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高中英语新教材高端培训班
通 知
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内同行在英语教育科研和实践领域的交流与协同创
新，推动高中英语课堂教学改革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提高广大英语教
师对新课程、新教材内涵要点和教学实施途径的认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将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22 日（周三至
周日）开办“高中英语新教材高端培训班”。本次培训采用线下方式进行，
发挥面授课程“师生互动交流、即时反馈与点拨、同伴互助”等优势。教
学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素材案例来源于一线，主讲教师在相关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对一线教学和研究发挥引领作用，并提供有效的实施指导意见。
具体培训信息如下：
一、活动组织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二、时间和地点
2020 年 11 月 18 日至 22 日（周三至周日），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
三、参加对象
从事英语教育研究与教学的学者、教研员、中学英语教师，以及高等
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等。
四、培训内容
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专题讲座与研讨。学员可获得继续教育学时证明。

日程安排如下：

时间
11 月 18 日

8:30-8:45

11
月

内容
1、上午报到

骆晓棠

2、下午线下和线上课程资料学习

刘晓斌

开班仪式：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院长致辞
模块一：语料库与教材分析

8:45-11:45

1、新旧教材体例/编排思路对比
2、新旧教材词汇语法呈现量及教学指引对比

19

模块一：语料库与教材分析

日
14:30-17:30

3、新旧教材主题/话题/语篇类型对比
4、新教材阅读教学与语篇分析

11

8:30-11:30

主讲人

模块二：教学设计与实施
1、新教材与英语语篇能力培养

谷红丽

何安平
梁红梅

唐洁仪
陈霄

李元科

月
20

14:30-17:30

日

模块二：教学设计与实施
2、新教材与英语思维能力培养
模块三：教学设计与实施

11

8:30-11:30

2、新教材与英语文化意识培养

月
21
日

14:30-17:30

8:30-11:30
11
月
22
日

1、新教材文学语篇阅读与教学

13:00-16:00
16:00-16:10

模块三：教学设计与实施
3、新教材多模态教学与英语语言能力发展
模块四：测试与评价
1、新教材教学评一体化的研究与实践
模块四：测试与评价
2、新教材纸笔测试的实施途径
结业典礼

范栩颖

谷红丽
胡宝平

刘晓斌

徐曼菲

黄丽燕
黄丽燕

五、会务
（一）报名方法
请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前点击 https://www.wenjuan.com/s/nmEVBn4/
填写报名回执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名回执。

（二）费用
培训费 2000 元/人(不含食宿费用及交通费)。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由学
员回所在单位报销。
（1）网上缴费。请在填写报名回执一个工作日后按照附件 1 进行网上
缴费。
（2）公对公转账。请在 2020 年 11 月 16 日前转账到华南师范大学银
行账户（户名：华南师范大学 ，账号：3602008109000386071，开户行：
工行广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注明“高中英语新教材培训”，并将转账
凭证拍照或扫描发至邮箱：sfstrain_hs@163.com, 邮件主题：XX（学校）
转账凭证，邮件正文：转账单位、转账账号、转账时间及转账金额。
（注意：
不接受私人转账。
）
主办方开具项目为“培训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在 12 月 25
日前发送到报名回执登记的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文老师，电话：
（020）85211329，邮箱：sfstrain_hs@163.com。

附件1：网上缴费指引
1、 请在 11 月 1 日-11 月 16 日期间登录网址：http://hscwxf.scnu.edu.cn，页面如下：

2、 请输入用户名（报名手机号码）
、密码（000000）登陆支付平台，请在报名回执填写
成功 24 小时后再进行缴费。

3、 登陆支付平台后，点击“高中英语新教材高端培训班”收费项目，选择缴费方式并
进行缴费。（注意确认商户名称：华南师范大学）

4、 点击导航栏的“交易记录查询”按钮，可以查询具体的银行交易记录。

注意事项
1. 缴费时请确认支付网站地址：http://hscwxf.scnu.edu.cn。
2. 通过微信缴费时，请确认收款方名称：华南师范大学。
3. 银行交易完成后，如缴费失败，请到网上银行查询银行卡是否已扣款，如已扣款切勿重复缴费。
4. 除了银行缴费界面外，本系统不需要本人输入银行信息，银行缴费系统也不会要求个人升级银
行密码等。请勿将个人银行信息透漏给他人。

