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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题报告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结 题 报 告

项目名称 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

课程“知识 -能力 -素质一体

化”模式探索与实践

项 目 类 型 一般项目

项 目 主 持 人 雷月梅

所 在 学 校 山西农业大学

起 止 年 月 2011 .7 —2014 .9

山西省教育厅



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模式

探索与实践

项目主持人 雷月梅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山西农业大学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杜广华 副教授 教学法研究 全面指导项目实施

2 孙灵芝 副教授 教学法研究 跟踪调查

3 郭珍梅 副教授 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 数据分析

4 赵 华 讲 师 英美文学教学与研究 定性分析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1 年 7 月

完成年月 2014 年 9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学软件

课件、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英美文学》（必修课）教学大纲（第 1 版、修订版），《英语国家文学作

品选读》（选修课）教学大纲（第 1 版、修订版），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评价体系

2 教材：（1）杜广华主编、郭珍梅副主编，《新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2）杜广华主编、雷月梅副主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

3
（1）老师教学活动的资料：《英美文学》多媒体课件、研究性学习资料

（2）学生教学活动的资料：课堂展示（presentation）的教案、课件；《英

美文学练习册》、课程论文；英语话剧视频资料。

4 研究报告：地方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

模式研究

5

论文：

[1] 雷月梅等.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研究.河北农业大学

学报。

[2] 雷月梅，李长萍.支架理论在高校英语文学课中的运用.教育理论与实

践。

[3] 雷月梅.解读《罗萨贝尔的疲惫》中罗萨贝尔的梦.时代文学。

[4] 赵华，雷月梅.“三生”主题下农林院校翻译教学模式探索.大学教育。

[5] 史红霞,雷月梅,宋铁花. 媒介学视角下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报业。



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立项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英美文学课程（英语专业大学三年级开设）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一

门专业课，其宗旨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

学大纲》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

能力。通过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注重培

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文学课是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为贯穿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主线是人文主义教育。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教师为教学

活动的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方法造成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教

学目标不全面。教师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没有形

成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目标系统。其次，教学控制不到位。传统的教

学方法强调师生之间的双边关系，忽视了课内与课外、教师与学生、学与做的多向

互动融合。第三，教学评价不科学。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以终结性评价

为主，这种评价方式注重结果而忽视了学习的过程，评价内容比较单一。再者，地

方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教

师学科归属感不强，学科发展趋势堪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虽然积极探索，但体现

课程特色的英美文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尚未形成。

针对地方农业院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项目实施的主要目的

是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与传统的行为主义教学模式有机结

合，立足农林院校实际，围绕课程建设，通过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理念、课程体

系、教学模式、第二课堂实践活动、评价体系、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

索和实践，探索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同发展的有效

途径，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是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文学课程

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它对于加强大学生人文素养和提升大学生综

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本课题通过采用学生为主体与教师为主导的教

学思想，统筹考虑教学诸要素，以构建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教学模式为改



革目标，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效衔接与融合。深化英美文学课程教学

改革，探索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加强

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对于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立足农林院校实际，更新了教学理念，优化了课程体系，构建了英美文

学课程一个中心、两个并重、三个阶段、四个结合的“1234 教学模式”，实现了

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一）更新教学理念。针对传统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过分注重知识的传

授而忽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过分强调师生的双边关系而忽略课内与课外、教

师与学生的多向融合、评价体系过分注重学习结果而忽视学生学习过程等现象，课

题组认为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应突出素质教育，突出其人文性和审美性，既要注重系

统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实现课内与课外、教师与学

生、学与做的多向互动融合，实行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监

控。

（二）优化课程体系。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精神，结合

地方农林院校学生的实际，建构了“英美文学必修课+英语国家文学作品欣赏选修

课”的课程体系。修订了教学大纲。修订后的必修课教学大纲根据教学要求，增加

了学时，从 54 学时增加到 64 学时；修订了学时分配，旧版教学大纲的学时分配主

要是讲授，修订版教学大纲减少了授课时数，增加了讨论时数。选修课由原来的秋

季学期上 32 学时，修订为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各上 16 学时，实现了选修课授课的

合理安排、科学设置。修订后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教学大纲，更加注重学生掌握基础

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鉴赏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升。

（三）构建“1234 教学模式”。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坚持一个中心，以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中心；强调两个并重，知识传授与创新能力培养并

重、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并重；强化三个教学阶段，不仅注重课堂教学阶段系统知

识的传授，更要强化知识唤醒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学生实践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实

现四个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导学相结合、第一课堂学习与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相结

合、知识性学习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课题组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在三个不同的教学阶段，充分考虑教

学诸要素，从课前导学、师生研讨，课堂互动、学生展示，课后实践、巩固升华，

以期全面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教学改革目标。

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知识唤醒阶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

阶段。通过三个阶段的互动融合，本项目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与行为主义教学模式

相结合，充分发挥教学诸要素的“教学增殖”功能。本项目强化三个教学阶段，不

仅注重课堂教学阶段系统知识的传授，更要强化知识唤醒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学生

实践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在知识唤醒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偏重于建构主义模式；

在授课阶段，将建构主义模式与行为主义模式相结合。本项目以《英国文学》中的

“莎士比亚”一节为例，探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具体操作。

1.知识唤醒阶段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教学活动是课内和课外的融合，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

多边互动关系。知识的唤醒阶段以支架理论为基础，这种理论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形

象表述。其主要特征为，当学生面临新的或较难的学习任务而无法独立解决时，教

师为他们提供帮助；随着学生学习能力的逐步提升，教师的帮助逐渐减少，以便把

学习责任从教师转到学生身上。支架式教学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创设情境、探索、

再探索、协作学习。本项目通过老师指导学生学习 “莎士比亚”（莎翁）一节为

例，探讨支架式教学的四个环节在地方农业院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的运作。

在创设情境环节，老师考虑到地方农业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学基础比较薄

弱，在布置预习任务时，要求学生借助课本了解“莎翁的生平”。学生在预习之后

通过多种渠道（面对面、论坛、QQ、微信）与老师互动。学生对莎翁的生平基本了

解之后，老师指导学生进入探索环节，研究作者的创作特征。之后，教师再次指导

学生通过阅读《哈姆雷特》探索作品的人文主义精神。随着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教师的指导逐步减少，最终完全撤回支架，学生建构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

再探索环节之后，以课堂小组讨论的形式进入协商环节，深化并拓宽所学知

识，完成意义建构。例如，讨论“莎翁的人文主义精神”。小组讨论时，小组内学

生之间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互相学习；小组代表发言时，通过听取其

他小组的观点，相互促进，全班学生之间互为支架。学生在教师与同伴的帮助下完



成意义建构。

2.课堂授课阶段

课堂授课阶段包括两个部分：《英美文学》必修课和《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

读》选修课的授课。必修课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选修课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知识是人的能力形成的基础，是能力的“营养”。

农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进入高年级阶段时，基本具备听说读写的技能，虽能理

解文学作品的字面意义，但在文学的基本知识方面，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方

面，需要教师的系统讲授。教师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将教学内容分成若干单元，

系统传授知识，但不是传统的满堂灌，而是将建构主义模式融入行为主义模式之

中。

以“莎士比亚”一节为例。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基础上讲授莎翁作者的创作特

征，藉此让学生系统掌握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特征。学生虽然基本了解莎翁的

生平、创作特征、《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但老师需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系

统分析莎翁的创作特征及其人文主义精神。老师还需通过引导阐释文学作品的艺术

性，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表面上看，这个阶段和传统的课堂教学不无二致，但由于学生在知识唤醒阶段

已基本把握教学内容，老师在课堂上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学习的指导者，

学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课堂变成了老师和学生之间以

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

3.学习延伸阶段

学习延伸阶段主要采用建构主义模式。这个阶段主要包括课程论文、拓展阅读

和话剧表演，以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本项目以老师指导学生撰写《哈姆雷特》的课程论文为例说明学习延伸阶段的

运作。老师指导学生细读作品，之后学生与老师进行会话性互动。老师进一步指导

学生确定选题，学生再次和老师交流，老师指导学生思考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学生

和老师进行第三次交流，老师指导学生阅读文献，确定研究内容。通过老师的一步

步指导，学生的思辨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导学+课堂讲解与课堂研究+课后作业与问题



研究，实现了系统传授知识、培养学生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目标。

本成果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1）探索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

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扭转学生应试学习、高分低能现象。通过“1234 教学模

式”，不仅传授系统知识，而且培育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2）探究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定位问题。授课阶段加强在教

师的精讲、提炼和点拨，引起学生共鸣之后，师生共同研讨，互动交流。在知识唤

醒阶段和延伸阶段通过教师课前课后导学，让学生成为教学实践的主体，让他们主

动建构知识，培养他们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处理好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中存在的“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的弊端，

更加科学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由于终结性评价注重课程学习的结果，形成

性评价注重学习的过程，两种评价方式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二、 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认真参考学习国内外与课题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首先课题组认真查阅、收

集、学习了外语教学理论，如行为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布鲁

纳的认知—发现学说、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等等，了解他们主要观点和做法，针对我

校的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进行借鉴，指导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

（二）准实验研究法

本项目以 2009 级（英美文学课程在大学三年级开设，即 2011 年秋季学期 —

2012 年春季学期）学生作为研究对象。091 班学生为实验组，092 班学生为对照

组。项目组对实验组采用建构主义模式，对照组采用行为主义模式。经过一年的探

索实践，项目组发现，实验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能够独立思考，但文学知识

不够系统；而对照组学生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但创新能力不足。

（三）比较研究法

在 2011 年秋季学期 — 2012 年春季学期对 2009 级学生教学改革探索实践的

基础上，本项目从 2012 年秋季学期 — 2014 年春季学期，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与

行为主义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对 2010 级学生（2012 年秋季学期 — 2013 年春季学



期）、2011 级学生（2013 年秋季学期 — 2014 年春季学期）进行教学改革实践，

但也经历了不断探索调整的过程。2012 年秋季学期 — 2013 年春季学期，由于老

师和学生交流不充分，对学生了解不细致，教学效果不理想。2013 年秋季学期 —

2014 年春季学期，老师通过各种手段与学生互动交流，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

性。每个学期结束时，通过让学生写心得体会，老师在总结经验和不足的基础上进

行整改。经过六年的探索实践，形成了新型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三、研究措施

本项目通过强化主体意识，改进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手段，强化实践环节；

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发掘学生的自我潜能；改革评价体系，实行多样化考核；创建

“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等措施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实现农业院

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

（一）强化主体意识，改进教学方法。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包括知识唤醒阶

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授课阶段，通过教师的精讲、提炼和点拨，引起学

生共鸣后师生共同研讨，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在知识唤醒阶

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其主动建构知

识，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实践性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

（二）改进教学手段，强化实践环节。突破了过去课堂、教师和课本为中心的

传统方式，教师和学生共同制作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课件，要求学生在课堂上进行

课堂展示。加强课外的实践环节，课前要求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观摩经典影

片，课后进行话剧表演，撰写课程论文，把学生从课堂和课本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三）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发掘学生的自我潜能。组织学生阅读英美文学名

