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全国外语教师语言测评和教学、科研能力 

提升系列研修班——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 

邀请函 
 

各有关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的精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推动高校英语教学与科研发展，满足广大外语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出

版社国际语言研究与发展中心和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以下简称“网培中

心”）将共同举办全国外语教师语言测评和教学、科研能力提升系列研修班——

外语教学中的行动研究，特邀请相关人员参加。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时间和地点 

1.报到时间、地点 

2016年 12月 1日 14:00-18:00；12月 2日 07:45-08:15；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办公区）C座一楼大厅。 

2.上课时间 

2016年 12月 2-3 日 8:30-17:00。 

3.上课地点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办公区）A座 4层（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北

三环马甸桥东南角）。 

二、 研修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讲人 地点 

12.2 

上午 

8:30-11:30 

行动研究是什么？ 

为什么？ 

如何做？ 

 

王蔷 
A 座 4层 

下午 

13:30-17:00 
行动研究中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孙晓慧 

胡亚琳 

A 座 4层 

 

12.3 

上午 

8:30-11:30 
行动研究与教师反思 

罗少茜 

马欣 
A 座 4层 

下午 

13:00-15:00 
行动研究报告撰写与案例分析 

陈则航 

钱小芳 
A 座 4层 



三、 研修要求 

为了增强效果，本期研修班开设“学员研究设计分析与点评”环节，请各位

参训教师提前准备本人的研究设计，以期研修期间与专家交流并进一步完善。有

意参加此环节的学员请于 11 月 21 日之前将本人研究论文电子版发至

heptraining@163.com，并在邮件主题注明：“行动研究+姓名+学校”，附件请以

相同的“行动研究+姓名+学校”命名。 

四、 研修人员 

高等学校承担英语专业或公共英语教学任务或相近课程教学任务的在职教

师。各高校应优先推荐青年骨干教师参加。 

五、 报名和收费 

1.网上报名 

请登录网培中心网站（www.enetedu.com），在“选课中心”

下“同步直播课程”模块注册报名或者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网培

中心微信号 enetedu后，在“学习中心”板块注册报名，主办方只

接受这一种报名方式。 

2.报名截止日期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为保证研修效果，研修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

期间额满为止。 

3.收费 

培训费 1000元/人，交通及其他食宿费用自理。 

4.缴费方式及发票 

缴费方式分两种： 

（1）汇款 

汇款账户名：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汇款账号：0200004109004616104。 

开户行：工行北京东四支行。     

个人报名请务必以本人真实姓名和账户汇款，学校集体报名请以学校名称和

账户汇款。请您在汇款单附言中注明“外语培训+姓名+学校”字样，以便查收。

汇款截止日期为 11月 30日，主办方于 11月 30 日-12月 2日统一查收款项。 

（2）现场缴费 

报到时可以缴纳现金或者去高教社财务处刷卡缴费（限报到当日）。 

发票抬头以学员本人在网培中心网站（www.enetedu.com）的课程报名信息

为准，请您务必确认信息准确，发票开出恕不退换。 

六、 结业与证书 

参加研修班的学员完成学习后由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颁发“高等学

校教师培训证书”（电子证书），证书由学员在网上自助打印。对获得证书的教

师，所在学校应承认其参加研修班的经历，记入继续教育学时。 



七、 住宿 

主办方不负责安排学员住宿，只向学员推荐培训地点周边宾馆，请学员提前

自行预订房间。 

1.辽宁饭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 号，马甸桥西南角路西，

距培训地点约 150米。电话：010-62015588。高教社协议价：标间 268元/间。 

2.北京德胜饭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 14 号，距离培训地点约

50米。电话：400-808-6868。高教社协议价格：300元/间（不含早餐）。 

3.7 天连锁酒店北京马甸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2号马甸桥东南

角路东，距培训地点约 30米。电话：010-82284388。价格：250-350元/间。 

4.7 天连锁酒店北京马甸二店。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乙 6号马甸桥

东南角路东，距培训地点约 100 米。电话：010-62363100。价格：250-350 元/

间。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58556554，010-58581799。 

E-mail:heptraining@163.com。 

相关网站和微信平台信息 

网培中心网站：www.enetedu.com；  

中国外语网：www.cflo.com.cn； 

高教社学术交流 QQ平台：168478737；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高教社外语”，二维码如右： 

 

附件：1.专家简介 

      2.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办公区）交通指引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代章） 