附件 2：专家简介
谷红丽，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理
事和传统文化教育专委会学术副主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
广东省本科高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等。主要从事英
美文学与文化、英语教育研究。
何安平，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曾任华南师范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博士生导
师，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语料库语言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和“云山讲座
教授“等。现任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学会副会长。上世纪 90 年代留学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是国内首
位获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博士学位的归国学者。20 余年来极力开拓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应用。先
后主持并完成二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跨国合作科研项目，在国内和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
余篇；著书 14 部。所带领的华南师范大学语料库语言学团队曾被国外知名语料库语言学专家称为“国
际上最活跃的语料库研究团队之一”。
黄丽燕，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博士、中
山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试、二语习得和教师教育。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师发展专委
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高校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认知与测试研究中心”及“英语教育与评价”省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5 项、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出版专著 6 部、发
表论文 40 余篇。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 7 项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项、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
二等奖。全国第七届教育硕士优秀教师、第七届华南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徐曼菲，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教学团队“英
语教育与评价”的核心成员，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访问学者，广东省高考评卷外语科副组
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英语教育、教师教育等。参与完成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
持 1 项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主持完成 2 项省级教改项目；并列主持中国大学 MOOC 慕课 1 门及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1 门；主编、参编英语专业教材及学术编著 7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 多篇。获省级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名师”，全国第五届优秀教育硕士优秀教师，教育
部“国培计划”及省级英语学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负责人与首席专家。
胡宝平，文学博士，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英语系访问学者。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为 20 世纪英国戏剧、大学通识教育、英语教学。曾参与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各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2 项，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项目 1 项。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较高质量论文 10 余篇，出版著作 2 部。
刘晓斌，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英语系主任，华南师范大学外语教育信息化
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家级、省级教师培训授课专
家，广东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一门，主持省部级项目 6 项，2019
年获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1 项。微信公众号：技术与教育。
李元科，英国利物浦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研究领域为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外语教学。在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Society, Text & Talk, 《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国内外（C）SSCI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出版专著一部。

梁红梅，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教师培训部主任。曾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主持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1 项、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4 项，发表学术论文
十余篇。多次在省级和“国培计划”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中承担授课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语料库
语言学、英语教学。
陈霄，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讲师，香港城市大学博士。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研制
组成员，国家级省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授课专家。研究专长：语料库语言学、语篇分析。在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国
英语教学》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合著语料库与英语教学专著多部，获华南师范大学“课堂教
学质量优秀奖”。
唐洁仪，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曾分别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和英
国牛津大学教育系研修学习。研究兴趣：应用语言学和语料库辅助教学研究。参与多项国家及部级
课题。曾主持完成省厅项目“基于语料库的高中英语教材与教学分析”；目前主研教育部重点课题“基
于语料库智能学习平台的读写能力培养研究---以英语学科为例”
。
范栩颖，青年英才，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学院特聘研究员。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博士、英国高等教
育研究院研究员；英国应用语言学协会、英国教育研究协会和国际英语教师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
向为思维能力培养，教师认知和教师教育。在 System、Tilbur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Asian
EFL journal、《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in Second Language Education Case Studies fro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等国际期刊、专著和国内外会议发表学术研究论文，并任 SSCI 期
刊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的同行评审。目前参与国培、省培和师培项目并主持关于“英
语教学中思维品质培养”系列讲座、指导本科生思维能力培养、教师认知等研究课题，是本科英语
师范生 Thinking skills and creativity in EFL classroom 课程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