著，欣赏经典影视作品。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和网络资源，指导学生阅读分析文学

方面的研究性论文，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组织开展了经典作品朗诵会、演讲比

赛等活动，建立英语地带协会，组织话剧社，开展了多层次、形式活泼的第二课堂

活动。

（四）改革评价体系，实行多样化考核。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实行多样化的



考核形式，更加注重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考察，实现了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有

机结合。评价方式包括传统纸质测试与多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评价指

标如下表所示：

期末试卷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其灵活

运用知识的能力，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学生学习过程以形成性评价为主，主要考察

学生在知识唤醒阶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的表现，旨在有效地引导学生主动

建构学习，使其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的有机结

合形成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五）创建“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加强英美文学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组

建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为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教学目

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终结性评价（60%） 形成性评价（40%）

期末试卷（100%） 平时成绩（100%）

客观题

（50%）

主观题

（50%）

知识唤醒阶段

（10%）

授课阶段

（50%）

学习延伸阶段

（40%）

选择题

（20%）

简答题

（30%）

与老师交流

（5%）

课堂参与

（10%）
练习册（10%）

填空题

（30%）

分析作品

（20%）

阅读作品或欣赏

经典影视作品

（5%）

小组讨论

（10%）

课程论文或话剧

表演（30%）

课堂展示

（30%）



四、本项目形成了一批物化成果

1.英美文学课程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

2.《英美文学》和《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教学大纲旧版和修订版

3.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

4.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

5.学生课程论文

6.英语演讲比赛材料

7.话剧表演视频和学生课堂展示视频

8.“英美文学研究团队”学术沙龙研究资料

9.发表研究论文 11 篇

[1] 雷月梅，范秉相.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教学模式研究.河北农

业大学学报.2016（8）.
[2] 雷月梅，李长萍.支架理论在高校英语文学课中的运用.教育理论与实

践.2014（1）.
[3] 雷月梅.解读《罗萨贝尔的疲惫》中罗萨贝尔的梦.时代文学.2012（7）.
[4] 赵华，雷月梅.“三生”主题下农林院校翻译教学模式探索.大学教

育.2017(2).
[5] 史红霞,雷月梅,宋铁花. 媒介学视角下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报业.2016(16).
[6] 史红霞，赵华，雷月梅.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莫言《欢乐》意

识流技巧比较研究.中国报业.2016（8）.
[7] 古楠，杜广华. 语境理论对语篇中词汇理解的作用.山西农业大学学

报.2014（12）.
[8] 赵华.农业院校英汉翻译过程教学之交互管理.管理学家. 2014（12）.

[9] 赵华.阅读本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途径.文化产

业.2014(12).
[10] 赵华.借“假朋友”识得中西文化之异同.时代教育.2015(7).
[11] Barbara C. Palemer, Lingzhi Sun (孙灵芝), & Judith T. Leclere. Emphasiz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inter, 2012
（Winter）

10.主编出版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2部

[1] 杜广华主编，郭珍梅副主编.《新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北

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2] 杜广华主编，雷月梅副主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五、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一）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 教学理念的创新。通过转变教学理念，改变了传统的重专业、轻人文，重

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教书、轻育人的传统教学观，把大学生的人文

素养培养和综合素质提升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使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和人文素

质培育相协调，从而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协同发展。

2. 教学模式的创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先导，以提高

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课程建设为载体，以提高英美文

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构建了英美文学课程“1234 教学模式”，实现了英美文

学课程教学的四个转变：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堂

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转变；以知识性学习为主，向研究性和实践性学习的

转变；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向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转变。

3. 评价体系的创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行多样化的考核形式，更加注重对

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监控。考核体系中，进一步细化了考核指标，强化了实践性和

研究性学习的评价力度。

（二）研究成果的应用情况

通过 6 年的探索实践，本项目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英美文学课程

的“1234 教学模式”，得到专家、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评价。

1. 在山西农业大学英语专业课程中得到推广应用。

本成果在山西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各门课程中得到推广，如综合英语、英语写

作、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教学效果良好。

2.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在每学期学校教务处和学院组织的教学工作座谈会中，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的

教学，特别是教学模式，给予了较高评价。近几年来，在各种英语大赛中，比如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大赛和写作大赛以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我

校学生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每年举办的山西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我校学生也踊跃

参与，受到好评。

3. 在本项目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和后续成果。



项目组成员潜心教学研究，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他们的学术素养和教学水

平不断提升，发表论文 11 篇，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2

部。2014 年以来，项目主持人雷月梅申报成功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组其他

成员正在主持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英语专项课

题、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等共计 5项。主持人雷月梅 2011 年获山西

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6 年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赵华于 2012 年获“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山西赛区三等奖，获

2012 年度山西省本科院校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英语组优秀奖。此外，创建

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

4. 在学校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在学校和文理学院教学督导组的教学检查评估中，通过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

大纲、教案和课件、抽查试卷和学生课程论文、随堂听课、学生座谈等方式，对该

成果的实施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具有推广和示范作用。

主持人在本项目的改革实践基础上，2014 年申报成功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在山西农业大学产生很大反响。学校进行了新闻报道，山西农业大学校报专题报道

了雷月梅对教学科研的执着追求。2015 年 1 月 30 日，在山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上，雷月梅结合自己的教学研究项目及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的经验和全校教师进行了大会交流。项目组主编的 2 部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

“十二五”规划教材已被山西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和青岛农业

大学等农林类院校作为教材使用，普遍反映良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



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4万

省教育厅 2万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合作单位经费

学校配套经费 2万

支 出 科 目
金 额

（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会议费、差旅费 1.2万 学术交流费

项目研究费、调研费 1.2万 调研费

合作交流费

必要的设备与软件费 0.3万 录制视频

管理费

其他 1.3万 办公用品、复印费

合 计
4万



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重点项目）：

（盖章）

年 月 日

五、附 件（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相关材料复印件）



（二）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成果总结



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

“知识-能力-素质一体化”模式探索与实践

成 果 总 结

雷月梅 杜广华 孙灵芝 郭珍梅 赵华



一、立项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英美文学课程（大学三年级开设）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专业

课，其宗旨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

纲》指出：“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

力。通过阅读和分析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注重培

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贯穿我国高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主线是人文主

义教育，所以英美文学课程是一门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以行为主义理论为基础，教师为教

学活动的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方法造成了三方面的问题。首先，

教学目标不全面。教师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其次，

教学控制不到位。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师生之间的双边关系，忽视课内与课外、

教师与学生、学与做的多边关系。第三，教学评价不科学。传统的教学方法以终

结性评价为主，注重学习结果而忽视学习过程。再者，地方农业院校英语专业英

美文学学科建设水平不高，文学课教师长期处于学校边缘地位，体现课程特色的

英美文学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尚未形成。

针对地方农业院校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本项目将建构主义教学模

式与传统的行为主义教学模式有机结合，立足于农林院校实际，围绕课程建设，

通过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第二课堂实践活动、评

价体系、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

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

素质。

英美文学课程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思想性和文化性，它对于加强大学生人文

素养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本项目通过采用学生为

主体与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统筹考虑教学诸要素，以构建知识、能力、素质

三维一体的教学模式为改革目标，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效衔接与融

合。深化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同

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对于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成果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立足农林院校实际，更新了教学理念，优化了课程体系，构建了英美

文学课程一个中心、两个并重、三个阶段、四个结合的“1234 教学模式”，实现

了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

1. 更新了教学理念。针对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

而忽视学生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过分强调师生的双边关系而忽略课内与课外、教

师与学生的多向融合、评价体系过分注重学习结果而忽视学生学习过程等现象，

项目组认为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应突出素质教育，突出其人文性和审美性，既要注

重系统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实现课内与课外、教师

与学生、学与做的多向互动融合，实行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

有效监控。

2. 优化了课程体系。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精神，结

合地方农林院校学生的实际，建构了“英美文学必修课+英语国家文学作品欣赏

选修课”的课程体系。修订了教学大纲。修订后的必修课教学大纲根据教学要求，

增加了学时，从 54 学时增加到 64 学时；修订了学时分配，旧版教学大纲的学时

分配主要是讲授，修订版教学大纲减少了授课时数，增加了讨论时数。选修课由

原来的秋季学期上 32 学时，修订为春季学期和秋季学期各上 16 学时，实现了选

修课授课的合理安排、科学设置。修订后的必修课和选修课教学大纲，更加注重

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鉴赏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质的提升。

3. 建立了英美文学课程“1234 教学模式”。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坚持一

个中心，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中心；强调两个并重，知识传授与

创新能力培养并重、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并重；强化三个教学阶段，不仅注重课

堂教学阶段系统知识的传授，更要强化知识唤醒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学生实践和

研究能力的培养；实现四个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导学相结合、第一课堂学习与

第二课堂实践活动相结合、知识性学习与创造性思维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

性评价相结合。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中，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进一

步强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英美文学的教学过程包括知识唤

醒阶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授课阶段，通过教师的精讲、提炼和点拨，

引起学生共鸣后师生共同研讨，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审美能力和鉴赏能力。在知



识唤醒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其

主动建构知识，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实践性和研究性

学习的能力。此外，注重改进教学手段，强化了实践环节。突破了过去课堂、教

师和课本为中心的传统方式，教师和学生共同制作英美文学课程多媒体课件，要

求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展示。加强课外的实践环节，课前要求学生阅读经典文学作

品，观摩经典影片，课后进行话剧表演，撰写课程论文，把学生从课堂和课本的

禁锢中解放出来，培养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积极开展了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组织学生阅读英美文学名著，欣赏经典影视作品。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和网

络资源，指导学生阅读分析文学方面的研究性论文，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组

织开展了经典作品朗诵会、演讲比赛等活动，建立英语地带协会，组织话剧社，

开展了多层次、形式活泼的第二课堂活动。

4. 形成了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实行多样化的考核

形式，更加注重学生平时学习过程的考察，实现了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有机

结合。评价方式包括传统纸质测试与多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评价指

标如下表所示：

终结性评价（60%） 形成性评价（40%）

期末试卷（100%） 平时成绩（100%）

客观题

（50%）

主观题

（50%）

知识唤醒阶段

（10%）

授课阶段

（50%）

学习延伸阶段

（40%）

选择题

（20%）

简答题

（30%）

与老师交流

（5%）

课堂参与

（10%）
练习册（10%）

填空题

（30%）

分析作品

（20%）

阅读作品或欣赏

经典影视作品

（5%）

小组讨论

（10%）

课程论文或话剧

表演（30%）

课堂展示

（30%）



期末试卷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其灵

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学生学习过程以形成性评价为主，主要

考察学生在知识唤醒阶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的表现，旨在有效引导学生

主动建构学习，使其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的

有机结合形成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5. 创建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加强英美文学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组

建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为实现“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的教学

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三、形成了一批物化成果

1.英美文学课程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

2.《英美文学》和《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教学大纲旧版和修订版

3.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

4.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

5.学生课程论文

6.英语演讲比赛材料

7.话剧表演视频和学生课堂展示视频

8.“英美文学研究团队”学术沙龙研究资料

9.发表研究论文 11 篇

[1] 雷月梅，范秉相.知识、能力、素质“三维一体”教学模式研究.河北

农业大学学报.2016（8）.
[2] 雷月梅，李长萍.支架理论在高校英语文学课中的运用.教育理论与实

践.2014（1）.
[3] 雷月梅.解读《罗萨贝尔的疲惫》中罗萨贝尔的梦.时代文学.2012（7）.
[4] 赵华，雷月梅.“三生”主题下农林院校翻译教学模式探索.大学教

育.2017(2).
[5] 史红霞,雷月梅,宋铁花. 媒介学视角下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

响. 中国报业.2016(16).
[6] 史红霞，赵华，雷月梅.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莫言《欢乐》

意识流技巧比较研究.中国报业.2016（8）.
[7] 古楠，杜广华. 语境理论对语篇中词汇理解的作用.山西农业大学学

报.2014（12）.
[8] 赵华.农业院校英汉翻译过程教学之交互管理.管理学家. 2014（12）.

