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大学外语教学部简介 

 

一、学院院标 

 

二、学院简介 

    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的前身为沈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

教研部，成立于 1986 年，承担着全校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大学俄

语、日语本科教学，（非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及“课程与教学论（英

语方向）”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部门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中心

任务，全面深化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与创新，主动服务学校学科与专业



建设和教育国际化。 

   大学外语教学部拥有一支业务能力强，专业理论精，综合素质高

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85 人，其中专任教师 80人。专任教师中教

授 6 人，副教授 28 人，讲师 46 人。3 人具有博士学位，2 人博士在

读，73 人具有硕士学位，多名教师具有国外留学经历。部门现有辽

宁省优秀教师 1人，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4 人。 

    目前部门拥有课程与教学论（英语）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

硕士生导师 15 人。2003 年大学外语教学部首次招收“课程与教学论

（英语方向）”硕士研究生。到目前为止，共招收 18 届近 400 名硕士

研究生，部门现有全日制研究生 32 人。部门一直注重提升研究生的

道德品质、学术能力和综合素质。加强导师培训，强化导师作为研究

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和作用。狠抓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努力提

升研究生高质量就业率。 

    近年来大学外语教学部在教学、科研、育人、管理等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得到了社会和学校的广泛认可。大学外语教学部教学成果

丰硕，先后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校级教学成果奖多项。我部青年教

师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国家级、省级教学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青年教

师代表部门参加学校教学团体赛获得亚军，多人获得沈阳师范大学教

学标兵荣誉称号。大学外语教学部科研质量稳步提升，近几年来，先

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教育部产学研合作项目 2 项、教育部

“春晖计划”项目 1 项，省市级项目 20 余项；出版著作（译著）30

余部；教师发表《外语与外语教学》《当代作家评论》等国家级、省



级刊物发表论文 150 余篇。 

    大学外语教学部培养的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方向研究生就业工

作稳定，绝大部分学生走向了高校、基础教育领域，为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很多人已成为单位骨干。 

三、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040102课程与教学论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11教育学专业基础综

合 

④--无 

复试：综合英语 

同等学力加试： 

①翻译 

②基础英语 

四、导师简介 

王新:女，硕士，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二语习得与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方面，主持省级、校级教改立项

四项，曾在沈阳市“百千万育人工程”和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高校

教师比赛中，荣获“沈阳市技术能手”称号。在科研方面，先后在国

家级外语类核心期刊及省级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主持省部

级课题 6 项；主编、主译包括教材、教辅图书等 30 多册，其中《新

思路大学英语听说教程》被教育部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 



 

 

张宜：行政职务：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 

专业技术职称：教授（三级） 

社会兼职：辽宁省高等学校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外国语协

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语言学史、外语教育、外语教材编

写等 

近年来主要科研成果： 

科研项目： 

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语言学口述历史研究（编号：

13BYY004，2013/06-2016/12） 

2.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国际语言测

试理念的大学英语特色培养模式研究（编号： GPA115030，

2009/11-2011/12） 

3.辽宁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A 类）：大学英语教学的



特色化研究（编号：辽教办发（2009）90号 2009/09-2011/09） 

4.辽宁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网络和课堂的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研究（编号：辽教办发（2012）130 号 41200108021，

2012/06-2014/06） 

5.辽宁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网络和数字媒体的大

学英语听说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16436，2016/09-2018/09） 

6.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重点课题：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大学英语校

本课堂教学研究（编号：EIJYB2015-019,2014/09-2016/06） 

著作情况： 

1. 专著《中国当代语言学的口述历史》，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 专著《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012 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材编写： 

1.总主编辽宁省首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新

发展大学英语听力（1-4 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 6 月 

2.主编辽宁省第二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新

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 8 月 

学术论（译）文： 

1. “国外语言学史口述研究述略”，载《学术研究》，2015年第 9 期 

2. 主译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自由的文化”，载《当代作家评

论》，2011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化研究》2011 年第 6 期全文



转载 

3. 主译阿尔弗雷德·马克·亚当著“这个魔鬼是真的：巴尔加斯·略

萨没法将独裁者变成人”，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 1 期 

4. 主译乔治·维兰纽瓦 基米纳·皮尼拉·希斯尼罗斯著“过去写作

是为了不朽，如今谁还相信永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 1

期 

教学奖项： 

主持“基于国际语言测试理念的大学英语特色化教学改革”获评辽宁

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奖 2等奖（2012） 

主持“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获评辽宁省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成果 3 等奖（2018） 

荣誉奖项： 

1.第八届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奖（2012） 

2.辽宁省优秀教师（2012） 

3.沈阳市“三八”红旗手（2017） 

 



 

 

