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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材对应详表

综合英语

英语语法

英语视听说
/听力

英语口语

英语演讲与辩论

课程类型 主  编供选择书目 所属系列

. 专业核心课程

新编英语教程（1-6册）

新编英语高级教程（1-2册）

p10New综合英语（1-4册）

p22

p22New

New

口语教程：基础口语/英语口语

口语教程：英语演讲与辩论（1-2册）

p18

p18

New

New综合教程（增强版）（1-4册）

综合教程（1-6册）     /高级英语（1-2册）

p14New综合教程（1-4册）

综合教程（1-4册）

p17New视听说教程（1-3册）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施心远（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侯艳萍 刘宝权（上海外国语大学）

张　锷等（华东师范大学）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王  岚（上海外国语大学）

戴  劲（同济大学）

李  超（西南民族大学）

听说教程（1-4册）

英语高级视听说（上、下）

英语影视视听说教程（1-2册）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张维友（华中师范大学）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査明建 许立冰等（上海外国语大学）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何兆熊（上海外国语大学）

New

新国标英语专业系列 王俊菊（山东大学）

李观仪（上海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综合教程（1-4册）

新世纪师范英语系列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程晓堂（北京师范大学）

新编英语语法简明教程

p23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p13New英语语法与写作

听力教程（1-4册）

p12New视听说教程（1-4册）

高级英语视听综合教程（上、下）

商务英语视听说教程（1-4册）

高级英语视听说：听记教程

视听说教程（1-4册）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共5册）

语音教程

英语语音实用教程

英语会话与演讲教程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师范英语系列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师范英语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王立非（北京语言大学）

章振邦（上海外国语大学）

章振邦（上海外国语大学）

朱湘军等（暨南大学）

刘绍龙（浙江工业大学）

周  榕（华南师范大学）

Ian Smallwood（香港科技大学）

刘  森（华东师范大学）

Sue Kay（Macmillan）

何  宁　王守仁（南京大学）

P.A.Dunkel 张爱玲（上海外国语大学）

姜荷梅（上海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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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类专业核心课程

英语写作

英语阅读

英汉/汉英笔译

英汉/汉英口译

语言学导论 

跨文化交际

西方文明史

中国文化概要

研究方法与学术写作

英语阅读（1-3册）

阅读教程（1-4册）

快速阅读与词汇扩展（1-4册）

阅读教程（戏剧、诗歌、散文、小说等5册）

阅读教程：西方文化（1-2册）

阅读教程：中国文化

阅读教程（1-2册）

商务英语阅读教程（1-4册）

写作教程（1-3册）

学术英语写作

写作教程（1-4册）

英语专业写作（1-4册）

读写教程（1-4册）

商务英语写作教程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汉英翻译教程

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

汉英科技翻译教程

英汉科技翻译教程

商务英汉翻译教程

口译教程

商务英语口译教程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

语言导论

文学导论

新编跨文化交际英语教程

西方思想经典

阅读教程：中国文化

学术英语写作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手册

商务英语论文写作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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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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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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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p37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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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

p13

p42

p34

p16

p16

p16

p24
p24

p24

p26

p25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师范英语系列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赵文书 王守仁（南京大学）

蒋静仪（华南理工大学）

常俊跃（大连外国语大学）

陈  琦（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小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许明武（华中科技大学）

叶兴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Peter Chin等（早稻田大学）

George Braine等（香港中文大学）

George Braine等（香港中文大学）

邹  申（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  星（北京师范大学）

姚君伟（南京师范大学）

丁言仁（南京大学）

孙致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陈宏薇（华中师范大学）

华先发（华中师范大学）

文  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司显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李  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杨柳燕（厦门大学）

龚龙生（上海外国语大学）

戴炜栋 何兆熊（上海外国语大学）

Victoria Fromkin等（UCLA）

杨金才（南京大学）

许力生（浙江大学）

阅读教程：西方文化 1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周小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朱　刚（南京大学）

丁言仁（南京大学）

黄国文等（华南农业大学）

陈　琦（上海外国语大学）

程爱民等（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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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标英语专业系列 王俊菊（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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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新思路英语专业系列

理工院校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新世纪商务英语专业系列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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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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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琦（上海外国语大学）

周小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许明武（华中科技大学）

叶兴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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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张锷 邓昱平 徐卫列视听说教程

教材共4册，每册8个单元，可供普通高校本科1-2年级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视听说课

程使用。教材改编自国家地理学习出品的21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将TED演讲引入教材，提供足量的主题听力练习，设

计多样活动，将听、记、读、演讲等微技能综合起来，切实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辨证思

维和口语输出能力。

◆

◆

◆

◆

◆

◆

◆

◆

每单元均以一幅极具冲击力的国家地理图片开篇

第1部分为两篇短小精悍、与单元主题相关的听力热身材料

第2部分为单元主体，提供形式多样的输入活动，包括讲课、访谈、播客和课堂讨

论等

第3部分取材于TED演讲，带领学生深入主题，引发思考，同时衔接第2部分中所学到

的各项学术技能

第4部分为单元拓展，提供篇幅、口音和语速上具有挑战性的听力材料，激发学生

听的潜能，扩大词汇量

第5部分为单元任务，专门梳理各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和TED演讲技能

单元末配有词汇反思表，鼓励学生自我监控、培养反思能力

学生用书配有WE Learn随行课堂APP；教师用书配有TOP课件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学生用书

978-7-5446-5765-5
978-7-5446-5665-8
978-7-5446-6080-8
978-7-5446-6239-0

教师用书

978-7-5446-5766-2
978-7-5446-5666-5
978-7-5446-6081-5
978-7-5446-6240-6

74.00 元
78.00 元
84.00 元
79.00 元

52.00 元

52.00 元

58.00 元
59.00 元

主编  Peter Chin等写作教程

主编  George Braine 王俊菊 黄泽萍学术英语写作

本系列引进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由英、加、日三国顶尖高校教授合作完成。

共三册，均配有教师用书。

◆

◆

◆

◆

全书讲解详尽、以示例、范文引导学生练习，步骤清晰，易学易教

第一册训练学生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的能力

第二册介绍英语专业写作的篇章结构知识，以及写作中需要注意的语法知识

第三册教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和技巧

◆

◆

◆

强调“过程教学法”，通过一系列有层次的课堂任务，指导学生掌握学术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引入了“写作档案”概念，记录写作进程，供教师评估和学生反思

