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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新时代职业英语】

总主编∥鲁

昕

“新时代职业英语”系列教材由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教授总体策划，根据
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参考高职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19 个专业大类，基于经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英语的实际需求，由校企合作的研
发团队编写而成。

教材特色
根据高职 19 个专业大类，设计专业英语教材体系
首推人工智能英语，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学习手册以产品说明书作为教材选篇，培养学生的专业英语阅读能力
词汇手册采用语料库工具编排，切实解决“学用分离”难题
U 词 APP 采用信息技术手段，随时随地词汇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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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分类
通
用
篇

书名

配套资源

书号

定价

通用英语 1

评估手册、教师用书、U 校园数字课
程、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
电子教案、PPT 课件、单元测试卷、
期中和期末试卷

978-7-5213-2336-8

48.90

978-7-5213-2290-3

48.90

教师用书、TOP 课件、PPT 课件

978-7-5213-1716-9

48.90

978-7-5213-1709-1

39.80

978-7-5213-2029-9

39.80

通用英语 2
人工智能英语

专
业
篇

人工智能英语
词汇手册

U 词 APP

酒店英语词汇
手册

JOURNEY WITH AI
Manual Reading

JOURNEY WITH AI
Passage Reading

BIG DATA

小艾说
From the manual
of a robot

无论说明书是长是短，或简或
繁，你都可以通过浏览目录，
大致了解全貌，提高阅读效率。

Table of contents
Liability
Safety precautions

1

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吧。

4

Chapter 4
Maintenance and clean-up
1 Maintaining the robot
1.1 Springs
1.2 Ball bearings
1.3 Rotational axis

3 General design of the robot

3 Replacing major components

1 Unpacking
2 Assembling the robot
3 Mounting the motors

5
6

4 Mounting the rotational axis on the
motor/gearbox shaft
5 Calibration
6 Installing the software

3

错特错了。大数据，大有用处。

安装步骤、操作步骤、保养与

2 Cleaning the robot

6 About this manual

2

常见的说明书一般有产品介绍、

2 Updates of the robot

Chapter 2
Installation and getting started

Chapter 3
Operation procedures
1 First steps

7

Chapter 5
Troubleshooting

1

Big data is everywhere, but what exactly is meant

(IoT) applications or Internet-enabled smart

by this term?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big”

1 Operational issues

in big data does not refer to volume alone. There

2 Charging errors

are three more Vs we need to consider: value,

products require real-time evaluation and action.
5

velocity and variety.

Chapter 6
Specifications

Finally, “variety” is concerned with structured,
un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data. Structured
data fits neatly into a data table and is easy

2

The term “big data” refers to a massive volume

1 Basic specifications

of data, of course. Data seems limitless in its

2 External dimensions

potential for hugeness: beyond KB, MB, GB,

3 Design specifications

TB, we have PB (petabyte), EB (exabyte), ZB

to process. Unstructured and semi-structured
data types require additional processing. Once
understood, unstructured data has many of the
same requirements as structured data.

(zettabyte), YB (yottabyte) and so on.

Chapter 7
Warranty

6
3

“Value” is the second important feature of
big data. Data has intrinsic value, and the real

Appendix

challenge is for us humans to discover it. We need

Index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of our data, recognize

2 Basic steps

patterns in it and predict its behavior.

3 Tips for the daily work with the robot

What benefits can companies gain from using big
data? Here are three examples:

Targeting customers
7

Big data allows businesses to have an insight into
their customers. Companies can analyze the dat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customers’ interests

4

4

数据”只是数量大，那你就大

保修条款等部分。

1 Description of the robot

4 Front view of the robot

并不陌生，但是如果你以为“大

清洁、疑难解答、参数说明、

Chapter 1
Introduction

5 Rear view of the robot

小艾说
你对“大数据”这个名词可能

The third “V” refers to “velocity”, or the speed

and preferences. Data can also help businesses

at which vast amounts of data are generated,

to predict behavior patterns and thus target their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ome Internet of Things

customers more successfully.