[9] 赵华.阅读本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途径.文化产

业.2014(12).
[10] 赵华.借“假朋友”识得中西文化之异同.时代教育.2015(7).



[11] Barbara C. Palemer, Lingzhi Sun ( 孙 灵 芝 ), & Judith T. Leclere.
Emphasiz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inter, 2012（Winter）

10.主编出版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2部

[1] 杜广华主编，郭珍梅副主编.《新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
[2] 杜广华主编，雷月梅副主编.《大学英语阅读教程》（第三册）.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四、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 教学理念的创新。通过转变教学理念，改变了传统的重专业、轻人文，

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教书、轻育人的传统教学观，把大学生的

人文素养培养和综合素质提升融入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使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和

人文素质培育相协调，从而实现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协同发展。

2. 教学模式的创新。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先导，以提

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课程建设为载体，以提高英

美文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构建了英美文学课程“1234 教学模式”，实现了英

美文学课程教学的四个转变：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以课堂教学为主，

向课堂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转变；以知识性学习为主，向研究性和实践

性学习的转变；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向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转变。

（三）评价体系的创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实行多样化的考核形式，更加注

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有效监控。考核体系中，进一步细化了考核指标，强化了实

践性和研究性学习的评价力度。

五、应用情况及推广价值

通过 6年的探索实践，本项目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尤其是英美文学课

程的“1234 教学模式”，得到专家、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评价。

1. 在山西农业大学英语专业课程中得到推广应用。

本成果在山西农业大学英语专业各门课程中得到推广，如综合英语、英语写

作、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语言学，教学效果良好。

2. 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在每学期学校教务处和学院组织的教学工作座谈会中，学生对英美文学课程

的教学，特别是教学模式，给予了较高评价。近几年来，在各种英语大赛中，如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和写作大赛以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我校

学生均取得了优异成绩。在每年举办的山西平遥国际摄影节上，我校学生也踊跃

参与，受到好评。

3. 在本项目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和后续成果。

项目组成员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他们的学术素养和教学水平不断提升，

发表论文 11 篇，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2部。2014 年以

来，项目主持人雷月梅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项目组其他成员都在主

持省级项目。雷月梅于 2016 年获山西省第九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华

于 2012 年获“外教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山西赛区三等奖。此外，创建

了“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

4. 在学校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在学校和文理学院教学督导组的教学检查评估中，通过对英美文学课程的教

学大纲、教案和课件、试卷和学生课程论文抽查、随堂听课、学生座谈等方式，

对该成果的实施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具有推广和示范作用。

主持人在本项目的改革实践基础上，于 2014 年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外国文学类），在山西农业大学引起很大反响。学校进行了新闻报道，山西农

业大学校报专题报道了雷月梅对教学科研的执着追求。2015 年 1 月 30 日，在山

西农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上，雷月梅结合自己的教学研究项

目及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经验和全校教师进行了大会交流。项目组主编的

2部教材已被山西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农林类院校作为教材使用，得到了

广大师生的认可。

六、思考与建议

1.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是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深化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在教学中实现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

同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加强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

2.在英美文学课程的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三大教育功能中，要致力于其

人文和审美教育功能的实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不仅仅是传授英美文学基本知

识，而且要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引导学生成为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3.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要遵循人本性原则和创造性原则。英美文学课程

教学应以人为本，教学活动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情感和兴趣，激发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掘学生的自我学习潜能。创造性原则就是

在英美文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探究，学会思索，敢于质疑，求新

求异，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和敢于实践的精神。



二、实践探索
（一）英美文学课程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

（二）《英美文学》教学大纲旧版和修订版

《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教学大纲旧版和修订版

（三）课程问卷调查学生反馈

（四）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章节抽样

（五）《英美文学习题册》抽样

（六）学生撰写教案抽样

（七）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抽样

（八）学生课程论文抽样

（九）英语演讲比赛

（十）话剧表演视频和学生课堂展示视频

（十一）英美文学课程考试试卷



（一）英美文学课程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



英 美 文 学 课 程

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

一、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直接关系到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课堂教

学将建构主义教学理念融入到传统的教学模式之中，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

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老师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发现式和

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

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引导学生主动积极地利用现有图书资料和网上信

息，获取知识，并使学生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培养各种能力。同时，注意教学方

法的多样性，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和要求，选择相应的

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与学生的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相结合。课外学习和实践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扩展，是培养和发展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以课堂教学的内容为基础，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组织能力、

交际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课外活动面向全体学生，注意发展个性，提倡

人人参与，培养合作精神。其形式包括：课外阅读、演讲、辩论、读书报告会、

戏剧表演、编辑报纸杂志、专题访谈等。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提供了条件和

保障，也为英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

量。文学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的、多元的和全方位的教学模式，在充分利用原有

的电教设备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有条件的要逐步建设计

算机网络系统、光盘资料中心以及多媒体自修中心，为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

效率、培养学生有效的学习方法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灵活、方

便、实用和广阔的学习和实践的空间。

二、测试与评估

测试与评估是了解学生英语水平、检查教学大纲执行情况、评估教学质量、

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测试必须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行性。测试应既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

测试内容应包括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生在各个学习阶段必须掌握的语言技

能、交际能力以及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应注重检验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测试和评估的方式和方法应根据不同的课程和不同的学习阶段而

有所不同。测试中的客观题和主观题应保持合理科学的比例，高年级的课程应我

采用撰写论文、口头表述、讨论答辩等形式。

在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实行多样化的考核形式，更加注重学生平时学习过

程的考察，实现了命题考试和素质测评相结合。在评价内容方面，英美文学课程

教学实现了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评价方式包括传统纸质

测试与多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评价指标如下表所示：

终结性评价（60%） 形成性评价（40%）

期末试卷（100%） 平时成绩（100%）

客观题

（50%）

主观题

（50%）

知识唤醒阶段

（10%）

授课阶段

（50%）

学习延伸阶段

（40%）

选择题

（20%）

简答题

（30%）

与老师交流

（5%）
课堂参与（10%） 练习册（10%）

填空题

（30%）

分析作品

（20%）

阅读作品或

欣赏经典影视

作品（5%）

小组讨论（10%）
课程论文或话

剧表演（30%）

课堂展示（30%）

期末试卷以终结性评价为主，采用传统的纸质（闭卷考试）进行，包括客观

题和主观题。客观题主要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主观题考察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

能力，从而培养出一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学生。平时成绩主要考察学生在知识唤醒

阶段、授课阶段和学习延伸阶段的表现，以形成性评价为主。这种方式可以全面

考察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主动建构学习，使其创造性得到提升。

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的有相结合可以达到全面评价学生学习的目的，从而形

成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机制。



（二）《英美文学》和 《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

教学大纲旧版和修订版



《英美文学》教学大纲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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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 I》教学大纲旧版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英美文学 I

英文名称：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

课程编号：109B2086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英语专业

开课学期：2011—2012 年

学 时： 54

二、 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属于专业方

向课，是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知识，进一步学习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及英

美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因此，学生在了

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大纲中所列知识点，

力求融会贯通。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作家，读懂所

选作品。

三、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按“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写明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

分类、过程及变化倾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

把某一事实或概念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

互联系。

“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

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综合。

四、 教学进度安排表：



2

注：（上表中教学内容细化到章）

五、 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及难点

第一章. The Anglo-Saxon Period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

本章内容：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英国文学的起源，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学

难点：介绍史诗《贝尔武甫》及史诗的特点。

习题要点：史诗的概念及《贝尔武甫》中人物贝尔武甫的性格特征。

第二章 The Anglo-Norman Period（盎格鲁-诺曼时期）

本章内容：盎格鲁-诺曼时期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盎格鲁-诺曼时期的文学特征及诺曼民族对英国文学的影响，浪漫司

“Romance”及其与史诗的区别

难点：中世纪浪漫故事《加温爵士和绿林骑士》、《亚瑟王与园桌骑士》

习题要点：诺曼民族对英国文学的影响，浪漫司“Romance”及其与史诗的

区别。

第三章 Geoffrey Chaucer（杰弗雷·乔叟）

章序
讲授时

数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4

三 6

四 6

五 6

六 8

七 6

八 8

九 8

合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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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内容：十四世纪文学特征

方法：讲授

重点：英国诗歌之父乔叟和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

难点：《坎特伯雷故事集》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习题要点：通过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文体和结构的了解，要求学生掌握

十四世纪的文学特征。

第四章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时期）

本章内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莎士比亚的戏剧

难点：培根的作品

§1文艺复兴的文学

本节内容：文艺复兴的文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培根的作品

方法：讲授

重点：了解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的特征的了解

难点：分析莎士比亚的戏剧，讲授《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

想。

习题要点：通过讲授文艺复兴的特征——人文主义思想，分析莎士比亚的戏

剧，尤其是《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

§2 十四行诗的概念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选读

本节内容：十四行诗的概念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选读

方法：讲授

重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选读

习题要点：通过讲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十八首，让学生了解十四行诗的

起源及其发展。

第五章 The 17th century （十七世纪）

本章内容：十七世纪英国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玄学派诗歌和弥尔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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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班扬的《天路历程》

§1.英国玄学派诗歌及玄学派诗人 John Donne

本节内容：.英国玄学派诗歌及玄学派诗人 John Donne

方法：讲授

重点：A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的玄学特征。

难点：英国玄学派的诗歌特征

习题要点：通过让学生分析 John Donne 的典型的玄学派诗歌 A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让学生对玄学派诗歌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2. John Milton and his Paradise Lost

本节内容：弥尔顿和清教运动

方法：讲授

重点：《失乐园》

难点：《失乐园》中的人文主义精神

习题要点：分析《失乐园》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特征，了解清教运动对

文学的影响。

§3. John Bunyan and The Pilgrim’s Progress 班杨的《天路历程》

本节内容：班杨的《天路历程》

方法：讲授

重点：《天路历程》

难点：《天路历程》的寓意

习题：讲述《天路历程》中“名利场”的寓意

第六章 The 18th century （十八世纪）

本章内容：启蒙运动的特征及其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影响

方法：讲授

重点：英国小说的兴起：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斯特恩、理查逊的创作

特征

难点：前浪漫主义的文学特征。

§1. 启蒙运动的文学特征

本节内容：启蒙运动的文学特征；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的鲁滨逊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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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讽刺含义；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喜剧

