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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院级课程建设

结题申报表

（本科）

课 程 名 称 英语精读

课程类型 □ 理论课（不含实践）□理论课（含实践）□实验(践)课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外国语言文学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英语

课 程 负 责 人 谭 俊

申 报 日 期 2014 年 12 月

教务处 制

二○一四 年 十二月



2

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 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现

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请在说明

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名主讲教师的详

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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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谭俊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8 年 7 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982160379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专业课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putao0716@sohu.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 英语教学法

1-2

教学

情况

有4年英语精读教学经验，工作严谨，责任心强，专业知识过硬，有一定

的教学经验，在英语精读教学中，既重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对

学生背景文化知识的扩展，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培养。对英

语精读课型特点把握到位，对学生的语篇能力和跨文化语境能力的培养重

视。教师担任过写作课程教学，能做到很好的将语言知识融会贯通地传授给

学生，读写结合，帮助学生提高综合使用语言的能力。

1-3

学术

研究

近三年发表的论文：
1.《Exploration into the problem in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2011.9

《成功教育》

2.《润物无声——英语课堂中的德育渗透》2011.10《教育界》

3.《焦虑现象对外语学习的影响及启发》2011.12《新西部》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课程负责人：主持本门课程的主讲教师



4

2、主讲教师情况(1)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马 瑶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5-9-12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880632722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16516862@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2⑴-2

教学

情况

从 2009 年到校兼职，到 2010 年转为正式员工至今，先后承担英语精读，

英语泛读，英语口语，英语语音等课程教学工作以及大四年级论文指导工作。

并长期从事大一年级英语精读的教学。曾担任大一年级组精读教学组长和年

级备课组长职务。曾在学院新教师授课大赛中获得精读组第三名。此外，在

每一年的评教工作中，获得领导，同事，学生较好的评价，排名靠前。所授

课班级，都能在各种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

2⑴-3

学术

研究

1.《浅谈任务型教学在大学英语精读课中的应用》刊登于《成功教育》2012

年第 6期

2.《浅谈互动模式在大学精读课词汇教学中的应用》刊登于《剑南文学》2012

年 6 月下月刊

3.《浅谈“依附理论”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刊登于《社会科学研究》2012

年上半年增刊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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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2）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周远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2.1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980816642

学 位 硕士 职 务 - 传 真 -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465717696@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翻译、英美文学

2⑴-2

教学

情况

从事英语教学与研究 4年，主要担任精读、听力、泛读的教学工作，在

教学工作中不断摸索，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责任心强，

对学生严格要求，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2⑴-3

学术

研究

1."探析爱伦·坡的《丽姬娅》中的意识流艺术"，2010 年 5 月《四川教育学

院学报》

2. “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大一新生听力问题及听力策略的调查研究及启示”，

2012 年 5 月《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增刊

3. “你们干吗要说他疯了呢--《泄密的心》中杀人者动机新探”，2012 年

5 月《安徽文学》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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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3)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冯莉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6.06.19

最终学历 本科 职 称 助教 电 话 13880634015

学 位 硕士在读 职 务 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12088962@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教育学

2⑴-2

教学

情况

有 4年英语精读教学经验，在英语精读教学中，既重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

培养，也重视对学生背景文化知识的扩展，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

惯的培养。对英语精读课型特点把握到位，教师还担任过口语 ，语音课程教

学，能做到很好的将语言知识融会贯通地传授给学生，帮助学生提高综合使

用语言的能力。

2⑴-3

学术

研究

研究大学英语专业精读课中教学法的运用，发表论文《导生制在英语精读课

中的运用》，探索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途径。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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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4）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刘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09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54804217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396205001@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