Unit 1

86

Un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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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新生代 新选择 新未来

【新生代英语】

总主编∥顾曰国

·适用于中职、五年一贯制高职、三年制高职、应用型本科教学·
《新生代英语》由外研社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合作出版，
是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合作编写的一套国际与本土融合、纸媒与
数媒结合的英语系列教材。该教材针对职业院校的英语课程进
行了精心的设计，旨在通过先进的编写理念、多元化的学习体验、
国际化的资源和视野、多样化的题材和活动，培养语言与技能

分类优

秀 情
感教学
素养提
升

兼备、文化与素养兼修的复合型人才。

教材特色
有个性：分层设计，分类优秀
教材体系包含入门教程、基础教程、高级教程、拓展教程共四个级别，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零起点逐
渐过渡至中高级水平；单元板块分为“核心（core）、星奖（bonus）、超星奖（super bonus）”三个
层次，以实现阶段性目标为引领；练习设计以语言基础为出发点，辅之以学习技能（learning skills）、生
活技能（life skills）和职场技能（career skills）相关知识。通过以上三步分层设计满足教学个性化需求。
有温度：交互体验，关注情感
以用户界面为版式设计原型，赋予学生数字阅读和触屏操作的交互体验；视频主角真实可爱，对话机智
幽默，情境温馨有趣；课堂教学倡导鼓励性、激励性话语，主动倾听学生内心的情感与想法，进而提高
课堂教学效果和学习愉悦指数，建设让学生真心喜爱的课堂。
有情怀：启迪心智，提升素养
精心选取时代感强、积极向上、生动活泼、地道真实的素材，以此激发学生的共鸣和求知欲，让学生在认
识自我、社会和世界的过程中，提升适应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积淀人文底蕴，提升审美情趣，

8

锤炼创新思维，感受快乐和美好。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新
生
代
英
语

书名

适用对象

配套资源

书号

定价

入门教程

中职

综合训练、教师用书、助学光
盘、助教课件、电子教案

978-7-5135-8724-2

42.90

基础教程 1

中职、五年一贯
制高职或同等水
平三年制高职

978-7-5135-8721-1

42.90

978-7-5135-8718-1

42.90

978-7-5135-9938-2

48.90

978-7-5135-9937-5

48.90

978-7-5213-0805-1

48.90

基础教程 2
高级教程 1

普通三年制高职
高级教程 2

拓展教程

应用型本科或
同等水平高职

综合训练、教师用书、U 校园
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iTEST 试题库、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电子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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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新技能英语】

总主编∥张连仲

中高职贯通
《新技能英语》是根据职业教育英语教学的特点，针对不同阶段的教学要求，按照普职互通、中高职贯
通理念设计的一体化高职英语系列教材。
适用对象： 五年一贯制院校学生

通过高职单招、对口升学入学的学生

分级教学中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学生

智慧版U卡通配套课程
《新技能英语》（智慧版）在满足课内学习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
的数字课程。学生通过购买智慧版教材可在“U卡通”学习卡中根据需要任选其一。
考试测评类：A/B 级模拟训练；四级模拟训练；四级备考类课程；对口升学考试类
商务职场类：突破职场英语写作；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商务英语实训；商
务英语视听说；外贸英语视听说
语言技能类：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基础篇；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校园篇；十
分钟轻松练：文化阅读；交际英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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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教材特色
起点较低、终点适中：以初中学生入学水平为起点，通过体系化的教材设计，最终达到高职大纲规定的基础要求。
注重衔接、分层设计：以中、高职英语教学大纲为基础，整体设计，循序渐进，有效衔接中高职。设置选修内容，


支持弹性教学。

创新设计、易教乐学：以学生为主体，创设情境，将语言学习置于真实情境中，活动设计强调学生的参与性，


突出职业性和实践性。

注重策略、反思提高：注重对学习策略的培养，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材体系
《基础教程》
1-4 级
《高级教程》
1-4 级

配套资源

34.80

《基础教程》
（智慧版）
1-4 级
《高级教程》
（智慧版）
1-4 级

书号和定价

基础教程 1
助学光盘、电子教案、助教课件、 5135-4385-9(01)
38.80
教师用书、练习册 / 综合训练、
U 校园数字课程、
高级教程 1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
5135-4389-7(01)