史诗的特性；斯特恩的《项狄传》理查逊的《帕美拉》的现代性特征。

方法：讲授

重点：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的鲁滨逊的启蒙思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

游记》的讽刺含义

难点：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的鲁滨逊的启蒙思想；斯威夫特的《格列佛

游记》的讽刺含义

习题要点：通过对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斯特恩、理查逊的创作特征，

让学生了解这一时期小说的文学特征。

§2.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特征

本节内容：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特征及挽歌的定义，托马斯·格雷及其《墓

畔哀歌》、布莱克、彭斯的诗歌。

方法：讲授

重点：托马斯·格雷及其《墓畔哀歌》

难点：布莱克、彭斯的诗歌

习题要点：前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及挽歌的定义及“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的主题。

第七章：The Romantic Period （浪漫主义时期）

本章内容：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

难点：主要诗人和小说家。

§1.华兹华斯和柯勒津治的诗歌

本节内容：华兹华斯和柯勒津治的诗歌特征

方法：讲授

重点：华兹华斯的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

难点：“Lines”的浪漫主义特征作详细的分析

习题要点：通过赏析华兹华斯的“Lines”，说明华兹华斯的诗歌理论“诗是诗

人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6

§2. 拜伦的诗歌

本节内容：拜伦的诗歌

方法：讲授

重点：“拜伦式”的英雄的概念

难点：《唐璜》的史诗特征。

习题要点：举例说明“拜伦式”的英雄的概念及《唐璜》的史诗特征。

§3.雪莱的创作

本节内容：雪莱的创作

方法：讲授

重点：《西风颂》通过象征手法所表现的雪莱的革命思想

难点：济慈的《希腊古瓮颂》的美学思想。

习题要点：了解《西风颂》中雪莱的革命思想，赏析“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的美学思想。

§4.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创作特点

本节内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的创作特点

方法：讲授

重点：《艾凡赫》

难点：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的特征。

习题要点：分析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英国文学的贡献，并阐述简·奥斯丁在

《傲慢与偏见》中是如何塑造人物的理性的。

第八章 The Victorian Age （维多利亚时期）

本章内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的

创作特点

难点：诗人丁尼生、勃郎宁夫妇的诗歌创作特点。

§1. 狄更斯的创作

本节内容：狄更斯的创作

方法：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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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狄更斯笔下作品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

难点：“David Copperfield”中的“卡通式”人物及“扁型”和“圆型”人物

的区别，萨克雷《名利场》的历史背景和叙事特征。

习题要点：运用狄更斯的《奥利弗·退斯特》和萨克雷的《名利场》来说明

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点和缺点。

§2. 夏洛特·勃朗特、爱米丽·勃朗蒂、乔治·艾略特的小说

本节内容：夏洛特·勃朗特、爱米丽·勃朗蒂、乔治·艾略特的小说

方法：讲授

重点：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简爱的女性意识，爱米丽·勃朗蒂的《呼

啸山庄》中浪漫和现实冲突的主题

难点：乔治·艾略特的心理分析小说。

习题要点：分析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中简爱的追寻人格独立的女性意

识，分析《呼啸山庄》中浪漫和现实冲突的主题，并举例说明乔治·艾略特小说

中的心理分析。

§3.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特征、勃郎宁夫妇的诗歌创作特点

方法：讲授

重点：分析“My Last Duchess”中的戏剧独白特征

难点：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尤利西斯》的文体特征

习题要点：通过分析勃郎宁的“My Last Duchess”，讲述戏剧独白的特点，并

分析诗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第九章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二十世纪文学）

本章内容：20世纪的英国文学的特点。

方法：讲授

重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所展示的现代人及女作家伍尔夫的《到灯塔

去》的意识流手法创作特征。

难点：后现代主义创作特征，后现代主义小说家默多克、斯巴克、莱辛、福

尔斯的创作特征。

§1.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本节内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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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讲授

重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展示的现代史诗特征

难点：小说《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特征。

习题要点：分析《尤利西斯》的意识流特征。

§2. 女作家伍尔夫的创作

方法：讲授

重点：《到灯塔去》的意识流手法创作特征。

难点：《到灯塔去》的象征意义

习题要点：《到灯塔去》中的象征手法的运用。

§3.后现代主义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后现代主义小说家默多克、斯巴克、莱辛、福尔斯的创作特征

难点：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特征。

习题要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特征

六、 课程主要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和课后完成《英美文学 I》习题册。

七、课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法。不仅要牢记一些基本文学概念和文

学术语，而且要善于结合各自的语言学习，教学生如何读懂作品；要多思考，多

研究，提高自己欣赏合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以下为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八、 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分工

《英美文学 I》这门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有

密切联系。

九、 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法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试卷（闭卷考试）构成，平时成绩占 20%，期末

试卷占 80%，平时成绩以《练习册》和学生出勤为主要考核指标。

十、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参考资料：（教学参考书指为完成本课程学习

可供选用的教材）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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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经国著，《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教学参考书：

李公昭主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李公昭主编《新编文学美国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参考资料：

1．《20 世纪英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3．《英美现代主义概观》，李维屏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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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 II》教学大纲旧版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英美文学 II

英文名称：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I

课程编号：109B2087

课程类型：专业必修课

适用专业：英语专业

开课学期：2011—2012 年

学 时： 54

二、 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属于专业方

向课，是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知识，进一步学习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及英

美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因此，学生在了

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大纲中所列知识点，

力求融会贯通。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作家，读懂所

选作品。

三、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按“了解”、“理解”、“掌握”三个层次写明课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了解”：是指学生应能`辨认的科学事实、概念、原则、术语，知道事物的

分类、过程及变化倾向，包括必要的记忆。

“理解”：是指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学过的知识加以叙述、解释、归纳，并

把某一事实或概念分解为若干部分，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或与其他事物的相

互联系。

“掌握”：是指学生能根据不同情况对某些概念，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结合

事例加以运用，包括分析综合。

四、 教学进度安排表：《英美文学 II》课程学时分配表



11

注：（上表中教学内容细化到章）

五、 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及难点

应写明各章节的名称，各节的主要内容及方法，重点、难点，各节相应习题

要点，有关实验和实践环节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美国殖民地时期文学

方法：讲授

重点：美国殖民地时期文学的特征

章序
讲授时

数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2

三、 2

四、 2

五、 2

六、 2

七、 2

八、 2

九、 2

十、 2

十一、 2

十二、 2

十三、 2

十四、 4

十五、 2

十六、 6

十七、 6

十八、 8

机动 2

总 计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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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习题要点：美国殖民地时期文学的特征及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是什

么？

第二章 美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特征

重点：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的创作特征

难点：富兰克林的《自传》的特征及其意义

习题要点：富兰克林的《自传》的特征及其意义是什么？

第三章 美国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

重点：欧文和库柏的创作特征

难点：《皮袜子故事集》和《睡谷的传说》的特征及意义

习题要点：《皮袜子故事集》和《睡谷的传说》的特征及意义是什么？

第四章 新英格兰超验主义

重点：爱默生、惠特曼的创作特征

难点：分析爱默生的《论自然》、惠特曼的《草叶集》

习题要点：分析爱默生的《论自然》、惠特曼的《草叶集》的特征

第五章 霍桑和梅尔维尔

难点：分析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

习题要点：分析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中的创作特征

第六章 惠特曼和迪金森

难点：分析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迪金森的《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

习题要点：分析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迪金森的《我不能停下来等待死亡》

中的特征

第七章 埃德加·爱伦·坡

难点：分析坡的《乌鸦》和《厄舍古屋的倒塌》

习题要点：分析坡的《乌鸦》和《厄舍古屋的倒塌》中的特征

第八章 现实主义时期

重点：分析美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亨利·詹姆斯的创作特征

难点：亨利·詹姆斯的《专使》的创作特征

习题要点：亨利·詹姆斯的《专使》的创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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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马克·吐温

难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亨利·詹姆斯的《专使》的创作

特征

习题要点：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历险记》、亨利·詹姆斯的《专使》的

创作特征

第十章 自然主义文学

重点：分析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罗宾逊的《米尼弗·契弗》

难点：分析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罗宾逊的《米尼弗·契弗》

习题要点：分析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罗宾逊的《米尼弗·契弗》的创作

特征

第十一章 意象主义诗歌

重点：意象主义诗歌的特征

难点：庞德的《诗章》的特征

习题要点：：庞德的《诗章》的特征

第十二章 二十年代的美国诗歌

重点：T．S．艾略特、威廉姆斯、斯蒂文斯的诗歌特征

难点：《荒原》、《红色手推车》、《坛子轶事》的特征

习题要点：《荒原》、《红色手推车》、《坛子轶事》的特征

第十三章 弗罗斯特、桑德堡、卡明斯

重点：分析弗罗斯特、桑德堡和卡明斯的创作特征

难点：分析弗罗斯特的《林边雪夜》、桑德堡的《芝加哥》和卡明斯的《正

值》的特征

习题要点：分析弗罗斯特的《林边雪夜》、桑德堡的《芝加哥》和卡明斯的

《正值》的主题

第十四章 二十年代的美国小说

重点：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特征

难点：《永别了，武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特征

习题要点：《永别了，武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创作特征

第十五章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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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威廉·福克纳的创作特征

难点：《喧哗与骚动》的意识流特征

习题要点：《喧哗与骚动》的意识流特征

第十六章 美国戏剧

重点：尤金·奥尼尔的创作特征

难点：《走向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特征

习题要点：《走向黑夜的漫长旅程》的特征

第十七章 二战后美国小说的特征

重点：二战后美国小说的特征

难点：二战后美国小说的特征

习题要点：二战后美国小说的特征

第十八章 美国多民族文学

重点：托尼·莫里森的创作特征

难点：《所罗门之歌》的特征

习题要点：莫里森的创作主题

六、 课程主要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包括课堂讲授和课后完成《英美文学 II》习题册。

七、课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法。不仅要牢记一些基本文学概念和文

学术语，而且要善于结合各自的语言学习，教学生如何读懂作品；要多思考，多

研究，提高自己欣赏合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以下为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八、 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分工

《英美文学 I》这门专业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有

密切联系。

九、 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法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试卷（闭卷考试）构成，平时成绩占 20%，期末

试卷占 80%，其中平时成绩以《练习册》和学生出勤为主要考核指标。

十、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参考资料：（教学参考书指为完成本课程学习

可供选用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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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常耀信著，《美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常耀信著，《美国文学选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3 年。

教学参考书：

李公昭主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李公昭主编《新编文学美国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参考资料：

1．《20 世纪英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3．《英美现代主义概观》，李维屏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4．《美国文学史》，刘海平等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英美文学》教学大纲修订版



《英国文学》教学大纲修订版

课程名称：英国文学

英文名称： English Literature

课程编码：109B2086

学分学时数：4学分，64 学时（理论讲授 57 学时，讨论 7学时）

适用专业：英语专业

执笔人：雷月梅

日 期：2013.6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属于专业

方向课，是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知识，进一步学习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