2016年 10 月 12 日 

http://www.enetedu.com/
http://www.cflo.com.cn/


附件 1： 

 

专家简介 

 

1. 王蔷 

英国华威大学应用语言学与教师教育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外语

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参与主持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普

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与修订工作，担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

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语教学研究分会教师教育与发展部常务理

事会会长。承担国家及省部级课题、横向课题和校级课程改革课题多项。主要从

事语言学习理论、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师教育、行动研究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主要代表著作：《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英语教师行动研究》等。她

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相关论文近百篇，主编了经教育部审查通过的新课

程改革小学、初中和高中英语系列教材。 

2. 罗少茜 

香港中文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促进学习：二语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和《任务型语言教学》。主

持和参与多项科研项目，研究领域包括任务型语言教学、语言测试及英语教师教

育。 

3. 陈则航 

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英文系主任。

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教学、英语教师教育、网络教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

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发表相关论文 20余篇，主要代表著作：《网络教师培

训的参与式设计探索——中英两国国际合作过程研究》《英语阅读教学与研究》；

主编、参编相关学术著作及英语教材多部。2009 和 2014年分别主持教育部人文

社科青年项目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两项，参与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

研究课题。 

4. 马欣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专业教师，英语教师培训者。参与了多项教育部

和北京市的英语教学和教师教育的课题研究，以及英语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教

材编写，还作为独立作者出版了一本家庭教育著作《教育正能量》。自 2007 年以

来，作为北师大王蔷教授团队成员，参与国内多项高校与基础教育合作英语教师

行动研究项目，并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汇报。 

5. 钱小芳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外语教师

教育、社会语言学、语言测试等。近年参与和主持多项省部级项目，国内外发表

论文数十篇。同时，参与多项外语教师教育研究与培训项目，指导多名中小学英

语教师完成行动研究课题和研究报告的撰写，其中多名教师获得北京市优秀论文

http://bbs.freekaoyan.com/forum-480-1.html


一等奖。 

6. 孙晓慧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应用语言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

学院英文系讲师。主要从事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二语习得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工作。主编学术著作及教材五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科自主科研项目一项。主

要代表作为：《高中英语备课组内教师合作与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从现象学研

究视角》。同时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多次参加以“行动研究”为主题的国

家及省部级课题和培训活动。 

7. 胡亚琳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在读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外语教

育、外语教师教育和行动研究等。近年以主要团队成员参与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的

重点科研项目包括：北京市“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实践取向的教师教育

模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招标课题“中小学生学科能力表现研

究”等。目前已在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合作出版编著一部，另有多篇与一线

英语教师合作撰写的行动研究报告在全国优秀论文评选活动荣获一等奖。 

 

 

 

 

 

 

 

 

 

 

 

 

 

 

 

 

 

 

 

 

 

 

 

 

 

 

 



附件 2：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办公区）交通指引 

 

从各机场、火车站前往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办公区）线路： 

 

起点 交通方式 到站 时间 费用 

首都机场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45分钟 约 90元 

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公主坟线）马甸桥站 约 2小时 约 21元 

地铁 

机场快轨→三元桥站→地铁 10 号线→健德门站

（D 口）→出租车（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

南角） 

约 1 小时

40 分 
约 45元 

南苑机场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1小时 约 85元 

北京站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30分钟 约 40元 

公共交通 
地铁 2 号线→积水潭站（B 口）→积水潭桥东站

→885 路/特 13路→马甸桥南站 
约 50分钟 约 6元 

北京南站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35分钟 约 45元 

公共交通 

地铁 4号线→西直门站→地铁 2号线→积水潭站

（B口）→积水潭桥东站→885 路、特 13路→马

甸桥南站 

约 50分钟 约 6元 

北京西站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30分钟 约 35元 

地铁 

地铁 9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地铁 4号线→西直

门站→地铁 2 号线→积水潭站（B 口）→积水潭

桥东站→885 路/特 13路→马甸桥南站 

约 1小时 约 6元 

公交车 
694 路/387路→马甸桥东站； 

特 13 路→马甸桥南站 
约 1小时 约 6元 

北京北站 

出租车 高等教育出版社（马甸桥东南角） 约 15分钟 约 20元 

地铁 
地铁 2 号线→积水潭站（B 口）→积水潭桥东站

→885 路/特 13路→马甸桥南站 
约 40分钟 约 5元 

公交车 西直门外站→运通 104 路→马甸桥东站 约 50分钟 约 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