助学光盘、电子教案、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练习册 / 综合训练、
U 校园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
U 卡通数字课程

基础教程 2
5135-5279-0(01)
38.80

基础教程 3
5135-5418-3(01)
42.80

基础教程 4
5135-6922-4(01)
35.80

高级教程 2
5135-5370-4(01)
34.80

高级教程 3
5135-6126-6(01)
35.80

高级教程 4
5135-6920-0
28.80

基础教程 1( 智慧版 ) 基础教程 2( 智慧版 ) 基础教程 3( 智慧版 ) 基础教程 4( 智慧版 )
5213-1263-8
5213-1264-5
5213-1265-2
5213-1262-1
48.80
45.80
52.80
45.80
高级教程 1( 智慧版 ) 高级教程 2( 智慧版 ) 高级教程 3( 智慧版 ) 高级教程 4( 智慧版 )
5135-8903-1
5135-8904-8
5135-9046-4
5213-1261-4
46.80
46.80
45.80
3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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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捷进英语】

总主编∥石 坚

·适用于三年制高职高专教学·

快乐学习 快捷进步
《捷进英语》立体化系列教材由中外英语教育专家和高职高专院校一线教师共同策划、设计和编写，首
创在纸质教材中实践“微学习”，有助于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习得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发展思维能力和动
手能力，培养文化修养和职业精神。

智慧版U卡通配套课程
《捷进英语综合教程》（智慧版）在满足课内学习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
丰富、多元的数字课程。学生通过购买智慧版教材可在“U 卡通”学习卡中根
据需要任选其一。
考试测评类：A/B 级模拟训练；四级模拟训练；四级备考类课程；对口升学
考试类
商务职场类：突破职场英语写作；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商务英语实训；
商务英语视听说；外贸英语视听说
语言技能类：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基础篇；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校园篇；
十分钟轻松练：文化阅读；交际英语口语

教材特色

12

创新的教学理念

多元的题材和体裁

以“微”素材输入，以“微”活动实践。让学生

主题多样，阅读和音 / 视频素材生动，视角新颖。

零距离地感受语言，有兴趣地学习知识，轻松快

注重内涵性和思想性，以激发学生思考，培养学

捷地掌握技能，开创英语学习新体验

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注重培养学

科学的教学设计

生的职业精神、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

每单元设计三组教学循环：第一组关注语言知识

国际化的思维和视野

（Reading for Learning）， 第 二 组 注 重 实 践

中外教学专家联合编写，发挥各自的优势与专

（Reading for Doing）， 第 三 组 侧 重 交 际 能 力

长。来自英国的英语教学专家 Louis Rogers 和

（Guided Writing & Audio / Video Lab）。每组

Genevieve White 用原汁原味的语言、丰富多

循环输入输出紧密结合，层次清晰，目标明确

彩的文化和新鲜有趣的思维方式帮助学生打开认
识世界的窗口，开拓国际化的视野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材体系

配套资源

书号和定价

《综合教程》1-3 级

助学光盘、助学课件、教师用书、电子教案、U 校园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

综合教程 1
5135-5888-4
（01）
39.90

综合教程 2
5135-5887-7
（01）
39.90

综合教程 3
5135-5893-8
（01）
42.90

《综合训练》1-3 级

MP3 光盘

综合训练 1
5135-5890-7
24.90

综合训练 2
5135-5892-1
25.90

综合训练 3
5135-5895-2

助学光盘、助学课件、教师用书、电子教案、U 校园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U 卡通数字课程

综合教程 1
智慧版
5135-8905-5
51.90

综合教程 2
智慧版
5135-8906-2
51.90

综合教程 3
智慧版
5135-8907-9
52.90

《综合教程》
（智慧版）
1-3 级

26.90

综合教程主题设计
第一级 Approaching College

第二级 Approaching Society

第三级 Approaching the World

Unit 1
Unit 2
Unit 3
Unit 4
Unit 5
Unit 6
Unit 7
Unit 8

Unit 1
Unit 2
Unit 3
Unit 4
Unit 5
Unit 6
Unit 7
Unit 8

Unit 1
Unit 2
Unit 3
Unit 4
Unit 5
Unit 6
Unit 7
Unit 8

Opening Doors
Difficult Choices
Time Together
Inspiring Others
Getting Away, Getting Home
Feeling Good
The Perfect Family?
Steps Forward

