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幕式及主旨报告
4月16日

08:30-12:00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8:30-9:00

开 幕 式

王文斌 
教授

多功能
厅

（16 区

3 层）

一、北京外国语大学彭龙校长致辞

二、上海外国语大学曹德明校长致辞

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仲伟合校长致辞

主旨报告

9:00-9:45
一、《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解读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守仁  教授

9:45-10:30
二、《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读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孙有中  教授

10:30-10:50 休 	 	 息

10:50-11:35

三、How Should Language Proficiency Be Conceptualized for 
Assessment Purposes? Standards for English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Professor Alister Cumming, University of Toronto; 
Changjiang Scholar,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11:35-12:00
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	”

ETIC（English Tes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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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4月17日

08:30-12:00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			点

专题报告

孙有中 

教授 多功能

厅
（16 区

3 层）

8:30-9:10
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秋芳 教授

9:10-9:50
移动学习与“互联网 +”课堂

——中山大学    王竹立 教授

9:50-10:10 休 	 	 息

10:10-10:50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三十年之回顾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主任    金   艳 教授

10:50-11:30
新形势下外语教师专业素质培养与发展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石   坚  教授

11:30-11:40 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评选启动仪式 徐建中 

总编辑11:40-12:00 大会总结与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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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
4月16日

14:00-18:00

时			间 内			容 地			点

14:00-18:00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一：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模式创新 会议室 102

专题论坛二：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探索 会议室 106

专题论坛三：英语类专业建设与课程实践 会议室 112

专题论坛四：“专业 +外语”与特色化大学外语教学 会议室 87

专题论坛五：外语国标与课程改革及教学资源开发 会议室 88

专题论坛六：“一带一路”倡仪与多语言教学发展机遇 会议室 90

17



1918

专题论坛一
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模式创新

地点：会议室102

环			节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课程体系

14:00-14:20
多元化多层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设置与实践	

——复旦大学    季佩英 教授

贾国栋 
教授

14:20-14:40
基于“一校多纲”的大学英语多元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南京林业大学    肖   飞 教授

14:40-15:00
理工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思考

——太原理工大学    刘   兵 教授

15:00-15:20 	交流与讨论

15:20-15:40 		休											息

能力培养

15:40-16:00
中国外语能力测评体系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建达 教授

赵			雯 

教授

16:00-16:20
大学英语课程的国际化：理念、方法与实践

——吉林大学    战   菊 教授

16:20-16:40
遵循外语学习有效路径，打造科学高效的大学英语教学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      陈向京 教授

16:40-17:00 交流与讨论

教学模式

17:00-17:20
“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大学外语教学

——扬州大学    秦   旭 教授

章汝雯 
教授

17:20-17:40
慕课模式下的大学英语词汇拓展课程建设与运行

——青岛大学    李秀清 教授

17:40-18:00
基于Unipus 平台的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探索与实践

——石河子大学    陈荣泉 教授

18:00-18:20 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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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二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探索

地点：会议室106

环			节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课程建设

14:00-14:20
“分类指导”与“个性化教学”视角下的应用型本科大学

英语教学		

——南京大学    王海啸 教授

余渭深 
教授

14:20-14:40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

——燕京理工学院    陈仲利 教授

14:40-15:00
基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改革

——黑龙江工程学院    马冬虹 教授

15:00-15:20 交流与讨论

15:20-15:40 休 	 	 	 	 息

教师发展

15:40-16:00
构建专业学习型团队与教师教育与发展

——德州学院    钟   玲 教授

李霄翔 
教授16:00-16:20

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建设——机遇、挑战与

路径创新  

——湖北经济学院    何明霞 教授

16:20-16:40 交流与讨论

教学模式

16:40-17:00
基于网络平台的大学英语 3+2 教学实践

——浙江传媒学院    施建华 副教授

张			森 

教授17:00-17:20
满足不同专业多元化需求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

——北京服装学院    张慧琴 教授

17:20-17:40 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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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三
英语类专业建设与课程实践