何立新:女，汉族，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硕士学位。

沈阳师范大学党代会代表，大学外语教学部学术委员会及财经委员会

委员，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专业研究生教研室主任。曾获得沈阳大学优

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女教工，优秀工会积极分子，沈阳师范

大学巾帼建功立业标兵等荣誉。研究方向为英语测试与评估，担任大

学英语和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方向）研究生英语测试与评估课程。在

教学方面，曾获得过优秀教案奖。在科研方面，著有专著《英语语言

测试理论与应用》，译著《技术文件写作》和编著 The design for 

English Teaching Games。主持过辽宁省教育厅立项和沈师教改立项。

发表论文多篇，曾在 CSSCI来源期刊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指导学生方面，指导研究生姜毅超论文获得辽宁省优秀毕业论文,

指导本科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获得二等奖及三等奖，指导多

名同学参加大学生科研立项。 



 

刘淑华: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主要从事大学英语本科教学、公共研

究生教学和课程与教学论（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研究方向为大学

外语、英语教学论和翻译实践。主持《网络多媒体环境下大学英语自

主学习能力研究》、《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现状与提升策略研究》

等课题，翻译《飓风》、《赛博人——数字时代我们如何思考、行动和

社交》等译著，发表《多媒体环境下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结构的探

索》、《外语教学中的情感过滤因素及其作用》等论文。曾被评为沈阳

师范大学巾帼建功立业标兵。 



 

 

郭锦辉:女，1990 年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学历，现任沈阳师范大学

大学外语教学部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 至 1994 年在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进修，2019 年 2 月至 7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克

拉门托分校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与英语课程论。

在教学方面，主持并参与多项沈阳师范大学教改立项，指导多名青年

教师青蓝工程项目。在科研方面，在省级以上刊物中发表教改及科研

论文 20 余篇，主编以及副主编教材《大学英语六级词汇必备》等十

余部，主译《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艺术、科学和直觉》等著作两部。主

持省级科研项目“高校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及专业发展模式研                                                  

究”等 5 项；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项。在指导学生方面，指导



多名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技能比赛并获奖，本人获得优秀指导教

师称号。指导多名学生参加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讲课大赛并获奖。 

 

杨松芳:女，中共党员，2008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翻译研究。2015

年 3 月至今，被教育部和沈阳师范大学选派到约旦安曼 TAG 孔子学院

担任中方院长。 

曾为本科生和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英语方向）硕士研究生讲授大学英

语、英语学术写作等课程；做过多场关于中国语言、文化、教育的讲

座。 

科研方面： 



著作教材 

▪出版专著 1 部《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1.5（获辽宁省教育厅高校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 

▪ 出版译著 2部《毯子变成外套》，约旦中央出版社，2019.5；《塔拉

勒，阿迪芭的儿子》，约旦中央出版社，2019.5 

▪ 待出版译著 1 部《在约旦做生意 2020》，约旦国家出版社，2020 

▪ 出版教材 1部《商务汉语培训教程》，主编，约旦国家出版社，2020 

▪ 出版国家级“十一五”规划教材 1部《新编实用英语扩展教程》第

四册，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4 

科研论文 

发表论文《文学翻译与文化误读》《异国形象研究中的文化透析》《反

思与探索：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

的培养策略>》等 20 余篇。 

在线课程 

获批 2019 年度教育部语合中心资助项目《商务汉语课程》和《汉语

水平考试 HSK 三级课程》在线课程建设。 

主持项目 

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

《纽约时报》（1990-1999）为主要研究文本”、教育部语合中心项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教学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调查研究——

以约旦和黎巴嫩为例”、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的嬗

变及其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借鉴意义”、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反思与探



索：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等各级各类项目 12 项。 

获奖情况： 

▪研究报告“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以《纽约时报》

（1990-1999）为主要研究文本”获得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

划优秀成果三等奖。 

▪ 专著《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建构》获得 2010-2012 年度沈阳

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 

▪ 获得 2010 年度“沈阳师范大学青年科研标兵”荣誉称号。 

▪ 入选 2018 年度第一批沈阳市高级人才。 

▪ 2020年，获得“辽宁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 在第十四至十九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约旦赛区决赛中，

多次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 鉴于安曼 TAG 孔子学院在中文教学和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孔

院多次获得侯赛因国王基金会“杰出教育奖”和扎哈文化中心“卓越

贡献奖”。 

 



 

 

王盈秋:女，汉族，1971年，中共党员，教授。主持国家级、省级及

校级教改课题 10 余项，参与 8 项，独立发表省级以上论文 20 余篇，

主编教材 7 本，主译 1 本，参编教材多部，指导大学生科研立项 7 项，

指导大学生英语口语与写作大赛获得奖项。本人主要研究大学英语课

程与教学、英语教学与翻译，每年指导研究生 1-2 名。 

 

高见: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副主任、硕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二语习得。本科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年来获得外研社“教学之星”

大赛辽宁省二等奖，辽宁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三等奖，主持辽宁省

教育厅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两项，辽宁省社科联项目一项，主编《全新

主题大学英语快速阅读（1）》（“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长春出版

社，2014）《新通达大学英语视听阅读教程（第 1 册）》（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15）等，主译《基因与命运》（中信出版社，2019）、《机