强调英语阅读和英语写作的相关性，通过读书报告等训练，要求学生积累语料、培养语感

第一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MAC写作项目主任。

978-7-5446-4506-5 39.00 元

18.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学生用书

978-7-5446-4627-7
978-7-5446-4629-1
978-7-5446-4671-0

教师用书

978-7-5446-4628-4
978-7-5446-4630-7
978-7-5446-4672-7

30.00 元
33.00 元
33.00 元

编者 朱湘军 等英语语法与写作

◆

◆

◆

◆

将英语语法与写作相结合，通过句子合并练习学习语法规则，通过规则讲解提高句子写作能力

系统梳理语法知识，学习有关句子重心、句子关联、句子变化等写作技巧

通过具体操练改变英语写作中的中文行文干扰

帮助学习者将语法规则活用到语篇写作中，写出地道英文

本教材配套MOOC，超过24万在线选课人数；2017年入选“中国大学MOOC最受欢迎的课程

TOP20”；2018年入选“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全一册 978-7-5446-5961-1 48.00 元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配套MOOC

专业核心课程 .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系列 专业核心课程

TOP 课件

New
New

TOP 课件

高质量音视频播放 内置丰富备课素材 实用工具轻松助教

涵盖教材主体内容，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新增词汇测试、单元测试、复习测试

学习数据一目了然，教学管理尽在掌握

主编：叶泉 主编：张锷

扫码试读

扫码试读

配套MOOC:https://wemooc.sflep.com/courseintro?cri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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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张锷 邓昱平 徐卫列视听说教程

教材共4册，每册8个单元，可供普通高校本科1-2年级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视听说课

程使用。教材改编自国家地理学习出品的21st Century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Speak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将TED演讲引入教材，提供足量的主题听力练习，设

计多样活动，将听、记、读、演讲等微技能综合起来，切实提高学生听力理解、辨证思

维和口语输出能力。

◆

◆

◆

◆

◆

◆

◆

◆

每单元均以一幅极具冲击力的国家地理图片开篇

第1部分为两篇短小精悍、与单元主题相关的听力热身材料

第2部分为单元主体，提供形式多样的输入活动，包括讲课、访谈、播客和课堂讨

论等

第3部分取材于TED演讲，带领学生深入主题，引发思考，同时衔接第2部分中所学到

的各项学术技能

第4部分为单元拓展，提供篇幅、口音和语速上具有挑战性的听力材料，激发学生

听的潜能，扩大词汇量

第5部分为单元任务，专门梳理各种特殊的发音技巧和TED演讲技能

单元末配有词汇反思表，鼓励学生自我监控、培养反思能力

学生用书配有WE Learn随行课堂APP；教师用书配有TOP课件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学生用书

978-7-5446-5765-5
978-7-5446-5665-8
978-7-5446-6080-8
978-7-5446-6239-0

教师用书

978-7-5446-5766-2
978-7-5446-5666-5
978-7-5446-6081-5
978-7-5446-6240-6

74.00 元
78.00 元
84.00 元
79.00 元

52.00 元

52.00 元

58.00 元
59.00 元

主编  Peter Chin等写作教程

主编  George Braine 王俊菊 黄泽萍学术英语写作

本系列引进自剑桥大学出版社，由英、加、日三国顶尖高校教授合作完成。

共三册，均配有教师用书。

◆

◆

◆

◆

全书讲解详尽、以示例、范文引导学生练习，步骤清晰，易学易教

第一册训练学生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的能力

第二册介绍英语专业写作的篇章结构知识，以及写作中需要注意的语法知识

第三册教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和技巧

◆

◆

◆

强调“过程教学法”，通过一系列有层次的课堂任务，指导学生掌握学术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

引入了“写作档案”概念，记录写作进程，供教师评估和学生反思

强调英语阅读和英语写作的相关性，通过读书报告等训练，要求学生积累语料、培养语感

第一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MAC写作项目主任。

978-7-5446-4506-5 39.00 元

18.00 元
20.00 元
20.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学生用书

978-7-5446-4627-7
978-7-5446-4629-1
978-7-5446-4671-0

教师用书

978-7-5446-4628-4
978-7-5446-4630-7
978-7-5446-4672-7

30.00 元
33.00 元
33.00 元

编者 朱湘军 等英语语法与写作

◆

◆

◆

◆

将英语语法与写作相结合，通过句子合并练习学习语法规则，通过规则讲解提高句子写作能力

系统梳理语法知识，学习有关句子重心、句子关联、句子变化等写作技巧

通过具体操练改变英语写作中的中文行文干扰

帮助学习者将语法规则活用到语篇写作中，写出地道英文

本教材配套MOOC，超过24万在线选课人数；2017年入选“中国大学MOOC最受欢迎的课程

TOP20”；2018年入选“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全一册 978-7-5446-5961-1 48.00 元

国家精品在线课程 配套MOOC

专业核心课程 . 新国标英语专业核心教材系列 专业核心课程

TOP 课件

New
New

TOP 课件

高质量音视频播放 内置丰富备课素材 实用工具轻松助教

涵盖教材主体内容，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新增词汇测试、单元测试、复习测试

学习数据一目了然，教学管理尽在掌握

主编：叶泉 主编：张锷

扫码试读

扫码试读

配套MOOC:https://wemooc.sflep.com/courseintro?cri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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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综合英语

总主编：何兆熊 高级英语（1-2册）                                                                总主编：何兆熊  主编：史志康

数字配套

基础英语 综合教程（1-4）
音视频下载、PPT课件下载、WE Learn APP

专四随身练（仅在增强版中配属）

高级英语
综合教程（5-6） MP3下载、PPT课件下载

高级英语（1-2） MP3下载、PPT课件下载

从《综合教程》到《高级英语》体现从技能的训练、文化的了解到思想的提升的渐进

过程。《高级英语》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辨能力，建立健全的人格。

适用英语专业1-3年级

适用英语专业3或4年级

课文选材：经典名篇，名家风范，语言精到纯粹

主题选择：视角独特，气势恢宏，寓意深远

练习设置：有意识地突出和强化主题，超越语言束缚，提炼智慧，导引生活

教师用书：讲解详尽，降低授课难度

Bertrand Russell
Herman Melville

John Steinbeck

Saul Bellow
Samuel Johnson

Winston S. Churchill

《综合教程》由上师、华师、上外和复旦等沪上名校名师联袂编著。自2004年出版以来已历经18年，为全国近半数的高校英语专

业所采用，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认可。第3版于2019年开始推出，在保持原版的人文色彩、思想深度，以及强调基础技能训练等特点