地点：会议室112

环			节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专业建设

14:00-14:40
《英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下的英语类专业改革与

发展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委员    仲伟合 教授

冯光武 
教授

14:40-15:10
《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下的商务英语专业内

涵与质量建设

——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组长    王立非 教授

15:10-15:40
全人教育与能力培养——《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解读

——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秘书长    平   洪 教授

15:40-15:50 休 	 	 	 	 息

人才培养

15:50-16:10
规范与绩效——构建中国特色的外语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新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    彭青龙 教授

张绍杰 
教授

16:10-16:30
交际、思辨和跨文化能力融合发展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改革

——北京外国语大学    金利民 教授

16:30-16:50
英语专业教育的跨越式转型发展：专业意识与改革途径

——上海外国语大学    查明建 教授

课程体系

16:50-17:10
立足本体，凸显特色；丰盈内涵，分类发展——西南交通大学英语

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师发展引导

——西南交通大学    李成坚 教授

王俊菊 
教授

17:10-17:30
“语言 +跨文化沟通 +商务实践”三通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与实践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艳艳 教授

17:30-17:50
理念·课程·师资——国内高校本科翻译专业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与对策

——复旦大学    陶友兰 教授

17:50-18:00
总结与点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仲伟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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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四
“专业+外语”与特色化大学外语教学

地点：会议室87

环			节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课程体系

14:00-14:30
中学多语课程与大学外语教育面向未来的互动协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    钱敏汝 教授

鲁长江 
教授

14:30-15:00
日语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实践

——北京大学    赵华敏 教授

15:00-15:30
“专业 +外语”与专用语教学

——同济大学    朱建华 教授

15:30-15:40 提问与讨论

15:40-16:00 休 	 	 	 	 息

教学模式

16:00-16:30
“一带一路”	战略与大学俄语教学：是机遇 ,	更是挑战

——清华大学    何红梅 教授

刘			颖 

教授

16:30-17:00
大学法语教学：从新理念到新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   敏 副教授

17:00-17:20 提问与讨论

17:20-17:30
发言总结

——西南交通大学    鲁长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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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五
外语国标与课程改革及教学资源开发

地点：会议室88

环			节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专题发言

14:00-14:20
立足国标	突出特色

积极构建“多语种 +”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    曹德明 教授

周			烈 

教授

刘越莲 
教授

14:20-14:40
“核心课程 +”的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以日

语专业教学建设为例

——天津外国语大学    修   刚 教授

14:40-15:00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及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    贾文键 教授

15:00-15:20
新“标准”下外语专业创新人才的培养

——大连外国语大学    刘   宏 教授

15:20-15:40 提问与讨论

15:40-16:00 休 	 	 	 	 息

专题发言

16:00-16:20
中国西语教学发展新高潮时期的挑战与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    陆经生 教授

周			烈 

教授

刘越莲 
教授

16:20-16:40
复语型（俄语 +非通用语）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    黄   玫 教授

16:40-17:00
朝语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现状分析及其改革措施

——南京大学    尹海燕 教授

17:00-17:20 提问与讨论

17:20-17:30
发言总结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周   烈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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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论坛六
“一带一路”倡议与多语言教学发展机遇

地点：会议室90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14:00-14:30
俄语作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组织要素的整合功能

—— 大连外国语大学    孙玉华 教授

刘曙雄 
教授

14:30-15:00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阿拉伯语教育

—— 北京外国语大学    薛庆国 教授

15:00-15:30
“一带一路”倡议与北京大学国际人文交流人才的培养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宁   琦 教授

15:30-15:40 提问与讨论

15:40-16:00 休 	 	 	 	 息

16:00-16:30
提升欧洲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思路、新举措

—— 北京外国语大学    赵   刚 教授

钟智翔 
教授

16:30-17:00
“多语种 +”	引领下的上外非通用语专业建设

—— 上海外国语大学    程   彤 教授

17:00-17:30
“一带一路”机遇下区域国别研究与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王   旭 副教授

17:30-17:40 提问与讨论

17:40-17:50
总结发言

——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刘曙雄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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