2⑴-2

教学

情况

2010 年 10 月至今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担任翻译系英语精读课程教学

工作。

2011 年 9 月至今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担任翻译系英语语法课程教学工

作。

2014 年 9 月至今于四川外国语学院成都学院担任英语双学位综合英语课程教

学工作。

2⑴-3

学术

研究

“投入量假设在课堂任务中词汇附带习得效果研究”，2012 年 10 月，《海外

英语》。

“试析英语精读讨论型课堂的构建”，2013 年 5 月，《北方文学》。

“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调查”，2013 年 8 月，《北方文学》。

“移情教学法对大学英语精读课堂沉默现象的启示”，2013 年，《四川外语

学院成都学院论文集》。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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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5)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卢开砚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3.20

最终学历 硕士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510835389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907661255@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二语习得，跨文化研究

2⑴-2

教学

情况

担任英语精读、英语口语、二外英语的教学，不断总结教学经验教训，取的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⑴-3

学术

研究

“浅析外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原则” 2012 年 9 月 《时代教育》

“大学外语教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原则的研究”

2012 年 12 月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增刊）》

大学外语教师文化身份和跨文化知识水平研究（省级课题）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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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6)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卢璐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 年 1 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助教 电 话 1354115322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教师 传 真 无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46141974@qq.com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词汇学

2⑴-2

教学

情况

2012 年 2 月至今 任教于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详情如下：

2012 年 2 月 – 2014 年 6 月 主要担任大二年级英语精读课教学

2014 年 9 月 – 2015 年 1 月 担任大四年级商务英语以及大一年级语音

课教学 教学过程中，严格遵守教学五认真，即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

真批改作业，认真考核和认真辅导。培养学生以阅读理解、语法知识与写作

能力为主的综合英语技能。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语篇赏析能力、逻辑思维

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实际教学效果良好。

2⑴-3

学术

研究

以任务为导向，以输出为驱动的教学模式探讨，正在论文撰写中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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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讲教师情况（7）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伍欣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6 年 3 月

最终学历 本科 职 称 助教 电 话 13880413913

学 位 学士 职 务 专业课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通信地址（邮编）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大观镇高尔夫大道 367 号

研究方向

2⑴-2

教学

情况

从事英语教学与 4年，主要承担精读，语音课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形成

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教学方法。教学责任心强，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在

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2⑴-3

学术

研究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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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队伍情况

3-1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谭俊 女 1978.7 讲师
英语语言学

教学法
大二英语精读

卢开

砚
女 1981.3 讲师

外国语言学

与应用语言

学

大二英语精读

周远 女 1982.1 讲师

英语语言文

学及英美文

学

大一英语精读

刘义 男 1985.9 讲师
课程与教学

论
大二英语精读

冯莉 女 1986.6 助教 英语 大二英语精读

马瑶 女 1985.9 讲师 英语 大一英语精读

卢露 女 1988.1 助教

应用语言学

与英语语言

教学

大二英语精读

伍欣 女 1986.3 助教
英语外事管

理
大一英语精读

3-2 教学队

伍整体结构

目前我系英语精读教学队伍包括 5名讲师，3名助教（正在申报讲师）。职

称结构不理想。英语精读授课经验都在 3年以上。

3-3

教学改

革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 现课题组已经有较成熟的英语精读教学思想，制定出适合本系实际情况的课

程教学大纲。

2. 形成较为科学的并适合我系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3. 已讨论出展现我系特色的英语精读课发展方向。

4. 在精读课中渗透翻译和写作的思想，帮助学生融会贯通，形成综合使用语言

的能力。

5. 建设起一套配套的精读单元练习题库、专业四级备考题库。

6．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和资源，将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融入教学中。

3-4

青年教

师培养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1. 重视师资队伍的可持续性建设。我们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在保证教学团队

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摸索出一套“以老带新，用心创新”的可持续性师资队

伍培养体系。培养教师往更高层次发展，如挑战新课型，晋升职称和学历；

吸纳新教师，充实精读教师队伍。目前形成一支师德师风良好，教学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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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教学经验丰富的英语教师教师团队。