及英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因此，学

生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大纲中所列

知识点，力求融会贯通。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作

家，读懂所选作品。

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学时分配

章序
讲授时

数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2

三 2

四 3.5 0.5

五 5 1

六 6

七 10.5 1.5

八 5 1



64学时，其中讲授时数 57学时，讨论 7学时。

第一章英国文学概观（2学时）

方法：讲授

通过介绍英国文学，了解英国文学的分期，基本概念，作家以及作品。

第二章 The Anglo-Saxon Period（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2学时）

学生预习：《贝尔武甫》的情节

方法：讲授

通过了解英国文学的起源，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学，重点掌握史诗《贝尔武

甫》及史诗的特点以及史诗的概念及《贝尔武甫》中人物贝尔武甫的性格特

征。

第三章 Norman Period（诺曼时期的文学）（2学时）

学生预习：《加温爵士和绿林骑士》的情节

方法：讲授

诺曼时期的文学,通过讲授诺曼时期的文学，要求掌握浪漫司传奇与史诗的

区别，重点介绍中世纪浪漫传奇《加温爵士和绿林骑士》，分析诺曼民族对英

国文学的影响。

第四章 Geoffrey Chaucer时期的文学（杰弗雷·乔叟）（4学时）

学生预习：《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民谣的特征，通过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文体和结

构的了解，要求学生掌握十四世纪的文学特征，重点掌握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

历史地位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

1.乔叟的历史地位及其《坎特伯雷故事集》

2.民谣的特征以及《罗宾汉的故事》

第五章 The Renaissance时期的文学（英国文艺复兴时期）（6学时）

九 5 1

十 7 1

十一 9 1

合计 57 7



学生预习：莎士比亚的生平，《哈姆雷特》的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文学的特征，掌握

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重点掌握《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

思想。

1.英国文艺复兴的文学，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

2.十四行诗的概念及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选读

第六章 The 17th century（十七世纪文学）（6学时）

学生预习：约翰·邓恩和弥尔顿的生平，《失乐园》的情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玄学派诗歌和弥尔顿的作品，重点掌握英国玄学派诗

歌及玄学派诗人 John Donne及其 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的玄学特

征，让学生对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有清楚的认识。

1. 英国玄学派诗歌及玄学派诗人 John Donne，玄学派诗歌 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的玄学特征。

2. John Milton and his Paradise Lost

《失乐园》的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特征，清教运动对文学的影响。

3. John Bunyan and The Pilgrim’s Progress。 班杨的《天路历程》《天路历

程》的寓意。

第七章 The 18th century（十八世纪）（12 学时）

学生预习：斯威夫特的生平，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情节，斯特恩的

《项狄传》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英国 18 世纪文学的特征，掌握英国小说的兴起，包括

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斯特恩、理查逊的创作特征，前浪漫主义文学的特

征。

1.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中的反讽含义。

2.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的喜剧史诗的特性。

3.斯特恩的《项狄传》的反传统特征。

4.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特征及挽歌的定义，托马斯·格雷及其《墓畔哀



歌》的主题，布莱克和彭斯的诗歌特点。

第八章 The Romantic Period（浪漫主义时期）（6学时）

学生预习：华兹华斯和拜伦的生平，雪莱的《西风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的学习，掌握主要诗人和小说家，包括华兹

华斯和柯勒津治、拜伦、济慈、雪莱的诗歌，司各特的小说。

第九章 The Victorian Age的文学（维多利亚时期）（6学时）

学生预习：狄更斯的生平，《董贝父子》的情节，乔治·艾略特的《米德

尔马契》。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英国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学习，了解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重点掌

握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艾略特的创作特点，勃郎宁的诗歌创作特点。

1.狄更斯的创作

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分析《董贝父子》中的主题思想。

2.乔治·艾略特的创作特征以及《米德尔马契》中的心理分析的特点。

3. 勃郎宁的诗歌创作特点，分析“My Last Duchess”中的戏剧独白特征，

并分析诗中人物的性格特征。

第十章 20th century literature（英国二十世纪文学）（8学时）

方法：讲授、讨论

学生预习：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伍尔夫《达洛维夫人》

通过学习 20世纪的英国文学，掌握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重点掌握乔

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特征以及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的意识流手

法的运用以及主题。

1.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所展示的现代史诗特

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特征。

2.伍尔夫的创作，《达洛维夫人》中的意识流手法及其创作主题。

3.奥登和斯彭德的诗歌的创作特点。

第十一章 后现代主义文学（10学时）

方法：讲授、讨论



学生预习：阅读《抵达之谜》、《法国中尉的女人》以及《等待戈多》。

通过英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学习，了解默多克、斯巴克、莱辛等小说家的

创作，福尔斯的后现代主义创作特征，奈保尔的后现代创作特征，贝克特的荒

诞派戏剧。

分析后现代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特征。

1. 愤怒的青年的特点

2.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后现代特征

3.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荒诞派戏剧的特点。

三、 课程主要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包括：学生在知识唤醒阶段的预习，老师讲授和讨论，课后习

题、撰写课程论文。

四、课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系统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因此不

仅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五、 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分工

《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门必修课课程与选修课《美国文学选读》互为补

充，前者重学生基础知识的获得，后者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六、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英国文学》的评价方式主要包括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50%））和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50%）。评价方式包括传统纸质测试与多

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四、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的选修课课程为《英国文学选读》，进一步拓展学生的知识，通过

学生报告展示和话剧表演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五、使用教材及参考教材

本课程原名为“英美文学 I”，已更改为“英国文学”。

教材：

罗经国著，《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教学参考书：

[1]《20 世纪英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3]李公昭主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4] Stephen Greenblatt 编著.《诺顿英国文学选集》(英文原版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出 版 社 :W. W. Norton &

Company.2005 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Stephe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Greenblatt&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美国文学》教学大纲修订版

课程名称：美国文学

英文名称：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编码：109B2087

学分学时数：4学分，64 学时（理论讲授 57 学时，讨论 7学时）

适用专业：英语专业

执笔人：雷月梅

日 期：2013.6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属于专业

方向课，是英语专业学生拓展知识，进一步学习的主要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

及美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因此，学

生在了解基本的文学知识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要全面系统地学习大纲中所列

知识点，力求融会贯通。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深入学习重点作

家，读懂所选作品。

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学时分配

章序
讲授时

数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2

三 2

四 3.5 0.5

五 9 1

六 3.5 0.5

七 3.5 0.5

八 7 1

九 3.5 0.5



64学时，其中讲授时数 57学时，讨论 7学时。

第一章美国文学概观（2 学时）

方法：讲授

通过介绍美国文学，了解美国文学的分期，基本概念，作家以及作品。

第二章 殖民时期的文学（2 学时）

方法：讲授

学生预习：安妮·布雷特兹里特的创作。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美国文学的起源，重点掌握清教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以

及安妮·布雷特兹里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章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2 学时）

学生预习：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的生平。

方法：讲授

通过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了解欧洲欧洲启蒙运动对美国文学的影响，重

点掌握两位作家：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

1.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个人自述》中的清教思想、 大

觉醒运动

2.富兰克林的地位、作品《自传》中的清教思想及其主题。

第四章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4 学时）

学生预习：欧文的创作特点。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学习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了解美国浪漫主义的概念及特征，主要代

表作家，重点掌握欧文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十 3.5 0.5

十一 3.5 0.5

十二 5 1

十三 5 1

十四 4

合计 57 7



1.欧文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见闻札记》的特点。

2.库珀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皮袜子故事集》的主题。

第五章、超验主义时期（10 学时）

方法：讲授、讨论

学生预习：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狄金森的诗歌，小说家霍桑的《红

字》的情节，梅尔维尔的《白鲸》。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超验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征及其代表人物，重点

掌握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诗人惠特曼和狄金森的创作特点，小说家霍桑和

梅尔维尔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超验主义和爱默生的主张，《论自然》中的超验主义思想。

2.狄金森的诗歌特点和主题，《因为我不能等待死亡》中的主题及其技

巧。

3.霍桑的创作特点，《红字》中的象征意义以及创作主题、心理分析手法

的运用。

4.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特征，《白鲸》中的创作主题以及对超验主义的批

判。

第六章 现实主义时期（4 学时）

学生预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美国现实主义时期文学的学习，掌握美国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征，乡土

文学的特征

重点掌握：马克·吐温的乡土文学的特征，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

特点。

1.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主要作品，《哈克贝里·费恩》

创作特征及文体特征。

2.亨利·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贵妇的画像》中的心理分

析手法的运用以及创作主题。

第七章自然主义时期（4 学时）

学生预习：《嘉莉妹妹》的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自然主义的特点，重点掌握德莱塞和 E. A.罗宾逊的作品

中所反映的自然主义。

1.德莱塞的地位，自然主义的创作特征，《嘉莉妹妹》中的创作主题。

2. E. A.罗宾逊诗歌中的自然主义以及创作特征，《米尼弗·契维》中的创作

主题。

第八章现代主义时期（8 学时）

学生预习：意象派诗歌的特点， T.S.艾略特的《荒原》，意识流作家福克纳

的《喧哗与骚动》。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掌握：诗人 T.S.艾略特，重点掌握小说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福克

纳。

1.T.S.艾略特作为诗人和批评家在英美文学史及选读上的地位，《J.艾尔

弗雷德的情歌》中的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及其主题。

2.福克纳在南方文艺复兴中的地位及其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

主题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

第九章 1930 年代文学 （4 学时）

学生预习：阅读《愤怒的葡萄》。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约翰·帕索斯、斯坦贝克的创作。

1.约翰·帕索斯的创作特征及其技巧，《美国三部曲》中的主题。

2.斯坦贝克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愤怒的葡萄》中的创作主题。

第十章 戏剧（4 学时）

学生预习：阅读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和《推销员之死》。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学习美国戏剧，掌握表现主义等概念，尤金·奥尼尔与米勒的创作。

1.尤金·奥尼尔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毛猿》中的表现主义手法的运

用，《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中的主题和创作手法。

2.米勒的创作特点，《推销员之死》中意识流技巧的运用以及美国梦的破

灭的创作主题。



第十一章 战后诗歌 （4 学时）

学生预习：普拉斯的《爹地》和金斯堡及其诗歌《嚎叫》。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二战以后美国诗歌的特征，重点掌握自白派诗歌和垮

掉的一代的诗歌的概念以及特点。

1.自白派诗歌的概念，普拉斯的《爹地》的自白派诗歌的特点以及主题。

2. 垮掉的一代的概念以及特点，代表诗人金斯堡及其诗歌《嚎叫》。

第十二章 当代小说 （6学时）

学生预习：了解《赫索格》和《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情节。

方法：讲授、讨论

通过学习美国当代小说，掌握当代小说的特征，重点掌握贝娄、塞林格、

奥康诺的小说创作的特征。

1.贝娄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创作特征，《赫索格》的创作技巧以及主

题。

2.塞林格的创作特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言风格的运用以及创作主

题。

3.奥康诺的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创作特点，《好人难寻》的创作主题

及风格。

第十三章 后现代小说 （6学时）

方法：讲授、讨论

学生预习：阅读《第二十二条军规》和《洛丽塔》。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美国后现代小说的特征，黑色幽默的特点，重点掌握

