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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3 年，在学校、学院党委和行政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大外部全体教职员

工紧紧围绕着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目标，牢固树立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理念，在

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模式改革、评价体系构建、教师职业发展、网络教学平台建

设等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部分 本科教育基本情况 

外国语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简称大外部），承担着全校 2.5万本科生和近

1.5万研究生的公共英语教学任务，教学范围覆盖山东大学的 6个校区，30个学

院。大学外语教学部下设 6个教研室和 3个教学培训中心，其中包括：本科生教

研室（3 个）、研究生教研室、后续课程教研室、网络教研室、现代教育技术基

础实验中心、外语测试中心、全球网络视频课程中心和和外语教学研究与发展中

心。 

大学英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教育质量与国家人才培养质量

休戚相关。山东大学十分重视大学英语的教学改革工作，围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这一中心任务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在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师资培养、教学模式和

教学评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示范点

项目学校”。大学英语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课程”，大学英语教改成果获得山东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被授予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称号。

在新的教学改革形势下，大学外语教学部积极拓展教学领域，根据学校和学生的

具体情况合理设置课程，科学配置资源，积极发挥课程教学团队和现代教育技术

的作用，形成了以人才培养目标、学生需求为导向，以多类型、多层次为标志，

以课程内涵发展为重点的山东大学特色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开设课程包括大学英

语读写课，大学英语视听说课，以及为部分学院开设的特色专业课程，开设课程

共计 140 余门。2013 年度授课总学时 35292学时。 

第二部分 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情况 

    大外部共有教职工 159 人，专任教师 145 人，行政、教辅人员 14 人，

我部专任教师中，教授 7名、副教授 56名、讲师 75名、助教 7名，所占教师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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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比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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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来先后有 110人次出国学习和工作，目前有海外学习经历的教

师占教师总人数的 71%。 

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对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构建起到强大

的支撑作用。依托现代教育技术，促进课程优势发展，是山东大学大学英语课

程体系的特色之一。大外部早在 2004年就建立了集网络教学、系统管理、资

源服务“三位一体”的多功能网络教学平台，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提供了全方

位的服务。大学英语教学平台由 1个卫星节目编辑室、2个课件制作室、8个

自主学习中心、4个网络课程直播室组成。平台上安装了 5套大学英语学习系

统，约有 10T的信息资源，可供 6个校区 2 万多学生在线学习。 

（二）本科生课程主讲教师情况 

截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大外部共有 6 位教授在岗任教，另一位病休，其

中有 5位教授担任本科教学的任务，另一位教授担任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的教学

任务，主讲本科课程的教授占大外部教授总数的 83.3%。 

（三）教学名师和团队情况 

大外部教师团队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在我校 2012 年度教学成果奖评比中，

由我部教师完成的《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建设符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特色

课程体系》荣获校级一等奖，充分反映了教学成果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中

所发挥的作用。在博士提升计划之内的 1963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专任教师

共 126名，其中，已取得博士学位或获得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录取资格的专任教师

54名，占计划内人数的 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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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课程建设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以山东大学通识教育平台为基

础，形成了包括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在内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课程

框架。 

通识必修课程下设两个课程群，即：通识基础类课程和通识提高类课程。其

中，基础类课程包括大学英语读写课，大学英语视听说课，以及为部分学院开设

的特色专业课程，如为“泰山学堂”学生开设的英语系列课程；为医科学生开设

的英语系列课程等。提高类课程主要是为部分英语基础较好的学生开设的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下设三个课程群，即：通识一般课程，通识核心课程和通识网络课

程。目前已经开设通识类课程共计 140 余门，其中，“大学英语综合课程”先后

被评为山东省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医学英语》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英语词汇

与西方文化》、《经典英文作品欣赏与诵读》、《了解世界》、《全球气候变化》、《中

西文化比较》和《英语话中华》等 13 门课程被评为山东大学全英文通识教育核

心课程。山东大学基本形成了由国家、省、校级精品课程和通识选修核心课程为

主干的大学英语课程结构，基本满足了学生对课程多样化的需求。  

通识必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基础类课程 提高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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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部在强调课程多样化设置的同时，注重课程的内涵发展。大学英语知识

模块确立的过程，实质上是对知识进行优选、对课程内涵进行深化的过程。为了

使课程类型、学科分布更为合理，我们对课程结构进行了调整，经过筛选，保留

并强化了应用性强、文化特色突出，而且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了文、

理、工、医等学科，使课程结构得以优化。  

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著称，新课程体系重视大学英语课程的文化传承

功能。自 2009 年起大外部编写并开设了《英语话中华》，《中西文化比较》、《中

国传统文化概览》、《汉字中的文化 》，《中国地理名胜与文化遗产》等含有中国

元素的全英文通识选修课程，使课程内容更加完善。  

大外部的复合型教师团队，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开设了一系列用英文讲授

的课程，如《法律经典案例分析》、《汽车文化》、《了解世界》等，使课程的特色

更加突出。  

 