2. 多样教研活动。通过请外校专家来我系讲学，开座谈会，开研讨会，听课

指导等方式，提高教师学术和教学水平。同时，系部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

教师走出校园，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师资培训，研修班等学习，开拓教师视

野，了解学科前沿动态。

3. 以教学引科研，以科研促教学。我们鼓励教师在教学中搞科研，以科研促

教学，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鼓励青年教师多参加校内外各类学术会议和研

修培训，开拓视野。近三年本组成员先后参加校内讲座培训 20 余场，校外研

修培训 3人次，参加学术会议 2人次，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学缘结构：即学缘构成，这里指本教学队伍中，从不同学校或科研单位取得相同（或相近）学历

（或学位）的人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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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描述

4-1 本课程校内发展的主要历史沿革

“英语精读”课程是英语专业低年级（一二年级）的专业必修课程，其主

要目的在于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章讲解分析，传授系统的基础语言知识(语

音、语法、词汇、篇章结构、语言功能/意念等)，综合训练基本语言技能（听

说读写译），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各种文体的表达式

和特点，扩大词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笔头表达能力，

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综合能力，同时指导学习方法，培养逻辑

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并使学生的文化素养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我系“英语精读”课程的历史发展沿革与川外成都学院的发展基本同步。

伴随着首批本科生的招生，英语精读课程正式设立。设立之初的教学思想和教

材使用基本上都沿用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精读课的整体教学安排。从建校到现在，

我系从英语翻译系改为翻译系，目前英语精读课程的开设已超过 10 年。随着翻

译专业建设，系部对精读课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2 年 5 月，我系申报了院级英语精读重点课程，并获批建设。2012 年我

系开办翻译专业，更名为翻译系，翻译专业的建设需要，对英语精读的教学目

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系及时调整了英语精读课的建设方案，将英语精

读课与翻译课程目标接轨，将翻译理论及理念应用到精读课堂上来，力争让学

生提高语言质量，将所学的语言知识运用到翻译中去，最终提高综合运用语言

的能力。

目前，本课程组已有一套较成熟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大纲，现阶段的工作主

要是根据新版教材的改动，对课文选择和习题处理进一步完善。把英语精读课

与相关课程尤其是翻译课程最优化的相结合，充分体现翻译系的特色。

目前，课程建设组已经拥有一支团结协作、锐意进取、严谨治学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在保证基本建设队伍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本课程组老师

正在继往开来，攀高创新，为更有效教学，培养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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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理论课或理论课（含实践）教学内容

4-2-1 结合本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生源情况，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

目标中的定位与课程目标

结合本院办学宗旨，本系翻译专业建设的需要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英语精

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有较高的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

包括语篇分析能力、文体分析能力、文学鉴赏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准确掌握

课文内容，学会分析课文的写作技巧，并能将其应用于写作。

4-2-2 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一、教材：《现代大学英语》（1-4 册）(第二版)（杨利民编），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

二、知识模块及对应学时：

大一精读（1-2 册）：

文化类（3篇）（30 学时）

Message of the land (Narration) The green banana (Narration)

Confessions of a Miseducated man (Narration)

演讲类 （1篇）（10 学时）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Narration)

语言学类 （2篇）（20 学时）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Exposition)

The greatest invention (Narration)

小说类（7篇）（70 学时）

Half a day (Narration) The boy and the bank officer (Narration)

Maheegun my brother (Narration)

Say yes (Exposition) Quick fix to society (Narration)

Wisdom of bear wood (Exposition)Button button (Exposition)

新闻特写类 （1篇）（10 学时）

The man in the water (Exposition)

传记类（1篇）（10 学时）

Mandela’s garden (Narration)

大二精读 （3-4 册）

文化类（1篇）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Description) （10 学时）

杂文类 （5篇）（50 学时）

Your College Years (Argumentation)Thinking as a Hobby (Argumentation)

Groundless Beliefs(Argumentation)The Damned Human Race (Argumentation)

The Needs That Drive Us All (Argumentation)

小说类（3篇）（30 学时）

A Dill Pickle (Narration)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Narration)

Spring Sowing (Narration)

