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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视野

“十四五”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决定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并

于近日印发《“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教育强国推进工程紧紧围绕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三大板块。其中高等教育注重创一流，加强“双一流”高校学科基础设施和大型仪器

设备建设；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和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优化高教资源布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一批在京中央高校疏解转移到雄安新区，支持一批南疆高校建设，支持一批中

西部地方本科高校建设。支持一批优质医学院校建设，重点打造一批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支持一批优

质师范院校建设，重点打造一批师范教育基地。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

民为目标，发挥投资精准支撑和撬动作用，全面提升教

育体系内在质量水平，全面提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

全面提升教育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相关链接：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建设教育强国

5月10日，教育部召开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经验交流暨师德专题教育启动部署会，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总结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

师风建设工作成效经验，狠抓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重点任务落实，部署启动师德专题教育。

陈宝生强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高度重视教师思想政治工

作和师德师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教师提出“四

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四个相统一”的殷切希

望，对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六要”要求，强

调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引导广大教师以赤

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这一系列

重要论述和指示，为新时代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

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相关链接：

   教育部长陈宝生：4方面抓好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实

教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

https://mp.weixin.qq.com/s/nugEpG3iMBR6YUDyF2uCnQ
https://mp.weixin.qq.com/s/ziZBa8SlFhziy6iU2P-R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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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做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2020年9月1日以来，教育部组织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重点群体等40场“24365校园

招聘服务”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342万个，促就业资源精准对接。

聚焦区域发展战略。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举办广东省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

位90万个，为深化经济特区建设汇聚优质

人力资源。面向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

地区，举办5场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

32万个。面向湖北地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搭把手、拉一把”重要指示要求，举办湖北

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50万个，助力湖北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

			相关链接：

   教育部组织40场“24365”专场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342万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21〕11号），经

组织推荐、专家遴选、会议评议等程序，拟确定课程思政示范课程700门、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700

个、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30个。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

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

2021〕11号），面向职业教育、普通本科

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育，选树一批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和团队、教

学研究示范中心，全面推进不同类型学校

的课程思政建设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方法路径，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

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加快形成“校校有精品、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

人人重育人”的良好局面。

			相关链接：

   关于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的公示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

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5/A08/202105/t20210510_530564.htm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103/t20210322_521681.htm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105/t20210506_5298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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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改革先锋聚焦课程思政。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本期分享不同

院校在课程思政建设的优秀经验，供大家参考。

改革先锋

哈尔滨工程大学 

（依托精品思政教材，培养学生正向价值）

哈尔滨工程大学自2020年秋季开始依托《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和自建

的动态更新课程思政资源库，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大学英语（三）（读写）课程中全面深

化实施课程思政教学。

一、重设教学目标。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据大学英语课程的性质，将教学目标细化为知识目标、能

力目标、育人目标三个维度，努力实现融合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为一体的教学目标。	

二、重整教学内容。深度挖掘教材单元主题的思政元素，整合教学内容，将主题一致的单元归入同一思政

话题开展教学，形成了生活观点、经济智慧、文化洞察、世界焦点四个思政主题。同时从主题、篇章、练习等

内容中挖掘思政点，增加与主题相关的社会问题、中华文化、时事热点、科技成就等课程思政内容。

三、重构教学模式。以文秋芳教授“产出导向法”和布鲁姆（Bloom）的认知分类理论为依据，采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做、成”三阶段教学，课前是以语言和思政知识输入为导向的线上学习，课中是

以能力输出为导向的翻转课堂，课后是以知识内化和价值塑造为导向的语言输出，通过“驱动——促成——评

价”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培育正向价值观。

四、重建评价体系。考核评价分为知识、能力、思政三个层次，平台、教师、同伴三个评价主体，将课程

思政学习过程纳入评价指标，占课程考核成绩的10%，从思政知识学习、思政内容表达、思政选题价值三个层

次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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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医学院 