（二）教学改革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以促进学生的可持

续发展。大外部根据大学英语课程的特点，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充

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指导思想。 

山东大学的大学英语课程实行了读写译和视听说分课型上课，采用了基于课

堂和计算机网络的教学模式。通识选修课程则运用了研究、讨论和实践等教学方

法。采用不同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认知能

力。  

2013 年 10月，大外部围绕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学时学分的合理化分配为

中心，成立了考察小组，先后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

吉林大学等知名高校学习、考察大学英语教学工作，借鉴相关优秀的教学经验。

调研结束后，先后与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组织召开了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研讨会，

研讨本科生和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工作。在与本科生院的研讨会上，本科生

院副院长王宪华、外语学院副院长崔校平出席会议，大外部副主任陈伟首先汇报

了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调研大学英语教学的情况，她分别从三

所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课程安排、课程体系、评价体系、特色课程、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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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大外部副主任高艳汇报了赴浙江大学调研大学英语

教学情况，她从浙江大学大学英语的课程设置、教学安排、自主学习、评价模式、

水平测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大外部副主任李玲结合浙江大学特色课程的大学英

语课程建设情况，对山大特色课程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大纲制订、教学模式、

评价方式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崔校平总结了两次调研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取得的成

果，详细分析了山大大学英语教学面临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他结合学校大学英

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从大学英语的培养方案、学分建设、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教学评价等方面，对大学英语教学深入改革提出了实施意见。最后，王宪华结合

我校本科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就如何在国际化背景下，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具体的改革目标；他还对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培养

方案、课程设置、学分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与会人员就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如何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以及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学分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在向知名高校学习借鉴的同时，不少兄弟高校也来考察调研。先后接待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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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印刷学院、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青岛理工大学、青岛大学的考察团队。在与

兄弟院校之间的考察学习过程中，积极汲取兄弟院校好的教学经验、教学模式和

课程建设，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了教学水平。 

（三）教学科研取得良好成果 

2013 年大外部教师新申请 21项科研与教改项目，其中国家社科基金 1项，

教育部人文社科 2项，省级 6项，校级 12项；发表论文 50余篇，其中 SSCI期

刊 4篇，CSSCI期刊 12篇。 

大学外语教学部 2013 年教学改革立项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立项时间 立项单位 

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为取向的新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能力标准研究 

崔校平 2013 年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中国法律法规英译研究 胡志军 2013 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办公室 

复杂系统理论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

革研究 

王兰兰 2013 年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办公室 

课堂与研讨相结合的英语综合课程教学

研究 

宁 明 2013 年 山东省社科规划办 

当代环境哲学中的审美问题研究 曹 苗 2013 年 山东省社科规划办 

ESP 视角下医学英语课程建设 苏永刚 2013 年 山东省社科规划办 

生命关怀与健康养老 苏永刚 2013 年 山东省社科联重点项目 

电影观众心理与行为研究 孙路平 2013 年 山东省文化厅 

莫言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宁 明 2013 年 山东省文化厅 

“语境”与生命健康机制研究 苏永刚 2013 年 山东大学 

基于移动终端的大学英语视频点播系统 孙 恒 2013 年 山东大学 

西方社会文化与海外生存攻略 金 莉 2013 年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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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与 LBL结合在医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 张晶 2013 年 山东大学 

项目驱动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研究 

高艳 2013 年 山东大学 

学分制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实

践 

崔校平 2013 年 山东大学 

学分制背景下的个性化教学与学生听说

能力的培养 
王绍斌 2013 年 山东大学 

基于网络平台下的 ESP 专业英语课程改

革 
苏永刚 2013 年 山东大学 

基于网络自主学习的英语合作写作研究 朱鸿雁 2013 年 山东大学 

提升大学生英语应用文写作能力的探索

研究 
尉桂英 2013 年 山东大学 

大学英语礼仪文化教育研究 杜新宇 2013 年 山东大学 

高校英语通识课程的新教学模式研究 庄新红 2013 年 山东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 2013 年发表论文一览表 

 