海勒和纳博科夫的创作中的后现代特点。

1. 海勒的创作特点，《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的体现以及创作主

题。

2. 纳博科夫作为流散作家的创作特点，《洛丽塔》中的后现代手法的体现

及其主题。

第十四章 美国黑人文学（4 学时）

方法：讲授



学生预习：阅读《所罗门之歌》。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黑人文学的发展及其特点，重点掌握哈莱姆文艺复兴

等概念，休斯和莫瑞森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哈莱姆文艺复兴的概念，休斯的创作特征，《黑人谈河》中的创作主

题。

2.莫瑞森的创作特征，《所罗门之歌》中的创作主题以及后现代手法的运

用。

三、 课程主要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包括：学生在知识唤醒阶段的预习，老师讲授和讨论，课后习

题、撰写课程论文。

四、课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系统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不仅要

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而且要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五、 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分工

《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这门必修课课程与选修课《美国文学选读》互为补

充，前者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获得，后者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六、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美国文学》的评价方式主要包括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50%））和平时成绩（占期末总成绩的 50%）。评价方式包括传统纸质测试与多

角度、多方式相结合的评价方式。

七、使用教材及参考教材

本课程原名为“英美文学 II”，已更改为“美国文学”。

八、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参考资料：（教学参考书指为完成本课程学

习可供选用的教材）

教材：

李宜燮 常耀信著，《美国文学选读》（上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教学参考书：

[1]《20 世纪美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http://www.youlu.net/search/result3/?author=ÀîÒËÛÆ+³£Ò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

[3]《英美现代主义概观》，李维屏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年。

[4] 李公昭主编《新编美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5] 杨仁敬 审校，甘文平编著.《美国文学教程：欣赏与评析》.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年

[6]杨仁敬著.《20 世纪美国文学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14 年。

[7] Levine， Robert S. 编.《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卷 A到 E》（英文原版：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 ： 出 版 社 :W. W. Norton &
Company.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8%CA%BE%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8%CA%CE%C4%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E4%BA%B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8%CA%BE%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0%B5%BA%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evin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Robert&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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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文学作品选读》教学大纲旧版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英语文学作品选读

英文名称：Anthology of English-Speaking Literature

课程编号：609B2080

课程类型：专业选修课

适用专业： 文理学院英语专业

开课学期：2011—2012 年第一学期

学 时： 32

二、 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学生，属于选修课，是

学生拓展知识，进一步学习的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及英美文学史上的代表作

家及作品，各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

三、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学生应该了解英美文学史的主要时期，并了解每一时期的重要的

作家及作品。

“理解”：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对主要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

“掌握”：学生应该熟练掌握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并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分

析这些特征作家的作品中是如何表现。

四、 教学进度安排表



章序 讲授时数 实验时数 讨论时数 上机时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2

二 2 2

三 2 2

四 2 2

五 2 2

六 2 2

七 2 2

八 2 2

九 2 2

十 2 2

十一 2 2

十二 2 2

十三 2 2

十四 2 2

五、 课程的教学内容、重点及难点

应写明各章节的名称，各节的主要内容及方法，重点、难点，各节相应习

题要点，有关实验和实践环节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英国文学概述（时数：2）

本章内容：英国文学概述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英国文学各个时期的特点

难点：英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习题要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特点。

第二章 《哈姆雷特》（时数：2）

本章内容：莎士比亚的创作，分析《哈姆雷特》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哈姆雷特》的主题思想

难点：《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

习题要点：《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思想

第三章 鲁滨逊漂流记（时数：2）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鲁滨逊漂流记的主题思想

难点：鲁滨逊漂流记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鲁滨逊漂流记的主题思想

第四章 格列佛游记（时数：2）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格列佛游记的主题思想

难点：格列佛游记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格列佛游记的主题思想

第五章《墓地挽歌》（时数：2）

本章内容：讲授托马斯·格雷的创作，分析《墓地挽歌》的诗歌特征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墓地挽歌》的主题思想

难点：《墓地挽歌》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分析《墓地挽歌》的创作特征

第六章 《西风颂》（时数：2）

本章内容：通过分析诗歌《西风颂》，分析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方法：讲授

重点：《西风颂》通过象征手法所表现的雪莱的革命思想

难点：分析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

习题要点：了解《西风颂》中雪莱的革命思想。

第七章 《傲慢与偏见》（时数：2）

本章内容：讲解简·奥斯丁的创作特征，分析《傲慢与偏见》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分析《傲慢与偏见》

难点：分析《傲慢与偏见》的主题

习题要点：《傲慢与偏见》的主题思想

第八章 简爱（时数：2）

本章内容：讲解夏洛特·勃朗蒂的创作特征，分析简爱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分析简爱

难点：分析简爱的主题

第九章 呼啸山庄（时数：2）



本章内容：讲解艾米丽·勃朗蒂的创作特征，分析呼啸山庄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分析呼啸山庄

难点：分析呼啸山庄的主题

第十章《奥利弗·退斯特》（时数：2）

本章内容：讲解查尔斯·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并分析《奥利

弗·退斯特》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奥利弗·退斯特》说明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

难点：《奥利弗·退斯特》的主题

习题要点：《奥利弗·退斯特》的主题

第十一章《德伯家的苔丝》（时数：2）

本章内容：托马斯·哈代的创作特征并分析《德伯家的苔丝》

方法：讲授

重点：《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思想

难点：〈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德伯家的苔丝》的主题思想

第十二章 《儿子与情人》（时数：2）

本章内容：D. H. 劳伦斯的创作特征并分析《儿子与情人》

方法：讲授

重点：《儿子与情人》的主题思想

难点：《儿子与情人》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儿子与情人》的主题思想

第十三章 《到灯塔去》（时数：4）

本章内容：伍尔夫的创作特征并分析《到灯塔去》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分析《到灯塔去》的意识流手法。

难点：分析《到灯塔去》的主题思想

习题要点：分析《到灯塔去》的意识流手法

第十四章 英国小说艺术史（时数：4）



本章内容：讲解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

方法：讲授、讨论

重点：英国小说艺术的发展

难点：英国小说艺术的历史

习题要点：英国小说艺术的历史

六、 课程主要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以讲授为主。

七、课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教授学生如何读懂作品；要多思考，多研究，提高学生欣赏和分析文学作

品的能力。

八、 本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分工

作为专业选修课，《英语文学作品选读》是专业必修课《英美文学》的必

要补充。

九、 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撰写课程报告。

十、教材及主要教学参考书、参考资料

教材：

罗经国主编，《英国文学史及选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常耀信著，《美国文学简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

常耀信著，《美国文学选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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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选读》教学大纲修订版

课程名称：英国文学选读

英文名称：The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课程编码：609B2080

学分学时数：1学分，16学时（学生报告展示 10学时，讨论 6学时）

适用专业：文理学院英语专业

执笔人：雷月梅

日 期：2013.6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学生，属于专业选修课，是学生拓展

知识，进一步锻炼实践能力的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及英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

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哈姆雷特》（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

通过学生的报告展示，欣赏作品《哈姆雷特》，掌握莎士比亚的创作，重点掌握

章序
学生报

告展示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1 1

三 1 1

四 1 1

五 1 1

六 1 1

七 2 1

八 3 1

合计 9 7



《哈姆雷特》的主题思想及其人文主义思想

第二章《鲁滨逊漂流记》（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品读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掌握笛福和斯威夫特在英国文

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创作特征，重点掌握《鲁滨逊漂流记》和《格列佛游记》及其创作技

巧。

第三章《傲慢与偏见（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细读作品《傲慢与偏见》 和《简爱》，掌握简·奥斯丁和夏洛特·勃朗特在英国

文学史上的地位，重点掌握《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创作特征以及主题。

第四章《呼啸山庄》（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欣赏作品《呼啸山庄》，了解艾米丽·勃朗蒂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掌握《呼

啸山庄》的创作主题以及创作特征。

第五章《奥利弗·退斯特》（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细读作品《奥利弗·退斯特》，了解查尔斯·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重点

掌握《奥利弗·退斯特》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

第六章《德伯家的苔丝》（2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欣赏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了解托马斯·哈代的创作特征，掌握《德伯家的苔

丝》的主题思想及创作特征。

第八章《儿子与情人》（4学时）

方法：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细读作品《儿子与情人》，掌握 D. H. 劳伦斯的创作特征，重点掌握《儿子与

情人》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特点。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通过本课程各教学环节的教学，重点

培养学生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素质，达到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一）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方法：

结合学生所学的文学基础知识，通过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

的，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课外作业

课外作业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作业巩固课堂讲授的基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外话剧排练：第五章 1次、第八章 1次。共安排 2次。

四、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法以学生平时成绩为主，测评指标为报告展示和话剧表演。

五、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专业选修课，是必修课《英国文学》的有益补充，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六、使用教材及参考教材

本课程原名为“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已更改为 “英国文学选读”。

教材：

罗经国著，《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教学参考书：

[1]《20世纪英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3]李公昭主编《新编英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Stephen Greenblatt 编著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 (英文原版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2005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Stephen&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Greenblatt&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美国文学选读》教学大纲修订版

课程名称：美国文学选读

英文名称：The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编码：609B2081

学分学时数：1学分，16学时（学生报告展示 10学时，讨论 6学时）

适用专业：文理学院英语专业

执笔人：雷月梅

日 期：2013.6

一、课程性质和目的

课程的目的与任务：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英语专业学生，属于专业选修课，是学生拓展

知识，进一步锻炼实践能力的课程。本课程的内容涉及英国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家及作品，各

章之间都有承上启下的联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红字》（2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

通过欣赏《红字》，掌握霍桑和梅尔维尔的小说创作特征，重点掌握《红字》中的象征

意义以及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白鲸》中的创作主题以及对超验主义的批判。

第二章《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2学时）

章序
学生报

告展示
实验时数

讨论时

数

上机时

数
其他 共计 备注

一 2

二 1 1

三 1 1

四 1 1

五 1 1

六 1 1

七 2 1

八 3 1

合计 9 7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品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了解美国现实主义的概念特征，乡土文学的特征，

重点掌握马克·吐温的口语体特征。

第三章《嘉莉妹妹》（2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欣赏《嘉莉妹妹》，了解美国自然主义和德莱塞的创作特点，重点掌握《嘉莉妹妹》

的自然主义特点。

第四章《荒原》（2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欣赏《荒原》，掌握 T.S.艾略特的现代主义创作特征，重点掌握意识流手法在诗歌

中的运用及其主题。

第五章《永别了，武器》（4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品读《永别了，武器》，掌握海明威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点掌握海明威的创

作特征和创作风格。

第六章《了不起的盖茨比》（2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欣赏《了不起的盖茨比》，掌握菲茨杰拉德的创作特征，重点掌握《了不起的盖茨

