赛 6—10月

省级决赛 11月 7日前

全国决赛 12月 7—11日

演讲大赛网络赛场

提交视频 6月 1日—10月 16日

网络初赛 10月 17日—11月 7日

网络复赛 11月 8—14日

网络决赛 11月 15—20日

公布结果 11月 22日

写作、阅读大赛

地面初赛 6—10月

线上初赛 9月 24日、10月 15日、10月 22日

省级决赛 10月 29日、11月 5日

全国决赛 12月 9日

 2022“外研社·国才杯”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

2022“外研社·国才杯”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顺利完成初赛、复赛的投稿、评审工作，进入全国

决赛阶段。20份作品经由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决出冠亚季军和一等奖，最终获奖名单于7月18日在“国

才考试”微信公众号公布。

扫码进入Uchallenge“外研社·国才杯”官网 

查看大赛章程、备赛资源、备赛攻略和大赛资讯

https://uchallenge.unip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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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赛回顾：

国才考试特别推出第二届“外研社·国才杯”国际传播力短视频大赛，鼓励大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

事、阐释中国智慧、展现中国风采，由初赛、复赛和全国决赛三个阶段组成，本届大赛主题为“中国智造”。

赛事初期，共有来自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606所院校的9000余名选手参赛，

提交了包括英、德、法、日、西、葡、意、韩、阿、俄等15个语种的4000余份作品，抖音播放量达

1000w+。

本次大赛获得多个地方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支持和认可，山东、江苏和上海相继举办省赛。众多院校积

极响应，内蒙古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院校举办备赛讲座，组织师生观看、学习，浙江工商大学杭州

商学院、江苏科技大学等院校将比赛融入课程教学，作为评价的一个环节。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完成作品，

以赛促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国际传播力素养。

 2022年上半年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安排   

2022年上半年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将于7月25—26日举行，采取居家网考形式，保障考生健康安全。

考生有任何疑问，欢迎通过拨打国才咨询电话、国才微信公众号留言等方式咨询，国才将积极协助考生解

决问题，全力为考生顺利考试提供支持。

欢迎各位院长、老师将考试信息转达给考生，提前做好安排与沟通，提醒考生设置和测试好考试设

备，取得优异成绩。

 2022年下半年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开放报名   

2022年下半年国际人才英语考试将于11月12日举行，报名时间为7月8日—10月17日。本次开考科

目包括国才初级、国才中级、国才高级，集中机考与居家网考相结合方式，具体以准考证和考前短信通知

为准。欢迎各位院长、老师鼓励学生报名考试，提升能力、拓宽视野，努力成为时代所需的国际化人才。

 国才备考学习营、“云”嗨夏令营陆续上线

为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精准提升、高效备考，2022年国才备考学

习营和2022年国才“云”嗨夏令营将陆续上线，汇集海量资源、优秀考生、资深名

师和知名企业HR，带领考生拓展文化知识、提升沟通能力。

●	 	国才备考学习营（第二期）现已开营，每日更新英语学习内容，优秀考生全程

伴学，免费模考实战演练，助力考生提高英语沟通能力和综合素养。

●	 	2022年国才“云”嗨夏令营将于暑假开营，融合早安新闻、每日打卡、趣味

活动等形式，帮助考生在假期夯实语言技能、拓宽全球视野、实现“完美蜕变”。

 国才讲坛之青年领导力高端论坛

国才考试集合多种优质资源，打造“国才讲坛之青年领导力高端论坛”，分为女性力量、职场精英、

时代辩题、志愿服务、	青年领袖、外交官说六大模块，致力于为当代青年打造多元化的交流平台，帮助

青年了解时代发展。目前已完成女性力量、职场精英、青年领袖等三期主题内容，可在哔哩哔哩网站搜索

“国才君”观看精彩回放，感受中国青年力量。

关注公众号 

获取入营方式

https://mp.weixin.qq.com/s/o6DcP4RSixvNRbEbLPWKJA
https://mp.weixin.qq.com/s/zS26pKNQ1jqv5hAVJGMJ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