专著、论文题目 作者 出版社或刊物 发表日期 
CSSCI

或 SCI 

山东大学大学英语 EGP+ESP 课程建设

与实践 

崔校平、史成

周 
《中国大学教学》 2013 年 12 月 CSSCI 

《莫言文学语言与中国当代小说的文

学流变 》 
宁明 《求索》 2013 年第 6 期 CSSCI 

《红字》中霍桑的清教情节与超验思

想的纠葛 
宋艳霞 《学术论坛》 2013 年 5 月 CSSCI 

流动的现代性：齐格蒙•鲍曼的后现代

性思想研究  
穆宝清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13 年第 5 期 CSSCI 

后现代社会与消费主义：鲍曼对消费

文化“综合症”的一种解读 
穆宝清 《齐鲁学刊》 2013 年第 5 期 CSSCI 

《从乌和到融合》 穆宝清 
中国图书评论 

 
2013 年第 9 期 CSSCI 

伊格尔顿：重新坚定马克思主义  穆宝清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3 年第 2 期 CSSCI 

教师反馈与同伴反馈——社会文化活 于书林 现代外语 2013.2 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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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建设 

2013年，大外部举行多次“大学英语课程与教材建设研讨会”，研讨大学英

语教材建设问题，探讨国际化背景下如何使大学英语课程与传承中华文化有机地

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着手编写《了解中国传统》（Getting To Know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五）教学团队建设。 

高素质的课程教学团队是构建高质量课程体系的关键因素。大外部组建了

20 个教学团队，通过教学研讨、学术培训、进修学习等措施，提高教师的教学

能力、业务素质和学历层次。教师职业发展和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取得了优异成绩。 

2013 年，大外部共举办教学研讨会 2 次，教师讲课比赛 1 次。有 50 多人次

参加暑期举办的各种类型的师资培训班。 

2013年，大外部通过“输入或培养”的方式，组建了一支“英语+专业” 的

复合型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目前已达 43 人。除英语语言外，其业务专长覆盖文

动理论视角下的差异与融合 

教师书面反馈中的母语中介功能探

究:社会文化活动理论视角 
于书林 外语界 2013.4 CSSCI 

探究教师书面反馈的言语功能 于书林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录用 CSSCI 

外语专业博士生资格考试：理论与实

践 

乔雪峰，于书

林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13.12 CSSCI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健康养老模式

分析 
苏永刚 山东社会科学 2013.4.25 CSSCI 

Understanding mediating 

strategies in peer feedback 

activities of L2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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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哲学、法学、宗教、人文医学、经济管理、教育学、机械学等领域，

为开设各种通识类课程和特色专业英语课程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 

 

第四部分 学生的学习效果 

大学英语教学评价系统是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山东大学的大学英

语教学多元评价系统包含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机制和教师的教学质量监督机制

两个方面。 

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机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评价项目多元化，二是评价

主体多元化。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中分列多个项目，把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结

合起来，可以更有效地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多元评价系统重视学生

学业评价主体的多元化。除教师评价外，学生本人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进行自

评与同学互评。多元教学评价体系注重学生的发展，强调对学习过程的监控，充

分发挥了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学质量的保证作用。  

教师的教学质量监督机制体现为教学质量监督制度化。大外部对教学质量实

行“一票否决制”，强化质量意识，评价结果与业绩挂钩。大外部教学指导委员

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评价教学工作。大外部在各校区都委派了大学英语教学督导

员，负责英语教学质量检查。期末学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网上评价。这

些制度化的措施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部分 大学外语教学部特色发展 

山东大学构建了特色鲜明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强调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

合，开设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英语课程，提高了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和用英

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体现了课程体系的文化传承功能。 

    新课程体系强调了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重要性，增加了语言实践的环节，提

供了使用英语的机会，鼓励学生进行探索性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以英语为工具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外部把建设高素质的教学团队放在了课程建设的首位。制定了大外部教师

发展规划，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团队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特别是造就

了一支具有非英语专业背景的复合型教师队伍，为开设各类全英文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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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 

现代教育技术在构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学英语课程体

系与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为开设各类课程，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国际课程，开

辟了广阔的空间，推动了课程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第六部分 需要解决的问题 

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方法、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等方面有了很大

的改进,但是还要看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

严重地影响了学生对英语语言的掌握以及运用语言能力的提高,因此,解决大学

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必要的。教学方法单一，一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都是

“以教师为中心”,实行“满堂灌”、“填鸭式”的单一而陈旧的教学模式。课

堂上教师讲解课文中的英语知识和语法结构或是应试技巧等,而学生则被动地接

受这些知识，这对于身处知识时代、信息时代,易于接受新事物的学生来说,早就

失去了吸引力。这是教学工作当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结  语 

大学外语教学部在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建设符合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特

色课程体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作为一所多学科、多校园、学生数量庞大的综

合性大学，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中取得的经验得到了教育界专家的好评。这

些宝贵的经验对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具有辐射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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