（外语课程三“温”三“活”，思政建设守渠种田）

蚌埠医学院在推进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进程中，依托外研社《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

政智慧版）、安徽省新视野课程思政虚拟教研室和外研随身学4.1等资源，结合国家新医科战略和学校特色，

全面打造“三温”“三活”的外语课程思政模式。

外文教研室注重集体备课和团队建设，制定课程思政版教学大纲，建设有温度的团队和课程；课堂教学

中讲求多元互动，以丰富的课程资源打造温情课堂；教学实践中组织演讲、微视频、翻译等活动温润学子，

表达青年一代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教研室采用灵活的育人方式，线上与线下、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开展

走进医院、思政汇演和示范研讨等活动，开发和利用线上教学平台，与学生一起探讨“中国心、国际眼、全

球脑”，努力把疫情“危机”转化为开展课程思政的“契机”；鼓励教师参与线上、线下课程培训、集体研

讨，参加教学比赛、教材编写、对口中学帮扶，激活教师教学热情；及时宣传、归纳与总结，鲜活呈现课程

思政建设成果成效。

2020年，外文教研室获批省级教学团队、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省级示范教研室和示范课程。教学团

队荣获2020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半决赛二等奖。取得成绩的同时，外文教研室也将持续建立知识

传承与思想引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为学生健康成长和人才培养守好“一

段渠”，在外语课程中种好思政教育“责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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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以精品教材为抓手，分层推进课程思政）

西南财经大学自2018年起，开始选用《新标准大学英语》。学校以该精品教材为抓手，分层分类，扎实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一、基础层：提炼思政元素，做到课程思政“全员、全程、全课程”覆盖。

基于《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认真挖掘每一课、每一单元、每一册思政元素，将其写入教纲、融

入教案、请进课堂，已实现全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全员、全程、全课程”覆盖，大大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全面系统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二、孵化层：以课程思政教研室为平台，做好课程思政成果孵化。

成立《新标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研室，以教研室为平台，做好课程思政培育和孵化工作。教研室积极

组织各级各类课程思政教育教改项目申报，目前已获批立项六项；严格审核教纲、教案，挖掘优秀案例，为案

例库建设提供素材；深入开展课堂教学观摩与评估，培养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建设课程思政师资梯队。

三、拔尖层：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课程思政精品课，实现课程思政共学、共研。

基于《新标准大学英语》，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并建成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精品课程。案例库由专业教师

撰写，以简洁、多样、参与性强为特点，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有力工具。积极组织课程思政骨干教师为全院教师

讲授课程思政公开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实现课程思政共学、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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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理工大学 

（以文化人、实践育人，传播践行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概况（英）”为东华理工大学廖华英教授团队研发并推广的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在课程思政建

设过程中，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

一、确定课程思政建设方向。基于“以文化人、实践育人”理念，培育“知中国、爱中国”，“站在中国

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的外语人才，重点实施知识、能力与人格塑造相结合的全人教育。

二、树立课程思政建设目标。通过学习祖国灿烂文化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并通过实践创作提

高学生文化传承意识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实现培养中国文化传播者和践行者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三、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形成围绕“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和个人修养”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完善国家

级规划教材《中国文化概况（修订版）》；研发配套在线课程，呈现“中国文化之美”，展示中国当代最新成

就，获批首批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并入选学习强国慕课；引导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英文作品创作实践，获批首

批国家级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并获得学习强国报道。

四、深入挖掘思想政治资源。围绕国情获取权威思政资源，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梳理课程思政元

素；围绕省情获取实践育人思政资源，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南苏区、八一起义纪念馆等作为课程思政实践

基地，以赣文化丰富地方文化思政资源；围绕校情获取校本思政资源，遵守“敦本务实，崇义奉公”的校训，

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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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 

（价值引领思政建设，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课程思政理论研究、教学模式探究、教材编写、资源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

成果。近日荣获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项、课程思政示范团队2个，课程思政名师14位；曾获广东省

