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第一负责人：江伟强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8.10.16

最终学历：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3709081662

学 位： 学士

职 务： 翻译系工会主席

所在院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翻译系

E-mail： wqjrise@163.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611844）

研究方向：比较语言学，英美文学，英语写作，商务英语写作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英语写作”，专业基础课，周学时 2，学生总人数：420 人

2、“经贸英语写作”，专业必修课，周学时 2，学生总人数：1050 人

3、“商务英语写作”，专业必修课，周学时 2，学生总人数：192 人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66 篇。

2、负责英语经贸系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实施以及本课程建设的其它

相关工作

近五年获得的教学表彰及奖励：

2011 年 9 月：荣获 2010～2011 年度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优秀教职工

近五年来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和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一、学术研究课题：

1、英语写作：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精品课程建设项目。2010～2013，主持

人，排

名第一。

2、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教师角色研究： 四川省教育厅项目（编号：

06SB1007）， 2008 年底结题，排名第三，已完成。

二、学术论文：

1、从戏剧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理论导刊》 中文核心期刊，独撰，2009 年第

10 期。

2、语境与学生英语语用能力的培养 《川外成都学院校庆十周年学术论文汇编》，

2010 年 9 月，独撰。

3、昆曲与西方歌剧文化内涵之解构 《社科丛论》省级刊物，独撰，2011 年第 5

期。

4、文化内涵的可译性研究 《出国与就业》 国家部级刊物，独撰，2011 年第

11 期。



课程第二负责人：杨志翔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4

最终学历：本科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668113119

学 位： 硕士

职 务： 写作教研组组长

所在院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英语经贸系

E-mail： happymartin007@163.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611844）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化、英语教学法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英语精读（本科），专业基础课，8学时/周，3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220 人。

2、英语写作（本科），专业基础课，2学时/周，4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300 人。

3、经贸英语写作（本、专科）专业基础课，2学时/周，2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240 人。

4、英语语法（本科），专业课，2学时/周，1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70 人。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36 篇。

2、负责我系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实施以及本课程建设的其它相关工

作。

近五年获得的教学表彰及奖励：

2010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英语经贸系“2009-2010 学年教学竞赛” 第一

名。

2013 年 9 月 荣获 2012～2013 年度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优秀教职工

2⑴-3

近五年参与的教学研究课题：

1、 2009 年参与英语经贸系英语写作精品课程研究。

2、2009 年参与学院中西文化差异课题研究（在研）。

近五年发表的论文：

1、浅谈元认知与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教育前沿，独立作者，2009 年 3

月。

2、口译“简译”法及其应用实例分析，教育前沿，独立作者，2009 年 7 月。

3、英汉委婉语的文化异同对比分析，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独立作者，

2010 年 8 月。



课题组主要成员（1）江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6

最终学历：本科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558887996

学 位： 文学学士

职 务： 系主任助理

所在院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翻译系

E-mail： Hellojeff@163.com

通信地址: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翻译系（611844）

研究方向: 翻译、英语修辞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 英语写作（本科），专业基础课，每周 2 学时，5 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1200

人。

2. 英语精读（本科），专业基础课，每周 6学时，1届学生，学生总数 30 人。

3. 汉译英（本科），专业课，每周 2学时，1届学生，学生总数 30 人。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32 篇。

2、负责翻译系《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实施以及本课程建设的其它

相关工作。

近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英语句式的对称美初探》，《经营管理者》，独立作者，2010 年 9 月。

《浅谈英语教学中的幽默》，《青春岁月》，独立作者，2010 年 9 月。

课题组主要成员（2）曾红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9

最终学历：本科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880010136

学 位： 英语教育学士

职 务： 大学二年级听力组组长

所在院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英语经贸系 E-mail 471865505@qq.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英语经贸系（611731）

研究方向：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 大一听力（本科），专业必修课，每周 4学时，1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400 人。

2. 大二听力（本科），专业必修课，每周 4学时，1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600 人



3.大四外台听力（本科），专业必修课，每周 2学时，2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400

人

4.英语写作(本科)，专业必修课，每周 2学时，5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1000 人。

5.商务英语阅读(本科), 专业必修课，每周 2学时，1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300

人。

6英语论文写作（本科），专业必修课，每周 2学时，3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900

人。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 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36 篇。

2. 负责我系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实施以及本课程建设的其它相关工

作。

近五年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2007 年参与外研社举办的教学法研讨会

近五年发表的教学论文：

初探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的英语习语教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增刊,2010 年 5 月,81-83

近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汉语 “吃”和英语 “eat”的异同: 西华大学, ,哲学社会科学版增刊, 2010 年

6 月,121-122.

课题组主要成员（3） 谭瑶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0.11

最终学历：研究生

职 称： 副教授

电 话： 13880951212

学 位： 文学硕士

所在院系：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翻译系

E-mail： 41333590@qq.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翻译系（611844）

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英语写作（本科），专业基础课，每周 2学时，5 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1000

人。

2、英语论文写作（本科），专业课，每周 2 学时，1 届学生，学生总数约 120

人。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 32 篇。

2、负责我系英语写作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实施以及本课程建设的其它相关工

作。

近五年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2009 年独立申报了学院科研立项，题目为形成性评估在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

的运用，已结题并发表相关论文。

2、2011 年独立申报了学院科研立项，题目为商务英语写作写译结合的教学模式

初探，已结题，相关论文即将发表。

3、2012 年独立申报了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题目为文学地理时空信息系统在

四川当代作家作品中的应用：以阿来的作品为例，项目已批注立项，目前正在按

计划实施中。

近五年发表的教学论文：

1、高校英语写作教学形成性评价的方法初探，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十周年校

庆论文集，独立作者，2010 年。

2、浅析预制语块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的运用，《英语广场》（学术研究），独

立作者，2012 年。

3、二语习得词块理论在英语专业八级写作中的运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哲

社版），2013 年。

近五年发表的学术论文：

1、浅析化妆品品牌名翻译的关联性策略，西华大学学报（增刊），独立作者，

2009 年 5 月。

2、从边缘文化看《尘埃落定》的艺术表现，重庆三峡学院学报（增刊），独立

作者，2010 年 5 月。

3、从边缘文化看福克纳影响下的《尘埃落定》，《外国语文》（应用外语研究专

刊），独立作者，2013 年。

课题组主要成员（4） 唐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9

最终学历：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5884416580

学 位： 硕士

所在院系：英语经济贸易系

E-mail： 1115094508@qq.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611844）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大四英语笔译，周课时 2课时，05 届-10 届每届都超 200 人



毕业论文写作指导，每年都指导 10 人以上人次。

课题组主要成员（5） 雷素霞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 年 12 月

最终学历：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980582142

学 位： 文学硕士

所在院系：英语经贸系 E-mail 216512192@qq.com

通信地址：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611844）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英语精读，专业课，6学时/周，6届，学生共计 360 多名;；

英语写作，专业课，2学时/周，1届，学生共计两百多名。

近五年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论文指导，指导学生共计 20 多名。

近五年参与的教学研究课题：

英语写作精品课

近五年发表的教学论文：

“从修辞同构的角度看汉语习语翻译——红楼梦习语英译个案研究，”《华西语文

学刊》，2010/11， 独立完成；

“从句法同构的角度看习语翻译，”《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10，独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