敏问答哲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等，在《解放军外

国语学院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马晶：女，硕士，大学外语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

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主讲课程包括大学英语精读、听力和长篇阅读以

及研究生公共英语和研究生专业选修课语用学。发表论文多篇。 



 

马鸿：女,副教授,自 1994 年毕业留校一直从事大学语教学工作。 

2010 年获硕士生导师资格。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和“大学

外语教学”。多年来一直认真研究教学方法，课堂上注意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播，还将思想道德教育融入教学

的点滴之中，使之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与道德观。在教学效果上，取

得了良好的成绩。撰写多篇论文，编写多部教材、书籍并参与多项省、

部、校级项目。 



 

刘立:男，中共党员，2003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主要从事语言学与英语教学、跨文化与翻译研究。2004-2012 担

任大学外语教学部副主任；2009-2010担任约旦安曼 TAG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2014-2019担任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戴东新：沈阳师范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硕士，博士在读，硕



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社会职务：教育部学位中心通讯评议专家，对部分学位授予单位抽检

学位论文进行通讯评议。 

研究领域：英美文学、文艺理论研究和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方向） 

基本情况： 

教育背景： 

1990.9-1994.6 沈阳师范学院    英语教育方向    本科学习 

1996.9-1999.1 大连外国语学院  英国文学方向    硕士研究生学

习 

2014年-至今  辽宁大学        文艺学方向      博士在读 

工作背景： 1994.6毕业留校任教工作至今 

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本科及研究生） 

从事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本科生教学工作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 

从事课程与教学论（英语）方向硕士研究生指导工作，指导学生论文

开题和撰写，并参与硕士研究生答辩工作 

指导学生获奖 3项  

荣获沈阳师范大学首届英语口语风采大赛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竞赛 优秀指导

教师奖 

沈阳师范大学非英语专业英语应用能力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 

学术成果 



科研项目 

主持与参与辽宁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等省部级项目 4 项 

2.译作：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译作 3 部：《雪暴》、《原子的

觉醒》和《地质科学实验》 

3.编著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致用大学英语 听说教程 》教材、

大连理工出版社出版的《全新四级真题点评》等四部 

学术论文：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等省级学报上发

表英美文学批评、翻译等论文 8 篇。 



 

张晓丹：女，硕士，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英

语教学与语言学习策略。在教学方面，多次参与沈阳师范大学教改立

项。在科研方面，在省级以上刊物中发表教改和科研文章数篇，主持

二项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并参与省级以上科研项目十余个，三次获得



省市科研成果一、二等奖。在指导学生方面，分别在 2010-2019 年指

导多名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英语技能比赛的一、二、三等奖并获得优

秀指导教师称号；指导多名学生主持大创、科研等工作。 

 

孙南南: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于 2004 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专业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于 2010 年毕业于美国东斯特拉斯堡大学，专业为阅读教育，获教育

学硕士学位。本科生主要担任大学外语雅思教学工作，研究生主讲外

语教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语言文化教学、外语教学法研

究。任教以来，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其中包括

《比较教育研究》等 CSSCI来源期刊；主持省部级科研课题 5 项，其

中包括省社科规划课题及省社科联课题等；主编或副主编教材 5 部。



完成自身的教学及科研工作之外，致力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

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注重综合能力的培养，曾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3 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大学生科研项目

多项。此外，曾指导本科生在各级各类英语演讲及写作的市赛和省赛

中取得好成绩，指导研究生在市级演讲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孟彦莉: 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汉对比研究、大学英语教

学、雅思阅读教学。多年来致力于英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研究，并充

分利用到教学当中，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书籍四部；副主编十部。

主持或参与省级和校级项目多项，论文《基于混合式教学的大学英语

写作自我效能感培养研究》（发表于 CSSCI 来源期刊《电化教育研究》），



于 2012 年 9月获沈阳市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优秀奖。 

 

 

五、主要代表性成果 

大学外语教学部人才项目一览表 

序号 人才项目名称 教师姓名 

1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 王  新 

2 辽宁省本科教学名师 张  宜 

3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 高  见 

4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 何立新 

5 沈阳市高层次人才—高级人才 王盈秋 

大学外语教学部标志性科研项目一览表（近三年） 



主持人 获批年份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获批经费

（万元） 

王新 2020年 

基于 iTEST 测评系统

的大学英语题库建设

与应用 

教育部 2019 年第二批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王新 2019年 

基于 U 校园智慧平台

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重构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合作项目 
5 

张宜 2018 年 

国际人才培养视界下

的大学英语口语教学

研究 

教育部 2018 年第一批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3 

高见 2018 年 

基于“U校园智慧教学

云平台”的大学英语

听力移动学习研究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

育研究中心 

0.5 

大学外语教学部教学成果奖获奖情况一览表（近三年） 

序号 成果名称 获奖名称 获奖级别 负责人 获奖时间 

1 

基于网络数字媒体的大

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 

辽宁省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张宜 201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