Virtually Connected
Journeys of Discovery
Making a Difference
Sporting Choices
Dinner Table of the World
In My Mind
Lessons in Literature
The Working World

Open Up Your Mind!
Red Letter Days
Love vs Money
Going Green
Lights, Camera, Action!
Against All Odds
Judge for Yourself
Clashing Cultures

单元板块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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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经典教材，广受好评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

总主编∥郑树棠

注重语言基础 促进语言应用
《新视野英语教程》自出版以来，以其明确的定位、成熟的理念、完备的体系和丰富的资源广受各
地高职高专院校师生的好评。该系列教材历经多年教学实践的检验，通过持续优化与完善，已发展成为
院校口碑相传的经典教材。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基于对使用院校的详细调研，依据新时期英语课程教学的发展趋势、培
养目标和基本要求精心策划，在继承其原有优点的同时，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配套资源等方
面做了进一步的突破与创新，以提升学生在职场环境下运用英语的综合能力。

教材特色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依据高职的教学现状和个性化需求构建教材体系
与配套资源
按教学要求控制词汇数量和素材长度

教

材

读写教程
(1-4 级 )
听说教程
(1-4 级 )

教师用书、助学光盘、音带、助教课件、
电子教案、U 校园数字课程、
外 研 随 身 学 APP、iTEST 试 题 库、
期中／期末试卷

以交际为目的，全面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提供多层次、多渠道、立体化的教学服务与支持

课程设计  读写教程

配套资源
教师用书、综合练习、助学光盘、音带、
助教课件、电子教案、U 校园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
期中／期末试卷

课程设计  听说教程

Leading In and Exploring the Topic
1

Testing Your Ears

5

Section A

2

2

Section C

14

4

3

Section B

Telling Apart

1

Enjoying Yourself

4

Talking Together

3

Opening Your Mouth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读写教程
主

编：周

洁

吴

勇

俞理明

唐永华

音带

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在线题库

在线课程

选篇题材丰富
第三版的选材特别关注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注重信
息性、趣味性、职业性、时代感和多样性
练习形式多样
综合培养听、说、读、写、译多种技能，配套《综合练习》
提供更多学习内容
难度控制适当
符合大多数院校的教学水平和高职高专英语教学基本要求，
并紧密结合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读写教程（含 MP3 光盘 1 张）
预备级（第三版） 5135-5924-9 （01）
第 1 册（第三版） 5135-4188-6 （02）
第 2 册（第三版） 5135-4187-9 （02）

27.90
42.90
42.90

第 3 册（第三版） 5135-4207-4 （01）

43.90

第 4 册（第三版） 5135-5151-9 （01）

42.90

听说教程
主

编：高丽新

董革非

李

欣

音带

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在线题库

在线课程

符合语言学习规律
配合《读写教程》的主题展开多种形式的听说训练，从基
础语音到实际日常交流，逐步提升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设计多种口语活动
练习形式借鉴国外优秀教材的题型设计，同时结合中国
学生的学习特点进行创新，培养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提供互动学习光盘
利用多媒体技术、直观生动的界面和真实鲜活的语言，加

听说教程（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第三版） 5135-4183-1（02）  36.90
第 2 册（第三版） 5135-4184-8（02）  36.90
第 3 册（第三版） 5135-4185-5（01）  37.90
第 4 册（第三版） 5135-5206-6（01）  36.90

入视频内容，帮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完成学习任务
读写教程（智慧版）
第 1 册（第三版） 5135-9043-3
第 2 册（第三版） 5135-9044-0