级课程思政示范团队、课程思政示范课堂等荣誉；出版国内第一本外语课程思政教材《新编大学英语思政教

程》。

一、统筹规划，确立课程思政建设目标与内涵。学院结合本校“具有国际视野的三创型人才”和“新工

科F计划”总体人才培养计划，以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国际竞争力及对外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为核心目

标，确立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建设方向和重点：以价值塑造为引领，在拓展学生国际视野、提高其国际竞争

力的同时，提高其中国文化自信，培养其家国情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践行语言知识传授与精神价值引领相融

合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育内涵。

二、注重融入，细化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设计。通过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开设“庄子寓言及其智

慧”等辅助课程，编撰“英语课程思政案例集”积累素材等方式细化思政元素的嵌入与融通，实现“课程思

政”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的传承与更新。

三、系统部署，规划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与方法。学院从“设计”“引导”“体验”“评价”四个环节入

手，建构课程思政实践路径。树立课程思政骨干教师、典型教师带动课程团队思政育人建设；跟踪调研学生学

习体验和效果，获悉课程思政教育实效，提高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育质量；更新课程评价内容、模式与标准，

突出思政育人成效评价指标，实现教学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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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学 

（多维发力混合教学，教学育人有机融合）

宁夏医科大学结合本校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全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2019年上半年加强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形成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的教学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课上课下混合

联动，有效提升学生语言产出能力，培养其综合文化素养。

宁夏医科大学立足POA产出导向法	“学用一体”教学理念，依据驱动、促成和评价形成完整循环的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流程，依托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和《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中国文化意识形态，并不断加强多维度

管理，持续强化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全面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有效实现语言教学与思政育人的有

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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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新书

外研新品

“一带一路”国家跨文化商务交际教程       

● 聚焦“一带一路”，服务人才发展需求。

● 引导文化比较，提升跨文化能力。

● 注重学用结合，提升商务交际能力。

● 结合慕课资源，助力混合式教学。

“一带一路”国家跨文化商务交际教程 978-7-5213-2509-6 49.90元

  应用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1     

● 应用导向，面向未来，满足多元发展需求。

● 选材广泛，设计精巧，注重培养综合素养。

● 系统科学，有机融合，体现整体式教学观。

● 图文并茂，立体支持，符合新时期教学需求。

应用英语教程	综合英语1 978-7-5213-2459-4 59.90元

大学英语教材

英语类专业教材

 《新探索研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 )

为助力院校培养承担科技创新使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新时代人才，外研在线全新设

计推出《新探索研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系列教材。教材涵盖学术读写、学

术听说、学术思辨全场景，勾勒完整的学术技能图谱。每单元基于素材选择2-4个技能点进

行细致讲练，辅以U校园视频微课、交互式技能训练，帮助学生牢固掌握、熟练应用。

教材特色：

● 打造新形态教材模式，创设智慧式教学流程

● 促进专业化能力提升，培养新时代国际人才

扫描二维码了解《新探
索研究生英语（iExplore 

English Course）》

研究生英语教材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10423/files/%E4%B8%80%E5%B8%A6%E4%B8%80%E8%B7%AF%E6%A0%B7%E5%BC%A0%EF%BC%88%E5%B0%8F%E8%B4%A8%E9%87%8F%EF%BC%89(1).pdf
https://heep.unipus.cn/gykejianupload/20210512/files/%E7%9B%AE%E5%BD%95%2B%E6%A0%B7%E5%BC%A0%EF%BC%8D%E3%80%8A%E5%BA%94%E7%94%A8%E8%8B%B1%E8%AF%AD%E6%95%99%E7%A8%8B%E7%BB%BC%E5%90%88%E6%95%99%E7%A8%8B1%E3%80%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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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技能模块：

配套资源：

使用建议：

通过丰富的数字化教学手段引导教师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上，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共同研讨，进行