比》的创作主题及叙述技巧。

第七章《赫索格》（2学时）

方法：报告展示和讨论

通过品读《赫索格》，掌握贝娄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重点掌握贝娄的创作特征以及

《赫索格》的创作技巧以及主题。

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环节包括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通过本课程各教学环节的教学，重点培养

学生基础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能力，提

高学生的素质，达到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协调发展。

（一）课堂讲授

主要教学方法：

结合学生所学的文学基础知识，通过学生报告展示和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目

的，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课外作业

课外作业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环节，通过作业巩固课堂讲授的基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外话剧排练：第五章 1次、第八章 1次。共安排 2次。

四、考核方法及成绩评定

考核方法以学生平时成绩为主，测评指标为报告展示和话剧表演。

五、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本课程专业选修课，是必修课《美国文学》的有益补充，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六、使用教材及参考教材

本课程原名为“英语国家文学作品选读”，已更改为 “美国文学选读”。

教材：

李宜燮常耀信著，《美国文学选读》（上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年。

教学参考书：

[1]《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李公昭主编，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外国文学名著鉴赏》，孟庆枢主编，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

[3]《英美现代主义概观》，李维屏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4]李公昭主编《新编美国文学选读》，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杨仁敬 审校，甘文平编著.《美国文学教程：欣赏与评析》.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

社.2012年
[6]杨仁敬著.《20世纪美国文学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14年。

[7] Levine， Robert S. 编.《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卷 A 到 E》（英文原版：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出版社:W. W. Norton & Company.

http://www.youlu.net/search/result3/?author=ÀîÒËÛÆ+³£Ò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8%CA%BE%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8%CA%CE%C4%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E4%BA%B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E%E4%BA%BA%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1%EE%C8%CA%BE%B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C7%E0%B5%BA%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Levine&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Robert&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W.+W.+Norton+%26+Company&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三）课程问卷调查学生反馈





















（四）教师多媒体教学课件章节抽样



2017-7-19

1

英美文学 英国文学

Part I The Anglo-Saxon Period (449-
1066)

Teaching objectives：Students should have a 
detailed idea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Anglo-Saxon 
Period.
Teaching Contents：British History/ Britain 
before 1066,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epic.
    Main Points: major work Beowulf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pic.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Reference book:《新编文学选读》，李公昭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l 2.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Beowulf 
lBeowulf can be justly termed England’s national 

epic and its hero Beowulf ----one of the national 
heroes of the English people. It is written in Old 
English sometime before the tenth century A.D., 
describes the adventures of a great 
Scandinavian warrior of the sixth century. The 
whole epic consists of 3182 lines and is to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ith an interpola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whole song is essentially 
pagan in spirit and subject matter. 

Part II The Anglo-Norman Period

lTeaching objectives：Students should have a 
detailed idea of literature during the Anglo-
Norman Period.

lTeaching Contents：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glo-
Norman literature, romance.

l     Main Points: definition of Romance and 
structure of the work “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l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lReference book: 《新编文学选读》，李公昭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年。

l1. Historical Background 
lIn the year 1066, at the battle of Hastings, 

the Normans headed by William, Duke of 
Normandy lands at Pevensey, defeated 
and kills Harold; William I, the Conqueror, 
first Norman King of England (to 1087)

Part III. Chaucer & The Canterbury Tales

l1. The Life of Chaucer
lGeoffrey Chaucer is the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and one of the greatest 
narrative poets of England. Chaucer’s 
work marks the full flowering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t was he 
who first raised English poetry to a 
European position.

lChaucer’s creative work vividly reflected 
the changes which had taken root in 
English culture of the second of the 14th 
century. At that time England was on the 
brink of a great historical change. 
Chaucer’s poem marks a new step in the 
author’s progress to maturity and is 
distinguished for its profound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 and truthful description of human 
relations.

Part IV Renaissance

l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naissance
l       "Renaissance" literally means "rebirth." It 

refers especially to the rebirth of learning that 
began in Italy in the 14th century, spread to the 
north, including England, by the 16th century, 
and ended in the north in the mid-17th century 
(earlier in Italy).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as an 
enormous renewal of interest in and study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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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The 17th Century

lThe Puritan believed in simplicity of life. 
They disapproved of the sonnets and the 
love poetry written in the previous period. 
Yet this hard, stern sect produced a great 
poet, John Milton and a great prose writer, 
John Bunyan. “Metaphysical” poets such 
as John Donne took new and startling 
forms.

Part VI  18th Century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The Enlightenment: An eighteenth-

century philosophical movement. It began 
in France but had a wide impact 
throughout Europe and America. Think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valued reason and 
believed that both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could achieve a state of perfection. 

Part VII The Romantic Period

l I. The Romantic Age (1798-1832)
lRomanticism: a movement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that marked the 
reaction in literature, philosophy, art, religion, 
and politics from the neoclassicism and formal 
orthodoxy of the preceding period. Romanticism 
arose so gradually and exhibited so many 
phases that a satisfactory definition is not 
possible. 

lRomanticism arose as a main literary trend, 
which prevailed in England during the period of 
1798-1832, beginning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William Wordsworth’s Lyrical Ballads (1798) in 
collaboration with S. T. Coleridge, ending with 
Walter Scott’s death (1832). The romantic 
authors are grouped into two divisions: (1) early 
romanticism represented by William Wordsworth, 
S. T. Coleridge, Southey, (2) late romanticism 
represented by Gorge G. Byron, Percy B. Shelly, 
John Keats, Walter Scott.

Part VIII  The Victorian Age---- Critical 
Realism in England
l小说在19世纪40至50年代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也是英国国内阶级斗争激化的时期。列
宁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
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宪章运动”
带来了宪章派文学。同时科学技术在加快
发展，达尔文的划时代的进化论给了传统
信仰以猛烈冲击。在宗教界内部，出现了
围绕“牛津运动”的论争。

Part IX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l 1．Surve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l与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英国文学有内倾、非理
性和实验等特点。世纪之初，一些小说家继承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哈代
(Thomas Hardy,1840-1928) 在他的“性格与环境”
这表现了一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情调 (pessimistic 
tone)；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1867-1933) 
在《福赛特世家》(The Forsyte Saga, 1922) 中
剖析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意识。

l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小说家开始对小说这
一文类作理论上的思考，企图表现一种他
们认为更真实的体验。康拉德 (Joseph 
Conrad, 1857-1924) 和福特 (Ford Madox 
Ford, 1873-1939) 在各自的小说里，使用
复杂的叙述结构和多重叙述视角，表现文
明与原始的对立，现代人的孤独和异化等
主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成为20世
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l女作家伍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探察了物欲横流的世界
里女性的深层意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创
作出具有多重意义、高度象征的《达洛维
夫人》(Mrs. Dalloway, 1925) 和《到灯塔去》
(To the Lighthouse, 1927)。这些现代主义
作品呈现的不再上理性的人和有序的世界。
相反，是生活在封闭的自我意识中的扭曲
和变态的人。

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的前殖民地纷
纷独立，而工党执政后推行的改革并没有给
人们带来真正的福利。这一切使英国人产生
了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存在主义哲学大受
欢迎。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1906-1989) 
的小说与剧作以非现实的抽象手法表现人类
生存的哲学困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
精神危机，以他为代表的荒诞戏剧是二战后
的重要文学现象，〈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 1955) 已成为20世纪的经典之作，
贝克特也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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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 Transandentalism:

Emerson. Thoreau

          New Engand Transcendentalism is 
a group of ideas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at developed in the 1830s 
and 40s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general 
state of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in 
particular, the state of intellectualism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Unitarian church taught at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The Major features of New England 
Transcendentalism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 the Transcendentalists 
placed emphasis on spirit, or the Oversoul,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universe. 
It existed in nature and man alike and 
constituted the chief elememt of the 
universe. 

         Secondly, the Transcendentalists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dividual. 
To them the individual wa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society. 

        Thirdly, the Transcendentalists offered a 
fresh perception of nature as symbolic of 
the Spirit or God. Nature was , to them, not 
purely matter. It was the garment of the 
Oversoul. Therefore it could exercise a 
healthy influence on the human mind.

1. The reasons for the coming of American 
realism:

1) The Civil War which broke out in 1861 
taught men that life was not so good, man 
was not and God was not. The war marked 
a change, in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a 
deterioration, in fact, of American moral 
values. 

I. Introduction

American Naturalism 

                                          Susan

origin  

lindustrialism 

lscience                                   transformation

lnew philosoph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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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hilosophy

lnew ideas about man and man's place
lDarwinian concept "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human beast" 
l 
lstandard of morality 

llived for survival 
lcruel natural law correspond with cruel 

social realities

Definition 

ltore the mask of gentility to pieces and 
wrote about the helplessness of man, his 
insignificance in a cold world, and his lack of 
dignity in face of the crush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 and heredity.

lreported truthfully and objectively, with a 
passion for scientific accuracy and an 
overwheming accumulation of factual detail.

significance 

lBreaking through some forbidden area in 
literature (violence, death, sex etc.)

lGreatly influencing the 20th century writers 
such as Hemingway and Faulkner

AMERICAN 
MODERNISM

(1914-1945)

The Jazz Age

• rise in racism and nativism: Ku Klux Klan (KKK)
• clash of values: the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vs. 

Darwinism → Scopes Trial; prohibition vs. speakeasies
• changing status of women: “new morality”
• explos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 popular culture: sports, 

movies / Hollywood, radio, and music
• Harlem Renaissance
• increase in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activism

• an “age of miracles, an age of art, an age of excess, an 
age of satire” (F. Scott Fitzgerald)

Two flappers dancing 
the Charleston on the 
roof of Chicago’s 
Sherman Hotel (1926).

1930’s:  THE DEPRESSION

“True individual freedom cannot exist without economic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e. People who are hungry and out of a job 
are the stuff of which dictatorships are made.” – Franklin D. 
Roosevelt

Modernism: Techniques

u “making it new” —  radical use of a kind of 
formlessness

• Collapsed plots
• Fragmentary techniques
• Shifts in perspective, voice, and tone
• Stream-of-consciousness point of view
• Associative techniques



（五）《英美文学习题册》抽样































































（六）学生撰写教案抽样



























（七）学生制作多媒体课件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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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101班  白文权

       Lecture 6 American Naturalism                                          

¡ 1. General Definition
¡ 2. Background 
¡ 3. American Naturalism
¡ 4．Comparison: Naturalism and 

Realism
¡ 5. Representatives

1. General Definition

¡ Naturalism is a theory in literature emphasizing 
the role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upon 
human life and character development roughly 
between 1890’s and early 1900’s. There is no 
clear-cut chronological divis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naturalists and the American realists.

2. Background 
¡ 2. 1.Charles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
¡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natural selection 
¡ Biological Darwinism had strong imp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 2.2. Herbert Spenser developed social Darwinism. 
¡ 2.3. Emile Zola
¡ Who held that the purpose of a novelist was to be 

a scientist, to place his characters in a situation 
and then to watch the influences of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on them. 

¡ This idea was picked up by write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ey held that realism was too genteel in tone to reveal 
the harsh reality. Then they ushered a literary 
movement called Naturalism. 