传记类（3篇）（30 学时）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Narration)Diogenes and Alexander

(Description) Soldier’s Heart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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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英语精读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在进一步夯实学生专业基础、优化学生知

识结构，提高学生英语综合技能的同时，兼顾对其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就业能力以及个性、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进行训练和培养。

精读教学在宏观上应着重对文章语言的连贯性、主题的明确性、句子之间的相

关性、段落问的逻辑性及文章的整体性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评价，微观上则应注重

于语法、句法，用词、修辞等各个方面。因此，可以采取自主学习和教师指导相

结合的方法，教师的指导主要表现为根据文本材料设置由易到难的问题，学生的

自主学习表现为在教师指导下从课文中获取需要的信息，整理和分析信息，从而

理解课文。

4-2-4 实践教学活动的设计思想与效果（不含实践教学内容的课程不填）

1. 课堂实践活动：英语精读课的讲授比例为 6:4，课堂教师讲的部分占多数，

但我们很注重学生的语言实践和思辨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课题上我们根据课文主

题和内容，安排相应的课堂讨论，课堂小辩论，presentation 等活动，启发学

生思维，学会用英文思考和表达。

2. 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课外阅读班会，单词王大赛，阅读王大赛，

口语演讲，营造学以致用的氛围，并建设起相应的试题库。通过一系列活动，提

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3. 鼓励学生参加校外比赛:鼓励学生参加校外的各类语言类比赛，开拓视野，锻

炼了语言综合能力。

4. 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实践，尤其是语言服务实践。系部为学生参加各类语言服

务实践。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学生锻炼了沟通能力，学习了社会知识，综合运用

语言能力提高，使教学活动与社会接轨。



16

4-3 实验（践）课教学内容

4-3-1 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课程设计思想：

精读课程设计把握一个原则： 精讲精练，讲练结合， 课堂活动设计要调动学生主观能

动性并有效进行输出练习。

下面就精读课程各环节的教学设计做如下说明：预习对于精读课程学习十分重要，在课

堂前几分钟，设置问题来检测学生对于文章大意和语篇结构的熟悉程度。对于作者和背景知

识，我们有时让学生分组搜集材料，形成课件，并且推选代表在课上讲解的方式来教学，这

样既训练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也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课前会先审阅学生的课件，提出适当

的修改意见和建议，避免学生的课件内容出现文字过多，重难点不详等问题。课文讲解是精

读课的重中之重，讲解内容涵盖面之广，包括：学习及复习词汇、词组和句型，并通过句子

翻译等形式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实际运用能力；重点或难点句子的结构分析和翻译；

通过分析作者的写作手法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结合课文内容加强学生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

解；分析作者选词造句，营造氛围等的方法，使学生能进一步欣赏文章之美。课文讲解在学

生预习提问的基础上设置教学环节，启发式教学，互动性教学可以使内容细且杂的精读课生

动起来；在课后练习的处理部分，由于练习内容多，要求我们必须要有重点地进行练习的讲

解。对于学生能够通过查阅单词表，文章内容和字典就能完成的练习，我们只粗略带过。重

点放在翻译和语法练习上。

通过这样的课程设计，既训练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和文化素养。

课程目标：

英语精读是一门训练学生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知识与写作能力的

课程。在 2000 年版的《高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英语精读被归为英语

专业技能课程。课程通过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包括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语言、文学、教育、哲学等方面的名家作品，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

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培养学生对名篇的分析和欣赏能力、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

的能力，巩固和提高学生英语语言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

实践课程效果：

通过课内外的实践，为学生充分创造足够的机会进行语言综合运用练习，两

年的英语精读教学足以让学生学会有效的自主学习课文和对各种名篇名章的欣

赏和分析。通过学习基本语言知识，了解语法句法，篇章结构分析，且品味文章

思想美，修辞美，逻辑美，结构美，提高学生知识文化素养。每一篇精读课文就

是一个示范。效果良好。

4-3-2 课程内容（详细列出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课内实践项目：包括课堂讨论，班内辩论，班内演讲，课堂小作文等，（共 12