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大幅优化。

综合教程（第3版）（1-4册）

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各册主编：谭卫国 张春柏 史志康 朱永生 PPT 课件

（修订版）

第3版

PPT 课件

教师用书配套PPT课件  

主编：刘玉红

课件补充优质资源，助力高效备课，

内容包括：

导入活动及练习、补充视频

课文原文及音频

背景知识、课文分析、词句解析

课后习题详解及拓展

补充思考题、课堂活动

学生用书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主编：何春燕

数字课程部署于外教社“WE Learn随行

课堂”移动应用，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和

教师监督管理，内容包括：

导入活动及练习 核心词汇解析、
词汇练习

听写、听力练习、
单元词汇自测

课文梗概、课文
原文及译文、录音

扫码试读

综合教程  增强版（1-4册）总主编：何兆熊

第1册 978-7-5446-3360-4
第2册 978-7-5446-3146-4 34.00 元

35.00 元
37.00 元
37.00 元978-7-5446-3361-1

978-7-5446-3147-1

学生用书（附MP3下载） 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高级英语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3302-4
978-7-5446-3303-1
978-7-5446-3304-8
978-7-5446-3305-5

29.00 元
29.00 元

35.00 元
36.00 元

综合训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6001-3
978-7-5446-6435-6
978-7-5446-6538-4
978-7-5446-6830-9

40.00
43.00 

元

元

42.00
46.00 

元

元

New

第1册
第2册

学生用书 (附音视频下载及WE Learn APP)

65.00 元978-7-5446-5700-6
65.00 元978-7-5446-6076-1

第3册
第4册

65.00 元
58.00 元

978-7-5446-6438-7
978-7-5446-6508-7

第3版New

第1册 978-7-5446-5294-0 54.00 元
第2册 978-7-5446-5295-7 54.00 元
第3册 978-7-5446-5296-4 50.00 元
第4册 978-7-5446-5299-5 50.00 元
第5册 978-7-5446-5300-8 57.00 元

60.00 元第6册 978-7-5446-5377-0

(附MP3录音)学生用书

第2版

978-7-5446-3142-6 73.00 元
978-7-5446-3143-3 56.00 元
978-7-5446-3144-0 46.00 元
978-7-5446-3145-7 46.00 元
978-7-5446-3114-3 40.00 元

32.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5册
第6册 978-7-5446-3005-4

配套使用

综合训练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87.00 元978-7-5446-5701-3
87.00 元978-7-5446-6077-8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75.00 元978-7-5446-6439-4
75.00 元978-7-5446-6509-4

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增强版 New 第3版／增强版 配套使用

教师用书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7180-4
978-7-5446-7148-4
978-7-5446-7167-5
978-7-5446-7173-6

75.00
75.00 

元

元
92.00 
78.00 元

元
978-7-5446-7181-1 
978-7-5446-7149-1 
978-7-5446-7168-2
978-7-5446-7174-3　　“增强版”在提供图书配套WE Learn

数字课程和PPT教学课件的基础上，搭载

外教社全新推出的《专四随身练》TEM4

备考系列数字课程，包含前测诊断、单

项训练、模拟试题、历年真题、语音讲

座等内容，助力学生稳步提升英语单项技

能和综合应试能力，方便教师跟踪学情、

检验教学效果。

New

综合训练

◆

◆

◆

总主编：何兆熊

课文选材：注重人文性、经典性和思辨性、文篇类型的多样性、文本的可教性。第3版新增选材侧重

学科性的融入。

主题选择：注重题材多样性，包括社会、文化、生态、科技以及人文修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

和性格塑造等。第3版修订侧重一定深度的中国文化语料。

语言输入和输出：设计多样练习确保有效的语言输入、内化和输出。题型兼顾TEM4。

授课辅助：提供学教合一的教师用书，内含详尽的课文讲解、问答设计、答案讲解、活动建议等。

数字化全面升级：线上线下、课前课中课后、教与学的安排实现颠覆性提升。

由教材的各册主编领衔

编写

词汇、语法、翻译、写

作的操练重点均与教材

各单元对应

采取TEM4考试相同或相

近的题型

学生用书

第2版

对应课程设置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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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综合英语

总主编：何兆熊 高级英语（1-2册）                                                                总主编：何兆熊  主编：史志康

数字配套

基础英语 综合教程（1-4）
音视频下载、PPT课件下载、WE Learn APP

专四随身练（仅在增强版中配属）

高级英语
综合教程（5-6） MP3下载、PPT课件下载

高级英语（1-2） MP3下载、PPT课件下载

从《综合教程》到《高级英语》体现从技能的训练、文化的了解到思想的提升的渐进

过程。《高级英语》旨在培养学生独立的思辨能力，建立健全的人格。

适用英语专业1-3年级

适用英语专业3或4年级

课文选材：经典名篇，名家风范，语言精到纯粹

主题选择：视角独特，气势恢宏，寓意深远

练习设置：有意识地突出和强化主题，超越语言束缚，提炼智慧，导引生活

教师用书：讲解详尽，降低授课难度

Bertrand Russell
Herman Melville

John Steinbeck

Saul Bellow
Samuel Johnson

Winston S. Churchill

《综合教程》由上师、华师、上外和复旦等沪上名校名师联袂编著。自2004年出版以来已历经18年，为全国近半数的高校英语专

业所采用，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认可。第3版于2019年开始推出，在保持原版的人文色彩、思想深度，以及强调基础技能训练等特点

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大幅优化。

综合教程（第3版）（1-4册）

新世纪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各册主编：谭卫国 张春柏 史志康 朱永生 PPT 课件

（修订版）

第3版

PPT 课件

教师用书配套PPT课件  

主编：刘玉红

课件补充优质资源，助力高效备课，

内容包括：

导入活动及练习、补充视频

课文原文及音频

背景知识、课文分析、词句解析

课后习题详解及拓展

补充思考题、课堂活动

学生用书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主编：何春燕

数字课程部署于外教社“WE Learn随行

课堂”移动应用，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和

教师监督管理，内容包括：

导入活动及练习 核心词汇解析、
词汇练习

听写、听力练习、
单元词汇自测

课文梗概、课文
原文及译文、录音

扫码试读

综合教程  增强版（1-4册）总主编：何兆熊

第1册 978-7-5446-3360-4
第2册 978-7-5446-3146-4 34.00 元

35.00 元
37.00 元
37.00 元978-7-5446-3361-1

978-7-5446-3147-1

学生用书（附MP3下载） 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高级英语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3302-4
978-7-5446-3303-1
978-7-5446-3304-8
978-7-5446-3305-5