深度理解、思辨讨论；课下，学生登录U校园平台自主学习，教师监管辅助。

● 着重培养学术素养，提升沟通力、思辨力、创新力

● 充分体现数字特色，实现多元化、立体化、个性化

创新功能：

● 主题陈述，丰富思辨能力训练手段

● 写作互评，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意识

● iWrite智能批阅，提升教师辅导效率

主干教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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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中级）（高级）    

● 系统权威：资深测试专家编写，紧扣考试官方指南，理

论与实操有机结合。

● 深度解析：样题讲解针对性强，深入剖析命题意图，精

准归纳答题技巧。

● 围绕考点：备考知识全面详尽，范例丰富，梳理答题思

路，提供解题策略。

● 实战演练：模拟试题命题科学，贴近真题，有效指导考

前热身。

中级 978-7-5135-9479-0（01） 29.90元

高级 978-7-5213-2523-2 35.90元

备考图书

多语种新书

  新编大学法语（3）  

读者对象：�公共法语选修课基础教材。适合以法语作为第二或第三外语的学生，

供英语专业二外法语课第三学期使用。

图书特色：

● 注重语言知识技能的基础性和适用性：对语音、词汇、语法、句型等层面的

基础内容实现全覆盖。

● 再现语料文本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来源多样，贴近现实生活，为语法词汇学

习和语言交际提供多样化的资源和样本。

● 挖掘文化知识的实用性和趣味性：话题多样，视野拓展至法语国家和地区，

体现中西文化差异，帮助学习者构建跨文化能力。

● 构建立体学习空间：传统教材+线上学习资源，教材、视频、慕课相互依托。

新编大学法语(3) 9787521323979 75.00元

https://heep.unipus.cn/product/series.php?SeriesID=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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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典塞尔维亚语综合教程1

读者对象：零起点塞尔维亚语学习者

图书特色：

● 主题丰富，视角多元。选材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注重信息

性、时效性和趣味性。

● 循序渐进，操作性强。知识分布和练习设计由易到难，渐次增强，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创新思考。

● 体系完整，点面结合。包括课文、词汇表、课文注解、语法知识、练习、家

庭作业、文化点滴几大板块。

● 活泼新颖，形式多样。全面考虑新时代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审美情趣，版式设

计精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配套音频，灵活获取。增加塞尔维亚语母语人士朗读的音频，学生可以在外

研随身学APP和mlp.fltrp.com网站免费获取。

  格氏规范法语语法

读者对象：法语学习者、法语语法教学和研究者

《格氏规范法语语法》是一本现代语法书的经典之作，适用于所有需要正确

使用法语语言并乐在其中的人！

图书特色：

● 权威经典：传承Le�Bon�Usage体系，是公认的法语语法专家莫里斯·格雷韦

斯倾注毕生精力的研究成果。

● 实用严谨：语法讲解全面、清晰、规范，示例丰富。

● 与时俱进：补充与法语语言最新变化相关的各项规定和法案，反映时新的语

言演变现象。

● 中法对照：规则阐释中法对照，满足使用者的多样查阅需求。

格氏规范法语语法 9787521325249 99.00元

中法对照，比利时著名语法学家格雷韦斯

《简明法语语法》最新修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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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品

新内容：iTEST

● 学校考试增加批量监考功能：可批量重置考试状态、听力、口语、延时等；

● 校内端局域网考试增加智慧考场功能：可以记录作答设备、设置考中拍照、考试码、切出试卷监控等；

● 移动端支持班级训练功能：支持学生在移动端作答挑战、练习2种模式班级训练；

● 移动端支持四六级口语全真模拟：支持学生在移动端全真模拟四六级口语考试。

新功能：Utalk 2.0

对学生：

● 学生端支持智能机评，支持学生口语训练时的智能测评反馈及评分；

● 学生端新增双人互动，支持学生之间真是匹配，由双方共同完成场景沟通。

对教师：

● 支持通用SSO账号登录，老用户无需重复注册，教师输入工号即可认证身份；

●  支持二维码扫一扫加班或通过搜索班级码及姓名加入班级，进行教学。教师可进行班级加、退班等学生

管理，可查看班级基本信息；

● 支持浏览全部课程及训练库资源内容，向班级嫩发布必修课程、训练及实训计划，安排学生开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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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类