学时）

课外实践项目：读书会，单词王大赛，口语演讲等。（共 1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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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本课程以 30 人左右小班教学，每周 4学时。

课内实践以学生为中心，学生是主体，教师为主导，指导学生进行实践。

课外实践以学生自主学习与在系部和学院统一组织相结合。

4-3-4 考核内容与方法

考核内容：学生综合使用语言的能力，思辨能力。

考核方法：形成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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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配套实

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教材使用与建设：

在教材的使用上，除了大纲指定的由杨立民 主编的《现代大学英语》（一到四册）

以外，我们主要的参考书为：

1. 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

2.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修订小组《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 2004 年新版》，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

3. 薄冰 《英语精读语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年。

4. 陈汉生 《新编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5. 邹申 《全新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除此，每课我们都根据课文的具体内容制作了课件，主要以介绍课文的背景知识，

包括作者的生平简介，其他作品的介绍、课文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写作技巧，这

样有助学生深入了解课文，不仅在语言上达到沟通，争取在思想上与作品产生共鸣，

从而在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时，才可做到语畅，意达。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1.目前教师上课用的课件，与课程相关的资料等，采用上传到学生 QQ 群或者由

班长拷下去与同学分享的方式，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进行课程的

复习巩固或者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2.每课配有相关的练习题和测试题，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可对学习效果进行

测试。

3.每课配有与之题材和体裁相似的拓展阅读材料。

4.专四备考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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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教学方法与手段（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

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教学

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英语精读”教学在教学思路和方法上，将合作式、交际型、任务型等现代教学

理念应用于教学实践，一方面避免教法单一，另一方面践行“学生本位”思想，为学

生提供自主学习、释放其创造力的平台；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育技

术，网络信息，来提高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具体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英语精读”教学遵循认知构建原则，围绕教材编写的原则，

注重从“阅读”-“巩固”-“升华”这一过程，即通过主动激活原有知识结构解读文

本；通过相关练习、课外延伸阅读、输出练习，巩固和扩大知识结构；通过指导下研

究和独立研究扩大视野、升华语言的输入和输出、建构更高一级、复杂的知识结构。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具体操作如下：

1. 课前预习：课前的预习工作是本课程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包括学生对

旧知识的复习和利用已学的知识对新学课文的理解，以及自主查阅背景知识

等内容。教师通过提前设计有助于预习的相关问题，帮助学生有效预习课文，

且能够对授课内容进行有益地补充。

2. 课堂任务型，探索型教学：以目前学术届广为接受的学生中心法

（student-centered）为基础，考虑到本门课程的特点，结合传统的教师讲

授法，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探索和研究。从最初的课文结构，句子语法

点，到后来的字词句的欣赏，思想，修辞，结构，逻辑方面的欣赏。

3. 独立思考、创新能力培养：在对语言技能培养的同时上，鼓励学生在模仿教

师教授的学习步骤和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学习，摸索出适合学生自己的学

习思路和方法，保护学生的个体差异。具体操作是教师布置课后的阅读和讨

论话题，课堂讨论，学生做课件，学生课前五分钟演讲等形式进行检测。通

过讨论，辩论活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能力。

4. 课后练习及单元测试：通过学生实际情况及课堂需求重新整合课后练习且补

充部分信息。有一套针对本单元内容单元测试题，探索建立较为科学而完善

的学习效果评估体系。

上课规模：目前以 32 人左右小班教学。

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目前运用的主要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是用 PPT，视频，利用图，文，声，像的多媒

体手段是教学内容更有感染力。

课题组下一步的目标是在教材建设的同时，进行新的课件的制作，利用我院现有的

现代教育资源，争取利用教室局域网络，使课堂教学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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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学效果（含校外专家评价、校内教学督导组评价及有关声誉的说明；校内学生评