29.00 元
29.00 元

35.00 元
36.00 元

综合训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6001-3
978-7-5446-6435-6
978-7-5446-6538-4
978-7-5446-6830-9

40.00
43.00 

元

元

42.00
46.00 

元

元

New

第1册
第2册

学生用书 (附音视频下载及WE Learn APP)

65.00 元978-7-5446-5700-6
65.00 元978-7-5446-6076-1

第3册
第4册

65.00 元
58.00 元

978-7-5446-6438-7
978-7-5446-6508-7

第3版New

第1册 978-7-5446-5294-0 54.00 元
第2册 978-7-5446-5295-7 54.00 元
第3册 978-7-5446-5296-4 50.00 元
第4册 978-7-5446-5299-5 50.00 元
第5册 978-7-5446-5300-8 57.00 元

60.00 元第6册 978-7-5446-5377-0

(附MP3录音)学生用书

第2版

978-7-5446-3142-6 73.00 元
978-7-5446-3143-3 56.00 元
978-7-5446-3144-0 46.00 元
978-7-5446-3145-7 46.00 元
978-7-5446-3114-3 40.00 元

32.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第5册
第6册 978-7-5446-3005-4

配套使用

综合训练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87.00 元978-7-5446-5701-3
87.00 元978-7-5446-6077-8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75.00 元978-7-5446-6439-4
75.00 元978-7-5446-6509-4

教师用书（附PPT课件下载）

增强版 New 第3版／增强版 配套使用

教师用书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978-7-5446-7180-4
978-7-5446-7148-4
978-7-5446-7167-5
978-7-5446-7173-6

75.00
75.00 

元

元
92.00 
78.00 元

元
978-7-5446-7181-1 
978-7-5446-7149-1 
978-7-5446-7168-2
978-7-5446-7174-3　　“增强版”在提供图书配套WE Learn

数字课程和PPT教学课件的基础上，搭载

外教社全新推出的《专四随身练》TEM4

备考系列数字课程，包含前测诊断、单

项训练、模拟试题、历年真题、语音讲

座等内容，助力学生稳步提升英语单项技

能和综合应试能力，方便教师跟踪学情、

检验教学效果。

New

综合训练

◆

◆

◆

总主编：何兆熊

课文选材：注重人文性、经典性和思辨性、文篇类型的多样性、文本的可教性。第3版新增选材侧重

学科性的融入。

主题选择：注重题材多样性，包括社会、文化、生态、科技以及人文修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

和性格塑造等。第3版修订侧重一定深度的中国文化语料。

语言输入和输出：设计多样练习确保有效的语言输入、内化和输出。题型兼顾TEM4。

授课辅助：提供学教合一的教师用书，内含详尽的课文讲解、问答设计、答案讲解、活动建议等。

数字化全面升级：线上线下、课前课中课后、教与学的安排实现颠覆性提升。

由教材的各册主编领衔

编写

词汇、语法、翻译、写

作的操练重点均与教材

各单元对应

采取TEM4考试相同或相

近的题型

学生用书

第2版

对应课程设置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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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 口语/语法

◆

◆

◆

◆

◆

主编  何宁 王守仁 

对接《指南》，《口语教程》推出最新修订版。4册书是一个整

体，每册各有重点，又相互衔接。经过4个学期循序渐进、全面系统

的口语训练，学生可以有效提高英语口头表达和交际能力。

强调词汇、短语和句型积累，加强口语表达中的语言知识储备

提供大量交际性语言活动，形式多变、可操作性强

以文化背景知识为线索，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力

语料和活动设计注重传递中国文化，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数字化升级，搭乘外教社WE Learn APP，提供导入视频、生词解析、

对话跟读、机器打分等

“‘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版）

第1册 978-7-5446-3175-4 30.00 元

第3册
第4册

第2册 978-7-5446-3176-1 26.00 元
978-7-5446-3177-8
978-7-5446-3178-5

28.00 元
33.00 元

第1版

44.00 元
55.00 元
55.00 元

978-7-5446-6098-3
978-7-5446-7213-9

978-7-5446-6662-6
978-7-5446-6469-1

口语教程：基础口语
口语教程：英语口语
英语演讲与辩论（一）
英语演讲与辩论（二）

第2版New

主编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的姊妹版，难度较低

体系新颖、内容充实、结构严谨

贯彻语言结构的“层次性”理念

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有机联系

练习针对性强

◆

◆

◆

◆

◆

曾获“华东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以及“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
教材一等奖”。自1983年初版问世以来，经过5次修订，几十次印刷，累计印数达数百万

册，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New 主编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简明教程

78.00 元

42.00 元
学生用书  978-7-5446-7196-5

教师用书  978-7-5446-4910-0

◆

◆

◆

◆

◆

◆

◆

由章振邦教授参照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而推出

兼具教科书和参考书双重功能

建立了架构清晰、内容详尽、切合实用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

重新界定了多个英语语法概念，理顺了英语结构的层次

内容丰富，解析清晰，有效提高学习者英语使用的准确

精选语料，不仅体现用法上的典型性，更重视育人价值

练习编写循序渐进，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元26.00 全一册（附MP3下载） 978-7-5446-2952-2

◆

◆

◆

复杂任务拆分操练

讲解—示范—实训

生动—简便—实效

 编者  Ian Smallwood

　　著名英语教育专家IanSmallwood先生继《大学英语创意阅读》《大学英语创意口语》

和《大学英语创意写作》之后的又一力作。针对演说、会议、谈话、讨论、求职面试等

场合进行强化训练，大量范文的口语素材，并附有录音。

采用让学生从知识和情感两方面充分“参与”的教学策略，话题和材料能照顾到不同背景

的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确保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提供丰富、现代、纯正的英语阅读和视听资源，与口语训练紧密结合

融入丰富的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力

配套网站www.insideout.net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是世界各地教师交流的平台

英语会话与演讲教程

口语教程

◆

    
◆

◆

◆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版） 

学生用书（附Multi-ROM）

预备级 978-7-5446-2568-5
第1册 978-7-5446-5346-6
第2册 978-7-5446-5323-7
第3册 978-7-5446-5324-4
第4册 978-7-5446-5325-1

