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课程负责人情况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刘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5．9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54804217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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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课程与教学论

1-2

教学

情况

有4年英语语法教学经验，工作严谨，责任心强，专业知识过硬，教学经验丰富，在英

语语法教学中，既重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对学生与其他课程的结合发展，

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培养。对英语语法课型特点把握到位，对学生的语

法理解和操控以及应用于翻译的培养重视。教师也担任相关精读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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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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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英语，2012年10月。

《试析英语精读讨论型课堂的构建》，北方文学，2013年5月。

《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策略调查》，北方文学，2013年8月。

《移情教学法对大学英语精读课堂沉默现象的启示》，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教学科

研论文集（第三辑），2014年7月。

《浅谈英语专业向翻译专业转型中的英语语法教学》，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

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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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讲教师情况（1）

2⑴-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李夏彬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7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818067207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315991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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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⑴-2

教学

情况

有着多年英语语法教学经验，对语法教学逐渐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在教学过程

中一直本着“通过理解学语法”的教学理念进行语法教学，讲课中间穿插大量各种形

式的练习，包括翻译、填空、选择及口语练习等等。语法与翻译关系紧密，所以在教

学中我一直坚持加入翻译训练。此外，课堂教学添加“专四真题训练”部分，让学生

直观地感受专业四级考试的难度。

2⑴-3

学术

研究

1. 《中国诗歌英译研究》 2006 年在《外国语言与文化》发表

2.《翻译家董乐山研究》 2010年在《文学教育》发表

3. 《A Red, Red Rose 汉译对比赏析》 2010年在《文学与艺术》发表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主讲教师情况（2）

1-1

基本

信息

姓 名 晋丹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75 年 8 月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881981811

学 位 硕士 职 务 专职教师 传 真

所在院系

翻译系

E-mail

13881981811@139.com

通信地址（邮编） 成都都江堰大观镇四川外语大学成都学院翻译系

研究方向 口译教学与质量评估

1-2

教学

情况

从 2004年至今，一直承担翻译系的口译教学工作。期间也承担与口译课

程结合紧密的听力和语法教学，坚持做到学科的纵向教学。期间每年评

教专业排名均为第一，深受学生好评。

口译教学成果突出，近十年来，已有 200余人通过难度很大的全国翻译专

业资格（水平）考试(CATTI)二、三级考试。

辅导 70余名同学进入国内外研究生院进行口译深造，其中包括许多口译

专业要求很高的学校，比如英国的巴斯、纽卡、利滋和美国的蒙特雷。

每年带队参加全国的“海峡两岸”和“中译杯”口译大赛，均取得优异

成绩。包括三次蝉联本科第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

1-3

学术

研究

1. 已发表两篇相关学术论文《专题小组讨论同传的应对策略》、《口译笔

记与理解》，《交替传译中的口译自评》。

2. 精品课结题论文《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口译教学课程设置再设计》、《本科

口译预备阶段训练研究》、《论视传训练对交传的促进》拟在下半年发表。

3. 翻译系内部使用教材《口译预备之语言技能提升》将在二年下期开始使

用。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2. 主讲教师情况（3）

2⑴-1 姓 名 彭敏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9.3



基本

信息
最终学历 研究生 职 称 讲师 电 话 13981755730

学 位 硕士 职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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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2⑴-2

教学

情况

有 11 年英语语法教学经验，工作严谨，责任心强，专业知识过硬，教学经验丰富，在

英语语法教学中，既重视对学生语言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对学生与其他课程的结合发

展，更注重对学生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培养。对英语语法课型特点把握到位，对学

生的语法理解和操控以及应用于翻译的培养重视。教师也担任相关精读、翻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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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课程类别：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

3. 教学队伍情况

3-1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学科专业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人员

构成

（含外

聘教师）

刘义 男 1985.09 讲师 课程与教学论 主讲教师

李夏彬 女 1983.7 讲师
语言学与应用

语言学
主讲教师

晋丹 女 1975.8 讲师
口译教学与质

量评估
授课教师与翻译指导

彭敏 女 1979.3 讲师
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
授课教师与翻译指导

3-2

教学队

伍整体

结构

目前我系英语语法教学队伍全部是讲师。职称结构较为单一。从年龄上看，都是 30 岁左

右，为中青年教师。学缘结构合理。所有教师高校工作经验都在 4 年及以上，语法授课经验

除翻译指导教师外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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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教学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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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语法教学方法和模式；

3. 已讨论出展现我系特色的英语语法教学发展方向。

4. 在英语语法中渗透翻译和写作的教学导向，帮助学生融会贯通语法理论知识和语言输出表

达，形成综合使用语言的能力。

5. 建设起套配套的练习题库，既有针对专业二级四级考试，也有针对翻译练习和课堂辅助教

学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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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美的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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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老带青”的可持续性师资队伍培养体系。通过与翻译

课程教师的相互配合，力求突破传统语法教学，建设出更加适合翻译系学生的特色语法教

学模式。培养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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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语法教学队伍。形成一支学历职称结构合理，师德师风良好，教学责任心强，教学经验

丰富的语法教学团队。

2. 教学相长，内外兼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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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余场，发表学术论文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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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