教指标和校内管理部门提供的近三年的学生评价结果）

校内教学委员会的督导组成员听课时对本课程组成员的给与了高度的肯定。在学

生对本课程的教学评价中，对教学内容安排、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以及教师的教学方

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本课程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学生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以

及自己努力也形成了一套分析解读课文的方法，总结课文主题思想，用创作性思维方

式来思考相关课文的一些信息。

4-7 课堂录像（课程教学录像资料要点）

主讲教师 授课内容

谭俊 第 3册：unit12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课文分析讲解

刘义 第 4册：unit9 the Damned Human Race 背景与课文结合

卢开砚 第 4册：unit4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背景与课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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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评价

5-1 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限 200 字以内，不超过三项）

1．强调基本功训练。该课程是一门训练学生综合英语技能尤其是阅读理解、语法与写

作能力的课程，在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的评判性阅读和鉴赏性阅读能力，同时兼顾对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精读课教学中，我们坚持基本功训练。我们在保持传统特色的

前提下，尽量增加课程的趣味性。课题组成员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任务型教学”

的模式展开教学。该模式是以“任务”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在

完成相应任务时，可通过“信息沟”等方式，使学生的语言训练得到全面训练；通过

阅读和分析内容广泛的材料，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对文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

逻辑思维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巩固和提高学生英语语言技能。

2.本课程配有大量相关练习及课外阅读材料，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在质量上再上一个新

台阶。

3.精读课适当补充穿插翻译理论知识。我们将翻译的理论与意识以及英汉对比知识融

入精读课中，体现翻译专业特色同时也提高学生翻译水平。

5-2 本课程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与国内国家级英语精读精品课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5-3 本课程目前存在的不足

1.教师队伍要一如既往地进行可持续建设，尤其要注重老教师的进一步发展，不能

永远停留在精读课教学上，同时也要注重后备教师的挑选和培养。

2.英语精读课教材改版，在课文的选择上，配套练习的建设上，以及具体的教学要

求上，都要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做出相应的改动。

3. 课堂教学只是英语精读学习的一小部分，由于学时的限制，我们只能选取众多

经典课文的一小部分在课堂上讲授，英语精读课本还有相当数量的经典课文需要学生

下去自学，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觉性的限制，不能满足精读课本上的目标。

4. 学生课外学习成果收集还不全，还需加以整理。并在以后的教学中，要坚持不

懈的收集整理。持续了解学生的课外学习情况。

5.精读课主要授课成员不是很稳定 。

6．课程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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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本课程的建设目标、步骤及五年内课程资源上网时间表

1.建设目标

在教学和课程研究方面，在今后 3年内，每年发表教学论文 1-2 篇，针对教学中

的问题展开讨论；把现有的课本课件再进行补充和完善，特别是练习方面，针对专二，

专四考试，增加一些实用练习；修改完善现有的配套题库；定期开展教学和教研活动，

制度化；多增加一些与课本紧密结合的一些音像资料。

2、具体步骤

2015 年—2016 年 学习一些英语教学法的理论书籍和最新的教学教法动态，研讨、修

改、完善英语精读教学大纲及教学规范。

2016 年---2017 年 修改英语精读的阅读教程和教师用书；再次补充和修改原有的教

材课件，以及不够理想的课后练习。

2016 年—2018 年 建立试卷库；完善教材的系列课件、试卷库、辅助阅读材料、详

细教案上网。

6-1-2 三年内全程授课录像上网时间表

2015-2017 年，完成英语精读全程授课录像

2016-2018 年，对录像进行梳理和完善，准备上网

6-2 本课程已经上网资源

网上资源名称列表及网址链接

已完成部分上网资料的整理课，还未上网

课程试卷及参考答案链接（仅供专家评审期间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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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意见

系部意见：

该重点课程建设在教学资料、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师资队伍建设

等方面都取得了预期成效，完成了计划建设内容。拟同意结题。报上级

审批。

签字（盖章）：

日期：

教学指导委员会意见：

签字（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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