35.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教师用书（附测验CD）

预备级 978-7-5446-2570-8
第1册 978-7-5446-2583-8
第2册 978-7-5446-2575-3
第3册 978-7-5446-2504-3
第4册 978-7-5446-2600-2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练习册（MP3下载）

预备级 978-7-5446-2571-5
第1-2册 978-7-5446-2574-6
第3-4册 978-7-5446-2502-9

16.00 元

28.00 元

28.00 元

扫码试读

（第6版）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45.00 元全一册 978-7-5446-3907-1

“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紧扣教材每讲主题，提炼内容导图，归纳学习目标，提供重难点解

析，链接专四真题，另提供课后习题精讲，包含参考答案和答题解

析。

配套PPT课件  

即将推出

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主编 刘升主编 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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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 口语/语法

◆

◆

◆

◆

◆

主编  何宁 王守仁 

对接《指南》，《口语教程》推出最新修订版。4册书是一个整

体，每册各有重点，又相互衔接。经过4个学期循序渐进、全面系统

的口语训练，学生可以有效提高英语口头表达和交际能力。

强调词汇、短语和句型积累，加强口语表达中的语言知识储备

提供大量交际性语言活动，形式多变、可操作性强

以文化背景知识为线索，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力

语料和活动设计注重传递中国文化，培养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数字化升级，搭乘外教社WE Learn APP，提供导入视频、生词解析、

对话跟读、机器打分等

“‘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版）

第1册 978-7-5446-3175-4 30.00 元

第3册
第4册

第2册 978-7-5446-3176-1 26.00 元
978-7-5446-3177-8
978-7-5446-3178-5

28.00 元
33.00 元

第1版

44.00 元
55.00 元
55.00 元

978-7-5446-6098-3
978-7-5446-7213-9

978-7-5446-6662-6
978-7-5446-6469-1

口语教程：基础口语
口语教程：英语口语
英语演讲与辩论（一）
英语演讲与辩论（二）

第2版New

主编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的姊妹版，难度较低

体系新颖、内容充实、结构严谨

贯彻语言结构的“层次性”理念

语法结构和词汇意义有机联系

练习针对性强

◆

◆

◆

◆

◆

曾获“华东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一等奖”以及“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
教材一等奖”。自1983年初版问世以来，经过5次修订，几十次印刷，累计印数达数百万

册，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New 主编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简明教程

78.00 元

42.00 元
学生用书  978-7-5446-7196-5

教师用书  978-7-5446-4910-0

◆

◆

◆

◆

◆

◆

◆

由章振邦教授参照系统功能语法体系，结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而推出

兼具教科书和参考书双重功能

建立了架构清晰、内容详尽、切合实用的英语教学语法体系

重新界定了多个英语语法概念，理顺了英语结构的层次

内容丰富，解析清晰，有效提高学习者英语使用的准确

精选语料，不仅体现用法上的典型性，更重视育人价值

练习编写循序渐进，满足了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元26.00 全一册（附MP3下载） 978-7-5446-2952-2

◆

◆

◆

复杂任务拆分操练

讲解—示范—实训

生动—简便—实效

 编者  Ian Smallwood

　　著名英语教育专家IanSmallwood先生继《大学英语创意阅读》《大学英语创意口语》

和《大学英语创意写作》之后的又一力作。针对演说、会议、谈话、讨论、求职面试等

场合进行强化训练，大量范文的口语素材，并附有录音。

采用让学生从知识和情感两方面充分“参与”的教学策略，话题和材料能照顾到不同背景

的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确保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提供丰富、现代、纯正的英语阅读和视听资源，与口语训练紧密结合

融入丰富的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差异的认知力

配套网站www.insideout.net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也是世界各地教师交流的平台

英语会话与演讲教程

口语教程

◆

    
◆

◆

◆

流畅英语口语教程（第二版） 

学生用书（附Multi-ROM）

预备级 978-7-5446-2568-5
第1册 978-7-5446-5346-6
第2册 978-7-5446-5323-7
第3册 978-7-5446-5324-4
第4册 978-7-5446-5325-1

35.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48.00 元

教师用书（附测验CD）

预备级 978-7-5446-2570-8
第1册 978-7-5446-2583-8
第2册 978-7-5446-2575-3
第3册 978-7-5446-2504-3
第4册 978-7-5446-2600-2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38.00 元

练习册（MP3下载）

预备级 978-7-5446-2571-5
第1-2册 978-7-5446-2574-6
第3-4册 978-7-5446-2502-9

16.00 元

28.00 元

28.00 元

扫码试读

（第6版）新编英语语法教程

45.00 元全一册 978-7-5446-3907-1

“首届全国优秀教材二等奖”

紧扣教材每讲主题，提炼内容导图，归纳学习目标，提供重难点解

析，链接专四真题，另提供课后习题精讲，包含参考答案和答题解

析。

配套PPT课件  

即将推出

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主编 刘升主编 刘升

2322



全一册 978-7-5446-3127-3   35.00  元 全一册 978-7-5446-3297-3   25.00  元全一册 978-7-5446-3272-0   17.00  元 元全一册 978-7-5446-3296-6   18.00   

阅读教程（第2版） 主编  蒋静仪

快速阅读与词汇扩展 主编  蒋静仪

978-7-5446-3120-4
978-7-5446-3121-1

17.00 元
19.00 元

978-7-5446-3122-8
978-7-5446-3123-5

18.00 元
22.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

课前阅读：从诠释名人名言切入，引出本单元主

题，激活学习者思维

课中阅读：每一主题下的4篇文章以不同的形式、

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或论证类似主题

课后阅读：促进学习者与文章作者以及其他学习

者的互动，通过阅读来发展自己的观点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强调“词块”阅

读，提高阅读速度和效果

每册15单元，每单元由快速阅读文章和3个板块练

习组成

I AM A FAST READER （针对快速阅读文章设计

检测类客观练习）、I AM MORE THAN A FAST 

READER（围绕词语搭配设计多种练习）、I AM 

A REFLECTIVE READER（从文章内容和词汇用

法方面作学习总结）

元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3118-1

978-7-5446-3119-8     19.00 

     19.00 
第1册
第2册

第4册
第3册

第1-2册

第3-4册

978-7-5446-5302-2 38.00 
978-7-5446-5303-9 38.00 
978-7-5446-5304-6 38.00 
978-7-5446-5305-3 38.00 