重要活动

会议论坛

 西部高等院校外语教育教学联盟第二届年会暨“新时代·新西部·新文科”高等外语教育改革研讨会

为进一步促进各高校成果互鉴，分享改革经验，探讨新时期西部高等外语教育振兴举措，西部高等院

校外语教育教学联盟、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外研社举办西部高等院校外语教育教学联盟第二届年会

暨“新时代·新西部·新文科”高等外语教育改革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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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国内高校外语教学专家、西部地

区外语院校院系负责人，以主旨报告、专题论坛（或报告）等方式，共话新时期外语教育新使命，共创西

部地区外语教育发展新格局。外研社代表以“落实新基建，建设高质量高等外语教学资源”为主题发言。

会议主题：新时代、新文科背景下西部地区高等外语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会议时间：5月30日

会议地点：西安

 铸智慧教学新形态， 促研究生育人新发展——新时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创新论坛   

5月8日，外研社、外研在线举行“新时代研究生外语教育创新论坛”，围绕教材创新、教育改革、

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教学创新与内涵式发展。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第十届国家督学、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原主任王立生教授，复旦大学外国

语言文学学院季佩英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向京教授出席。

论坛上，外研社、外研在线发布了《新探索研究生英语教程》（iExplore English Course）数字教

材。该教材基于布鲁姆·安德森的认知能力模型分类，以英国麦克米伦公司高品质教材Skillful为蓝本，由

国内著名教材编写专家进行改编而成。教材由U校园数字课程和课堂手册构成，创新引领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

https://mp.weixin.qq.com/s/0xwDx6cyjhcxifV-SEwz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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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写作、阅读大赛启动会举办   

5月14日，2021“Uchallenge大学生英

语挑战赛”正式启动，公布今年比赛时间安

排，并选定演讲大赛的定题演讲题目为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以这

颗具有深远影响和伟大意义的“红星”，照

耀中国，照耀人民，激励每一位大学生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而努力学习，奋力前行。

组委会表示，演讲破题课程将邀请演讲

教学专家解析定题演讲赛题Red	Star	Over	China，点拨破题思路；即兴题解析课程将精准把握即兴演

讲重难点，突破备赛瓶颈；三赛通关课程将全程陪伴系统讲解，全面强化能力；写作、阅读真题课程将汇

集往年各赛段真题，实战巩固技能；此外，今年暑期还将举办线下演讲备赛夏令营。

除数字课程外，外研社还全新推出《演讲的艺术》第十三版（中国版），凝聚国际演讲学权威学者

Stephen	E.	Lucas教授近50年教学成果，支持多所高校建设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新版教材涵盖常用

演讲类型与话题，体现丰富中国元素，更新大赛优秀范例，有效指导学生科学备赛。

 技术赋能教育，数智提升质量——高等外语教育数字融合创新论坛举办   

5月21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

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技术

赋能教育，数智提升质量——高等外语教育

数字融合创新论坛”。超过600位教育领域

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学管理者济济一堂，与近

75000位线上参会教师一起，共话新形势下

高等外语教育的融合创新与内涵式发展。

论坛论坛开篇于“技术赋能”，点题于

“融合创新”，深化于“多元发展”，首先

就“把握历史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展开

前瞻发言，并围绕“技术赋能教育，开拓变

革新路径”探讨了新闻科实验室建设管理与教育数字化过程中的挑战、趋势。随后，专家们就院校基于

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语系统打造的新教学模式、智能化促进信息化教学校本实践、《新探索研究生英