¡ Naturalism originated in France, wher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the movement was Emile Zola, whose 
essay “Le Roman experimental” (“The Experimental 
Novel,” 1880) became literary manifesto of the school, in 
which he pictured the novelist as a scientist in a 
laboratory, testing hypotheses. 

¡ The emergence of Naturalism does not mark a radical 
break with Realism, rather the new style is a 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old. The term was invented by Émile 
Zola partly because he was seeking for a striking platform 
from which to convince the reading public that it was 
getting something new and modern in his fiction. In fact, 
he inherited a good deal from his predecessors. Like 
Balzac and Flaubert, he created detailed settings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but tended to integrate them 
better into his narrative, avoiding the long set-piece 
descriptions so characteristic of earlier fiction.

3. American Naturalism

¡ The term was introduced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Frank 
Norris at the end of the 1880s. He had spent a year 
studying art in Paris and had been much impressed by 
Emile Zola. Like many other European writers and 
artists, Zola had been impressed by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This explained man’s origin in the animal 
world and his development from a higher primate into a 
cave man, and finally a fully human being. Darwin also 
emphasiz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reating or destroying different species of 
plant and animal life. The fit---those adapted to 
current conditions---survived and had descendants, 
while those poorly adapted to their surroundings 
died out leaving no one to carry on their kind.

¡ The naturalistic novelist should therefore describe 
people simply as animals, impelled to act as they did 
because of the appetites and urges formed by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these were as much a part of their 
natures and as independent of any human will as their 
size or strength or color or keen eyesight or intelligence. 
The stronger and more intelligent would win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while the weaker and slower 
would be destroyed. Neither was blameworthy or 
praiseworthy; no one was morally responsible; 
people did what they had to do and were fortunate or 
unfortunate.

¡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uralism reacted against 
Howellsian realism in the 1890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Stephen Crane’s Maggie (1893) was 
the first novel---designed, he wrote, “to show that 
environment is a tremendous thing in the world and 
frequently shapes lives regardless.” Frank Norris, 
Theodore Dreiser, Upton Sinclair, and the 
MUCKRAKERS followed. Naturalism also appears in 
the plays of Eugene O’Neill and the novels of James T. 
Farrell. Or we might put it in other word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naturalism had a blooming in the works 
of Stephen Crane, Frank Norris, Jack London, and i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novels of Theodore Dreiser.

¡ To put it much simpler:
¡ Realism                              Naturalism
¡ emphasis on the ordinary    emphasis also on the extraordinary
¡ a mirror                                a lens
¡ the observer                         the scientist

¡ moral or rational                   the accidental and physiological 

     Comparison : Realism And Na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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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jor features of Naturalism 

¡ 4.1. At the core of naturalism is determinism
¡ 4.2.An individual’s course in life is wholly determined 

by some combination of animal instinct,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Humans lack freedom of their own will. 
All of their actions are controlled, determined. 

¡ 4.3.The universe is cold, godless, indifferent and 
hostile to human desires. Life becomes a struggle for 
survival. 

¡ Two of the naturalist’s recurrent concerns are: social 
systems that destroy and dehumanize,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loss and failure.

4.4.Naturalism is a harsher and extreme form of 
realism. The naturalists have a major difference 
from the realists. 

¡ ·They feel realists as far too “genteel”. Naturalists do 
not look at the average, but at the violent, sensational, 
sordid, unpleasant and ugly aspects of life. 

¡ ·They would go to the slums and write about the life of 
poverty and crime.

¡ ·They write about war, prostitution, criminals, and all 
of these other aspects of life that are not too pleasant 
to consider. 

5. Representatives

¡ Frank Norris, Stephen Crane, Jack London and 
Theodore Dreiser. 

¡ Norris’s McTeague is the manifesto of American 
naturalism. 

¡ ·Crane’s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is the first 
American naturalism work. 

¡ ·Dreiser’s Sister Carrie is the work in which naturalism 
attained maturity. 

¡ ·These writers’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lives of the 
downtrodden and the abnormal, their frank treatment of 
human passion and sexuality, and their portrayal of men 
and women overwhelmed by blind forces of nature still 
exert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moder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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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rama

      英语1101班董珍、白雪松

Brief  Introduction
1.  It is true that there were no great masters in 
the theater comparable in stature to such major 
figures in fiction as James, but there had been 
people who did spadework for  the rise of 
American Drama in the 1920s.
2.   With the stimulus that came from the 
naturalistic, symbolic, and critical drama of 
Europe, American Drama bega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tself into a department .Such as 
Elmer Rice (The Adding Machine)

Eugene O’Neil’s Beyond  the Horizon performed 
on the Broadway.
3.  The theater of the Depression was not 
depressing. Clifford Odets with his Waiting for 
Lefty and the dramatization of Steinbeck’ Of Mice 
and Men captivated large audiences.
4.  All through the 1940s and the post war period, 
new playwrights and new plays kept appearing. 
Such as Tennessee Williams with his The Glass 
Menagerie on Broadway in 1945,as it marked 
American Drama’s coming of age. Also active in 
the theater were Arthur Miller(Death of a 
Salesman) and  William Miller.

5.  The late fifties saw a temporary decline in 
dramatic productions, but in the next decade 
with Edward Albee, Arthur Kopit, David Mamet 
and Sam Shepard active on the scene, American 
Drama picked up a good deal of fresh energy.
6.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ies American theater 
entered a new phase. There are the multiracial 
and multiethnic playwrights such as August 
Wilson, Hanay  Geiogamah, and there are the 
feminist playwrights like Beth Hanley, Marsha 
Norman, and Tina Howe.

Eugene O’Nell (1888-1953)
                           ----Widely acclaimed  of 
“founder” of American Drama
The early period:
Bound East for Cardiff 1916
Beyond the Horizon opened on Broadway in 1920 
to great  acclaim, and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Anna Christie(1921)win the Pulitzer Prize

The second period:
The Emperor Jones(1920)
 The Hairy Ape(1922)
Desire under the Elms(1924)win the Nobel 
Prize(1936)
All God’s   Chillun  Got Wings(1924)
The Great God Brown(1926)
Lazarus Laughed(1926)
Strange Interlude(1928)win the Pulitzer Prize
Marco Millions(1928)
Dynamo(1929)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1931)
Ah, Wilderness(1933)and Days without End(1934).

The third period:
The Iceman Cometh(1946)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1956)win thePulitzer 
Prize
A Moon for the Misbegotten(1957)
These all were performed after his death in 1953.

Main themes in his play
Man’s struggle for his own life;
Loss of self;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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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technique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Psychological complexities 
Using of setting and stage property

His language:
Dialect, or spelled words in ways which indicated 
a particular accent or manner of speech. 

Expressionism:
It was a movement in the visual, literary and 
performing arts that developed in German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part in reaction 
against realism. It emphasized subjective 
feelings  and emotions rather than a detailed or 
objective depiction of reality.
The  Hairy  Ape (1922) was one of the first palys 
to introduce expressionism in America.



（八）学生课程论文抽样





































（九）话剧表演视频和学生课堂展示视频

（见附件 FLV）



（十）英美文学课程考试试卷



























































三、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一）研究论文（11 篇）

（二）教材（2 部）

（三）学生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四）项目组成员获奖情况

（五）项目组成员正在主持及完成的课题

（六）“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学术沙龙资料

（七）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



（一）研究论文（11 篇）



论文

[1] 雷月梅，范秉相.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研究.河北农业

大学学报.2016（8）。

[2] 雷月梅，李长萍.支架理论在高校英语文学课中的运用.教育理论与实

践.2014（1）。

[3] 雷月梅.解读《罗萨贝尔的疲惫》中罗萨贝尔的梦.时代文学.2012（7）。

[4] 赵华，雷月梅.“三生”主题下农林院校翻译教学模式探索.大学教

育.2017(2)。

[5] 史红霞,雷月梅,宋铁花. 媒介学视角下英美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中国报业.2016(16)。

[6] 史红霞，赵华，雷月梅.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与莫言《欢乐》意识

流技巧比较研究.中国报业.2016（8）。

[7] 古楠，杜广华. 语境理论对语篇中词汇理解的作用.山西农业大学学

报.2014（12）。

[8] 赵华.农业院校英汉翻译过程教学之交互管理.管理学家. 2014（12）。

[9] 赵华.阅读本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实现人文通识教育的途径.文化产

业.2014(12)。

[10] 赵华.借“假朋友”识得中西文化之异同.时代教育.2015(7)。

[11] Barbara C. Palemer, Lingzhi Sun (孙灵芝 ), & Judith T. Leclere. Emphasizing

Figurative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Winter, 2012

（Winter）.

























































































































（二）教材（2 部）



教材 1





















































































教材 2



















































（三）学生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学生参加全国英语竞赛获奖情况

英语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时间 获奖名次

2012 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2 年 5 月

二等奖 2 人（英语 102 班 程译萱、

英语 104 班 冯萍）

三等奖 1 人（英语 1102 班 张鑫）

2013 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3 年 4 月

一等奖 1 人（英语 101 班 张柳燕）

二等奖 2 人（英语 102 班 申宇晓、

英语 1102 班 朱东贤）

三等奖 4 人（英语 1101 阮灵杰、

英语 1103 班 孙媛媛、英语 1103
班 陈玉泽、英语 1201 班 王铭）。

2014 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4 年 4 月

二等奖 2 人（英语 1101 李琳琳、

英语 1103 班 李依）

三等奖 4 人（英语 1101 亢佩佩、

英语 1202 班 陈佳敏、英语 1204
班 宋英梅、英语 1204 班 张路艳）。

2014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写作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4 年 10 月

一等奖 1 人（英语 1201 班 李桂贤）

三等奖 1 人（英语 1203 班 查理）

2014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演讲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4 年 10 月 二等奖 1 人（英语 1302 班 曹一敏）

2015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阅读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 10 月

二等奖 1 人（英语 1301 班 贾戈辉）

三等奖 1 人（英语 1302 班 盖冠男）

2015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写作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 10 月
二等奖 1 人（英语 1204 班 张路艳）



英语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竞赛时间 获奖名次

2015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演讲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 10 月
三等奖 1 人（英语 1302 班 曹一敏）

2015 年全国大学

生英语竞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5 年 5 月

一等奖 1 人（英语 1201 王铭）

二等奖 2 人（英语 1201 李桂贤、

英语 1203 班 李萌）

三等奖 4 人（英语 1201 陈瑶、英

语 1202 班 王爽、英语 1401 班 陈

倩、英语 1402 班 孟新文）。

2016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演讲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 10 月
二等奖 1 人（英语 1501 班 邹佳益）

2016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写作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 10 月
三等奖 1 人（英语 1502 班 吴婷）

2016 年“外研社

杯”全国大学生英

语阅读大赛山西

赛区决赛

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外

语教学研究会

2016 年 10 月

一等奖 1 人（英语 1302 班 王俊杰）

三等奖 1 人（英语 1301 班 贾戈辉）













（四）项目组成员获奖情况













（五）项目组成员正在主持及完成的课题





































（六）“外国文学教学研究团队”学术沙龙资料











（七）研究成果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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