元

元

元

元

学生用书（附DVD光盘）

专业核心课程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 阅读/写作

  英语交际实用写作
（第2版） 主编   张世耘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

   主编   程爱民  祁寿华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手册

主编   黄国文 等

英语新闻写作（第2版）

            主编   丁言仁

主编 唐慧心

◆ 选文有一定长度，话题新颖，适合

培养良好的深度阅读习惯

◆ 共4册，配有教师用书2册，提供背

景知识、补充信息、课文难点、练

习答案、参考译文等

◆ 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

学生用书

第1册 978-7-5446-3323-9 
第2册 978-7-5446-3324-6
第3册 978-7-5446-3325-3
第4册 978-7-5446-3326-0

32.00 元

教师用书

第1-2册 978-7-5446-3327-7
第3-4册 978-7-5446-3328-4

23.00 元
23.00 元

36.00 元
36.00 元
36.00 元

英语泛读新教程（第2版）

主编  王星

教师用书

978-7-5446-3184-6 19.90 元 1-2册 978-7-5446-3188-4 12.50元
978-7-5446-3185-3 15.00 元
978-7-5446-3186-0 24.00 元
978-7-5446-3187-7 23.00 元

学生用书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

◆

◆

◆

英语专业写作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4年

级，注重写作的基础训练

涵盖英语作文中常用体裁和

写作方法

大量典型性范文

强调写作内容与形式并重，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形成自

己观点，并用适当的形式表

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主编  邹申

◆

◆

◆

◆

第4册 978-7-5446-5901-7 33.00 元 978-7-5446-3155-6 19.00 元

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

第1册 978-7-5446-5898-0 25.00 元 978-7-5446-3152-5 14.00 元
第2册 978-7-5446-5899-7 31.00 元 978-7-5446-3153-2 18.00 元
第3册 978-7-5446-5900-0 39.00 元 978-7-5446-3154-9 17.00  元

写作教程（第2版）
曾获 “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2011）”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年级下学期至4年级

上学期；单元设计融合国内外先进的写作

教学模式，强调写作过程的教学

第1册：句子写作、应用文写作等

第2册：段落写作 　

第3册：不同文体写作

第4册：学术（毕业）论文写作

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配套PPT课件  主编  赵文书  王守仁

“泛”：内容呈百科知识性，涉及英语国家各个领域；文体呈多样性，精选记叙、说明、议

论、新闻、广告、小说、诗歌、戏剧等语言风格不同的各类语篇

“读”：提供全面系统的阅读训练；新增具有可操作性的“批判性阅读”内容，将思辨能力的

培养融入阅读能力的提升当中

“专业内涵”：全新WE Learn APP，补充内容依托式阅读训练

“中国元素”：关注中国题材，凸显中国元素。引导对中外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增强对祖国

文化的认同

对标《指南》，《泛读教程》推出最新版本《英语阅读》。

扫码试读

“‘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泛读教程(第2版）

参考答案

978-7-5446-6619-0
978-7-5446-6817-0
978-7-5446-6818-7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978-7-5446-6620-6

英语阅读

参考答案

978-7-5446-5297-1 44.00 
978-7-5446-5298-8 46.00 
978-7-5446-5310-7 47.00 
978-7-5446-5301-5 49.00 

第1册
第2册

第4册
第3册

978-7-5446-3183-9 15.00 元

元

元

元

元

58.00 
69.00 
68.00 

25.00 

元

元

元

元

英语阅读
（手机端、网页端） PPT 课件

New

覆盖教材主要学习内容，包含课文、习题及

参考答案，新增学习目标、词汇拓展、课文

概要、语句注释等。

支持Web端和App端两种学习模式，包含课文学

习、在线答题、阅读数据记录和统计等功能，

另补充Reading Skill拓展内容及阅读训练。

即将推出第3版

包括便笺、私人信函、公务/
商 务 函电。全 书 共 3 6 个单
元，可供36周使用。

本书几乎涵盖学术科研写
作的各个重要方面，广度
和深度适中。

第2版更新了概念和例子，
刷新了新闻的时效性，侧
重广播新闻。

专为英专学生撰写毕业论
文而设计，强调“以过程
为导向”的写作方法。

◆

2524



全一册 978-7-5446-3127-3   35.00  元 全一册 978-7-5446-3297-3   25.00  元全一册 978-7-5446-3272-0   17.00  元 元全一册 978-7-5446-3296-6   18.00   

阅读教程（第2版） 主编  蒋静仪

快速阅读与词汇扩展 主编  蒋静仪

978-7-5446-3120-4
978-7-5446-3121-1

17.00 元
19.00 元

978-7-5446-3122-8
978-7-5446-3123-5

18.00 元
22.00 元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

课前阅读：从诠释名人名言切入，引出本单元主

题，激活学习者思维

课中阅读：每一主题下的4篇文章以不同的形式、

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或论证类似主题

课后阅读：促进学习者与文章作者以及其他学习

者的互动，通过阅读来发展自己的观点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强调“词块”阅

读，提高阅读速度和效果

每册15单元，每单元由快速阅读文章和3个板块练

习组成

I AM A FAST READER （针对快速阅读文章设计

检测类客观练习）、I AM MORE THAN A FAST 

READER（围绕词语搭配设计多种练习）、I AM 

A REFLECTIVE READER（从文章内容和词汇用

法方面作学习总结）

元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3118-1

978-7-5446-3119-8     19.00 

     19.00 
第1册
第2册

第4册
第3册

第1-2册

第3-4册

978-7-5446-5302-2 38.00 
978-7-5446-5303-9 38.00 
978-7-5446-5304-6 38.00 
978-7-5446-5305-3 38.00 

元

元

元

元

学生用书（附DVD光盘）

专业核心课程 . 新世纪英语专业系列 . 阅读/写作

  英语交际实用写作
（第2版） 主编   张世耘

英语学术论文写作纲要

   主编   程爱民  祁寿华

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手册

主编   黄国文 等

英语新闻写作（第2版）

            主编   丁言仁

主编 唐慧心

◆ 选文有一定长度，话题新颖，适合

培养良好的深度阅读习惯

◆ 共4册，配有教师用书2册，提供背

景知识、补充信息、课文难点、练

习答案、参考译文等

◆ 适用英语专业1-2年级

学生用书

第1册 978-7-5446-3323-9 
第2册 978-7-5446-3324-6
第3册 978-7-5446-3325-3
第4册 978-7-5446-3326-0