语》新型教材服务人才培养、Unipus基于五大数字解决方案构建数据驱动的全景教育目标等探索进行了

分享。

论坛现场发布了iTranslate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与实践平台、iTEST智能测评云平台诊断测评解决

方案、VETS（实用英语交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训平台三大人工智能融入外语教学成果，以及中华思

想文化术语库，并邀请与会教师见证外研在线与上海凌极软件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的签署，开启科技赋能未

来教育的新旅途。

https://mp.weixin.qq.com/s/dd0fqslTng9AsYc42l_tLQ
https://mp.weixin.qq.com/s/6T2dpiTIeI9LQ1Y1Kqfi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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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在线教育企业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5月13日，高校在线开放课程联盟联席会在线教育企业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外研在线

作为第一批核心成员企业受邀参会。会议梳理了联席会2021工作要点，包括推进体系化、高质量在线教

学课程资源建设、探索适应在线教学新阶段的高校教学管理机制改革、通过大规模培训整体提升教师信息

化教学水平、推动在线教育企业工作组开展工作、开展“慕课西部行计划”等，各成员联盟、工作组及工

作组企业成员单位将共同探索推动我国高等在线开放课程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外研在线携Unipus新智慧空间整体解决方案亮相第56届高博会   

5月21—23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56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在青岛举行，外研在线受邀

参会，通过智慧空间展示、宣传视频、电子屏幕、宣传图册等多种形式，直观、详细地向现场观展者展

示了Unipus新智慧空间整体解决方案。方案以智慧云盒为核心，有机结合核心数字资源、专业教学平

台、智能技术硬件与教学增值服务，并在服务全学科教学基础上，进一步为语言类等专业学科提供特色化

服务，依托Unipus智慧教学云平台、iWrite英语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等，以及丰富的数字课程和题库资

源，针对听、说、读、写、译等专项教学与混合式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等，为院校精心打造包括智能写作

中心、外语技能综合实训室、混合式教学实践中心和教师发展智能实验中心等多种学科专业教室，建设外

语学科特色的新型教学空间。

https://mp.weixin.qq.com/s/CCNlUmBDGbdFpyVrRqQw5w
https://mp.weixin.qq.com/s/wrJSy9UtonpSjh0ERrnT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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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培训

 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修班   

为帮助广大高校外语教师深入理解二语习得机制及过程，提升教学理论素养，增强二语习得理论应用

与实践能力，提高课堂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外研社特别举办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研修班。广东外语外

贸大学王初明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金利民教授、陈亚平教授将厘清二语习得研究与外语教学之间的互动

关系，系统讲解二语习得核心理论内涵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全面梳理二语习得研究脉络和主要

课题，助力参班教师拓展理论视野、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设计，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层互动中不断深化

理论认知、汲取教学智慧、提升教学成效。

研修时间：6月5-6日

研修方式：线上研修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系列研修计划   

为进一步推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国家级一流课程示范引领作用，促进经验交流和成果

共享，外研社特别推出外语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系列研修班。外语教学专家学者、国家级一流课程教

学团队、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先行团队和教学名师联袂，解读外语课程思政内涵，分享听说课、写作课、语

言学、学术英语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理念、方法与实践，指导参班教师因课制宜，将立德树人理念有

机融入外语课堂教学各环节，切实推进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

时间 地点 主题 主讲专家

6 月 19-20 日 西南大学 语言类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 文旭、陈新仁、唐瑞梁、魏银霞等

6月 19-20 日 武汉 听说类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 白晓煌、田朝霞、王建洋、万玮敏

11 月 6-7日 广州 写作类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 黄国文、王俊菊、钟书能、杜寅寅

11 月 13-14 日 上海 学术英语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 季佩英、高原、杨玉等

报名方式：点击标题查看语言学类、听说类课程思政与一流课程建设研修班具体日程及报名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训练营   

为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及《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指导意见》，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帮助教师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涵和外延，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教学相融合的能力，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决定举办“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能力提升训练营”。