32.00 元

教师用书

第1-2册 978-7-5446-3327-7
第3-4册 978-7-5446-3328-4

23.00 元
23.00 元

36.00 元
36.00 元
36.00 元

英语泛读新教程（第2版）

主编  王星

教师用书

978-7-5446-3184-6 19.90 元 1-2册 978-7-5446-3188-4 12.50元
978-7-5446-3185-3 15.00 元
978-7-5446-3186-0 24.00 元
978-7-5446-3187-7 23.00 元

学生用书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

◆

◆

◆

英语专业写作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4年

级，注重写作的基础训练

涵盖英语作文中常用体裁和

写作方法

大量典型性范文

强调写作内容与形式并重，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形成自

己观点，并用适当的形式表

达自己思想的能力 

主编  邹申

◆

◆

◆

◆

第4册 978-7-5446-5901-7 33.00 元 978-7-5446-3155-6 19.00 元

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

第1册 978-7-5446-5898-0 25.00 元 978-7-5446-3152-5 14.00 元
第2册 978-7-5446-5899-7 31.00 元 978-7-5446-3153-2 18.00 元
第3册 978-7-5446-5900-0 39.00 元 978-7-5446-3154-9 17.00  元

写作教程（第2版）
曾获 “上海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二等奖（2011）”

共4册，适用英语专业1年级下学期至4年级

上学期；单元设计融合国内外先进的写作

教学模式，强调写作过程的教学

第1册：句子写作、应用文写作等

第2册：段落写作 　

第3册：不同文体写作

第4册：学术（毕业）论文写作

配套WE Learn数字课程   配套PPT课件  主编  赵文书  王守仁

“泛”：内容呈百科知识性，涉及英语国家各个领域；文体呈多样性，精选记叙、说明、议

论、新闻、广告、小说、诗歌、戏剧等语言风格不同的各类语篇

“读”：提供全面系统的阅读训练；新增具有可操作性的“批判性阅读”内容，将思辨能力的

培养融入阅读能力的提升当中

“专业内涵”：全新WE Learn APP，补充内容依托式阅读训练

“中国元素”：关注中国题材，凸显中国元素。引导对中外文化进行分析、比较，增强对祖国

文化的认同

对标《指南》，《泛读教程》推出最新版本《英语阅读》。

扫码试读

“‘十三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泛读教程(第2版）

参考答案

978-7-5446-6619-0
978-7-5446-6817-0
978-7-5446-6818-7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978-7-5446-6620-6

英语阅读

参考答案

978-7-5446-5297-1 44.00 
978-7-5446-5298-8 46.00 
978-7-5446-5310-7 47.00 
978-7-5446-5301-5 49.00 

第1册
第2册

第4册
第3册

978-7-5446-3183-9 15.00 元

元

元

元

元

58.00 
69.00 
68.00 

25.00 

元

元

元

元

英语阅读
（手机端、网页端） PPT 课件

New

覆盖教材主要学习内容，包含课文、习题及

参考答案，新增学习目标、词汇拓展、课文

概要、语句注释等。

支持Web端和App端两种学习模式，包含课文学

习、在线答题、阅读数据记录和统计等功能，

另补充Reading Skill拓展内容及阅读训练。

即将推出第3版

包括便笺、私人信函、公务/
商 务 函电。全 书 共 3 6 个单
元，可供36周使用。

本书几乎涵盖学术科研写
作的各个重要方面，广度
和深度适中。

第2版更新了概念和例子，
刷新了新闻的时效性，侧
重广播新闻。

专为英专学生撰写毕业论
文而设计，强调“以过程
为导向”的写作方法。

◆

2524















对比语言学（第2版） 主编：许余龙

高级英语词汇学（第2版） 主编：汪榕培

高级英语词汇学文献选读 主编：汪榕培

功能语篇分析 主编：黄国文

功能语言学导论 主编：朱永生

普通语言学 主编：王德春

双语词典编纂导论（第2版） 主编：李明一

现代句法学 主编：梅德明

现代语义学（第2版） 主编：束定芳

应用语言学高级教程 主编：贾冠杰

英汉语比较导论（第2版） 主编：魏志成

英语修辞学 主编：胡曙中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 主编：杨惠中

语篇语言学导论 主编：胡曙中

语言测试（第2版） 主编：邹  申

语用学 主编：何兆熊

翻译学导论（第2版） 主编：吕  俊

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第2版） 主编：萧立明

978-7-5446-1819-9 38.00元 

978-7-5446-1706-2 35.00元

978-7-5446-1775-8 31.00元

978-7-81095-751-9 12.00元

978-7-81095-091-6 14.50元

978-7-5446-2375-9 49.00元

978-7-5446-1947-9 36.00元

978-7-5446-0556-4 29.00元

978-7-5446-3108-2 13.50元

978-7-81095-492-1 13.50元

978-7-5446-1679-9 65.00元

978-7-81080-382-3 18.80元

978-7-81080-373-1 18.60元

978-7-5446-2643-9 28.00元

978-7-5446-2697-2 40.00元

978-7-5446-2338-4 28.00元

33.00元978-7-5446-2002-4

978-7-5446-1823-6 25.00元

英语词汇学
主编   汪榕培 王之江

全一册 978-7-5446-3316-1       26.00 元

现代外语教育学（第2版）
                                           主编   舒白梅

◆

◆

◆

学生用书 978-7-5446-3198-3 35.00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3291-1 32.00 元

现代英语修辞学

◆

◆

◆

◆

978-7-5446-5308-4   49.00 元 978-7-5446-3276-8    37.00 元 978-7-5446-3279-9    49.00 元

英语词汇学 英语词汇学实践 英语词汇学手册

培养方向课程 . 英语专业语言学方向课程 培养方向课程 . 英语专业国别与区域方向课程

本书共18章，分为7个部分，讨论了外语教与学所

涉及的基本概念、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

能、课堂组织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学评

估和教学补救手段、教师自我发展等问题

适用对象是各级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也可作

为在职英语教师、英语教研员以及英语教学法硕

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教师用书共15章，每章包括：教学指南（由于章

节顺序与内容有调整，此节说明本章与学生用书

所对应的章节，以及扩展或增补的内容和原因）

学习目标、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学内容的实施、

问题与任务的参考答案、术语解释和参考书

由《英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实践》和《英语

词汇学手册》3本组成，配套使用

《英语词汇学》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英

语词汇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英语词汇的构成、

意义、运用和认知，基本涵盖所有与英语词汇有

关的内容

《英语词汇学实践》提供大量与《英语词汇学》

对应的练习，巩固学习成果

《英语词汇学手册》（英文）汇编了各国外语言

学书籍中与《英语词汇学》有关的英文材料，省

去学生和教师查阅资料的麻烦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修辞活动的要素、

词汇的修辞、句子的修辞、段落的修辞、语篇的修

辞、语篇的种类、语体、修辞手段、理论阐释、传

统与发展等等。

 主编   胡曙中

“英语类专业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教材”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

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人才培养在素质、能力和知识方面的要求编写，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外交外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等领域的

相关知识，建构跨学科知识体系，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英语类专业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教材
总主编 李岩松

New

国际组织概览 主编   戴惠萍 郭鑫雨

涵盖有代表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联合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欧盟、

世界银行等

介绍国际组织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成员情况、运作方式、主要功能

详细的阐释搭配灵活的练习，有利于学生从多角度了解国际组织知识，增

强国际交流能力

◆

◆

◆

外交外事礼仪 主编   李战子

遵循“从术到道”的原则编排课文

词汇、注释与练习紧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外事礼仪等领域

丰富多样的案例可供教学分析、思考和探索，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外

交外事素养

◆

◆

◆

全一册  978-7-5446-6629-9     49.00 

联合国概况 联合国新闻部 编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译

联合国官方授权出版，介绍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情况，包括：

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主要职责及其对全世界人民的重要性；

联合国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人权、人道主义行动和国际法

方面的工作情况；

历史大背景下联合国的各项维和行动；

有关联合国会员国和机构组成的最新信息。

◆

◆

◆

◆

中英双语(共两册)  978-7-5446-6097-6         139.00 元

学生用书 978-7-5446-6040-2    43.00 元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6041-9     30.00 元

扫码试读

3332



对比语言学（第2版） 主编：许余龙

高级英语词汇学（第2版） 主编：汪榕培

高级英语词汇学文献选读 主编：汪榕培

功能语篇分析 主编：黄国文

功能语言学导论 主编：朱永生

普通语言学 主编：王德春

双语词典编纂导论（第2版） 主编：李明一

现代句法学 主编：梅德明

现代语义学（第2版） 主编：束定芳

应用语言学高级教程 主编：贾冠杰

英汉语比较导论（第2版） 主编：魏志成

英语修辞学 主编：胡曙中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 主编：杨惠中

语篇语言学导论 主编：胡曙中

语言测试（第2版） 主编：邹  申

语用学 主编：何兆熊

翻译学导论（第2版） 主编：吕  俊

英汉比较研究与翻译（第2版） 主编：萧立明

978-7-5446-1819-9 38.00元 

978-7-5446-1706-2 35.00元

978-7-5446-1775-8 31.00元

978-7-81095-751-9 12.00元

978-7-81095-091-6 14.50元

978-7-5446-2375-9 49.00元

978-7-5446-1947-9 36.00元

978-7-5446-0556-4 29.00元

978-7-5446-3108-2 13.50元

978-7-81095-492-1 13.50元

978-7-5446-1679-9 65.00元

978-7-81080-382-3 18.80元

978-7-81080-373-1 18.60元

978-7-5446-2643-9 28.00元

978-7-5446-2697-2 40.00元

978-7-5446-2338-4 28.00元

33.00元978-7-5446-2002-4

978-7-5446-1823-6 25.00元

英语词汇学
主编   汪榕培 王之江

全一册 978-7-5446-3316-1       26.00 元

现代外语教育学（第2版）
                                           主编   舒白梅

◆

◆

◆

学生用书 978-7-5446-3198-3 35.00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3291-1 32.00 元

现代英语修辞学

◆

◆

◆

◆

978-7-5446-5308-4   49.00 元 978-7-5446-3276-8    37.00 元 978-7-5446-3279-9    49.00 元

英语词汇学 英语词汇学实践 英语词汇学手册

培养方向课程 . 英语专业语言学方向课程 培养方向课程 . 英语专业国别与区域方向课程

本书共18章，分为7个部分，讨论了外语教与学所

涉及的基本概念、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

能、课堂组织和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教学评

估和教学补救手段、教师自我发展等问题

适用对象是各级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也可作

为在职英语教师、英语教研员以及英语教学法硕

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教师用书共15章，每章包括：教学指南（由于章

节顺序与内容有调整，此节说明本章与学生用书

所对应的章节，以及扩展或增补的内容和原因）

学习目标、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学内容的实施、

问题与任务的参考答案、术语解释和参考书

由《英语词汇学》《英语词汇学实践》和《英语

词汇学手册》3本组成，配套使用

《英语词汇学》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以英

语词汇为研究对象，主要讨论英语词汇的构成、

意义、运用和认知，基本涵盖所有与英语词汇有

关的内容

《英语词汇学实践》提供大量与《英语词汇学》

对应的练习，巩固学习成果

《英语词汇学手册》（英文）汇编了各国外语言

学书籍中与《英语词汇学》有关的英文材料，省

去学生和教师查阅资料的麻烦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修辞活动的要素、

词汇的修辞、句子的修辞、段落的修辞、语篇的修

辞、语篇的种类、语体、修辞手段、理论阐释、传

统与发展等等。

 主编   胡曙中

“英语类专业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教材”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英

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对人才培养在素质、能力和知识方面的要求编写，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外交外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等领域的

相关知识，建构跨学科知识体系，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英语类专业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课程教材
总主编 李岩松

New

国际组织概览 主编   戴惠萍 郭鑫雨

涵盖有代表性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联合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欧盟、

世界银行等

介绍国际组织的历史渊源、组织架构、成员情况、运作方式、主要功能

详细的阐释搭配灵活的练习，有利于学生从多角度了解国际组织知识，增

强国际交流能力

◆

◆

◆

外交外事礼仪 主编   李战子

遵循“从术到道”的原则编排课文

词汇、注释与练习紧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外事礼仪等领域

丰富多样的案例可供教学分析、思考和探索，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外

交外事素养

◆

◆

◆

全一册  978-7-5446-6629-9     49.00 

联合国概况 联合国新闻部 编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译

联合国官方授权出版，介绍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情况，包括：

联合国的运作方式、主要职责及其对全世界人民的重要性；

联合国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人权、人道主义行动和国际法

方面的工作情况；

历史大背景下联合国的各项维和行动；

有关联合国会员国和机构组成的最新信息。

◆

◆

◆

◆

中英双语(共两册)  978-7-5446-6097-6         139.00 元

学生用书 978-7-5446-6040-2    43.00 元

元

教师用书 978-7-5446-6041-9     30.00 元

扫码试读

3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