培训时间：2021年6月19-20日

培训时间：18日报到，21日离会

培训地点：江苏·苏州

https://mp.weixin.qq.com/s/h5OG4uFOVCItylhIa6n10w
https://mp.weixin.qq.com/s/Qj7_VuKro63YzqqN7i6nFg
https://mp.weixin.qq.com/s/v-Z5kfGotchV5hrSJuc4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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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会议详情

 综语研修 | 2021年6月多语种教师研修计划

2021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报名启动

全国复赛报名网址：mlp.fltrp.com/star/

全国复赛报名时间：2021年6月30日之前

大赛一号通知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cl_Ocm7_bfAdKq-21GpbA

2021年新时代朝鲜（韩国）语教学改革与发展论坛

会议时间：2021年7月3日

会议平台：ZOOM

报名链接：请关注“外研社韩语”微信公众号

2021年高等院校多语种教师科研能力提升研修班（语言学、语言教学、翻译学方向）

培训时间：2021年6月18-20日、6月26-27日

报名链接：http://mlp.fltrp.com/cms/study/89

报名咨询：010-88819891，张老师

2021年高等院校德语教师口笔译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

培训时间：2021年6月24日、25日、28日、29日（均为下午）

报名链接：http://mlp.fltrp.com/cms/study/92

报名咨询：010-88819893，于老师

2021年高等院校俄语专业教师笔译教学能力提升研修班

培训时间：2021年6月16日-30日

报名链接：http://mlp.fltrp.com/cms/study/80

报名咨询：010-88819910，焦老师

  虚拟教研 | 外研社西班牙语虚拟教研室系列课—“新经典”西班牙语系列教材《国际经贸教程》教学分享（第

三期） 

直播时间：2021年6月

直播平台：千聊直播间

报名链接：请关注“外研社西班牙语”微信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cl_Ocm7_bfAdKq-21GpbA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9
http://mlp.fltrp.com/cms/study/92
http://mlp.fltrp.com/cms/study/80
http://mlp.fltrp.com/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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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教研 | 俄语虚拟教研室：《俄语报刊阅读》教学设计与经验分享

直播时间：2021年6月

直播平台：千聊直播间

报名链接：请关注“外研社俄语”微信公众号

学生类

 2021上半年国才考试和四川新三级考试圆满收官   

5月15—16日，2021上半年国才考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58个考点举行，来自全国近千所高校

的数万名考生及各行业职场人士奔赴国才考场，接受全面考验，努力成为“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的国家人才，争做有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的熠熠红星、有扎实学识和过硬本领的时代新星！

国才考试是面向世界、立足本土、特色鲜明的国际化人才考试。今年，国才初级、中级、高级完成了

试题优化，本考季启用新版题型，体现了国才考试从顺应发展到引领需求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四川新三级考试于15日同时举行，来自四川省15个城市81所院校的数万名学生参加了考试。

本考季考试成绩将于考试结束后50个工作日公布，考生可在国才考试官网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查询。

 第23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决赛

第23届“外研社·国才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自2021年3月开赛以来，历经校园选拔赛、地区

复赛，现将进入决赛阶段。决赛共有128支队伍参赛，具体安排如下：

 比赛时间

	 第一阶段：2021年6月5—6日

	 第二阶段：2021年6月12—14日

 比赛形式

	 第一阶段：线上	

	 第二阶段：线下（北京）

 比赛内容

	 本次大赛设置八轮循环赛、八场八分之一决赛、四场四分之一决赛、两场半决赛与一场总决赛。

 2021外研社英语辩论赛公开赛

为帮助全国各高校参赛队伍及英辩爱好者获得充分的实战机会，外研社集结国内顶

尖英语辩论资源，将在6月27—28日举办2021外研社英语辩论赛公开赛。活动相关信息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思辨精英平台”。

https://mp.weixin.qq.com/s/MfElS7C5Ny8-yixNJujJ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