52.90
52.90

第 3 册（第三版） 5135-9045-7

53.90

《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智慧版）在满足课内学

第 4 册（第三版） 5213-1266-9

52.90

习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数字课程，包括 A/

听说教程（智慧版）
第 1 册（第三版） 5213-0024-6
第 2 册（第三版） 5213-0025-3

46.90
46.90

第 3 册（第三版） 5213-0026-0

47.90

第 4 册（第三版） 5213-1348-2

46.90

读写教程（测评版）
第 1 册（第三版） 5213-1774-9
第 2 册（第三版） 5213-1775-6

52.90
52.90

第 3 册（第三版） 5213-1776-3

53.90

基础上增加了“iTEST 智能测试云平台”和“iWrite 英语

第 4 册（第三版） 5213-1777-0

52.90

写作教学与评阅系统”两个数字教学平台，学生可通过“测

听说教程（测评版）
第 1 册（第三版） 5213-1817-3
第 2 册（第三版） 5213-1818-0

46.90
46.90

第 3 册（第三版） 5213-1819-7

47.90

第 4 册（第三版） 5213-1820-3

46.90

智慧版、测评版 U 卡通配套服务

B 级模拟训练、四级模拟训练、四级备考课程、商务英语
实训、商务英语视听说、十分钟轻松练等课程。学生通过
购买智慧版教材可使用“智慧版 U 卡通”任选一门数字课
程学习。
《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测评版）在普通版教材

评版 U 卡通”任选其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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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精品教材，与时俱进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新职业英语】

总主编∥徐小贞

《新职业英语》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携手国内知名院校共同策划开发，体现职
业教育理念，实践职业素质培养，为高职院校实施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全面解决方案。
《新职业英语》基于未来工作需求与教学实际，将教学划分为基础、行业、素质等不同方面，在帮助学
生掌握英语语言的同时，提高其职业综合素质和职场竞争力，真正体现英语教学的职业性、实践性和实用性。
该系列教材自 2009 年出版以来，广受各地高职院校的支持与好评。这套新型立体化教材为高职英语教
学带来了新的生机，院校的积极使用和高度关注也赋予了教材新的活力。2014 年，编者基于院校调研反馈
和教学形势发展，对第一版进行了修订。《新职业英语》（第二版）不仅重视教学内容的职业性，同时能满
足院校对教学资源的人文性、生动性、普适性和课堂易操作性的要求。为了辅助院校共同探索数字化教学趋
势下创新的教学模式，第二版教材开发了 WinCareer 职业英语数字课程和在线测评试题库，为院校提供在
线互动教学环境，提升学生个体学习体验与效果。2020 年，《新职业英语》（行业篇）根据各行业的发展
及专业标准，率先进行了修订，目前已陆续出版第三版教材。

教材特色
创新的教学理念

实用的选材内容

将英语语言学习、行业知识、职业岗位活动与工

选择各行业知识和职业活动中实际应用的工作素

作技能有机融合，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

材为教学选篇，既可满足语言教学需要，又可培

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学习的实际需要

养学生职业素养和技能

丰富的教学资源

科学的教学手段

为教师教学和实施评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包括：

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情境模拟等教学方式，

教师用书（电子版）、形成性评估手册、助教课件、

并辅以形成性评价体系，真正实现教、学、做、

电子教案、备课笔记、视听读资源、视听光盘、数

评一体化

字课程、试题库和示范课

适当的难度控制

职业的教学设计

根据用人单位需求和各行业与英语的相关程度，控

根据对院校及行业企业的调研结果，以企业的工

制选材与教学活动的难度，实用为主，够用为度

作流程、典型工作环节或场景设计教学内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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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培养学生职业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材体系

基
础
篇

行
业
篇

配套资源

职场基础英语

教师用书、MP3 光盘、助教课件

职业综合英语（1，2）

  教师用书、形成性评估手册、MP3 光盘、
助教课件、电子教案、U 校园数字课程、
外研随身学 APP、iTEST 试题库、慕课

职业综合英语（智慧版）（1，2）

视听说教程（智慧版）（1，2）

教师用书、助学光盘、助教课件、
U 校园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iTEST 试题库、音视频资源

职业英语交际手册

MP3 光盘

视听说教程（1，2）

艺术设计英语

化生英语

包装印刷英语

农林英语

IT 英语

酒店英语（1，2）

机电英语

旅游英语（1，2）

教师用书（电子版）、
形成性评估手册

汽车英语

市场营销英语

经贸英语

物流英语

医护英语

轨道交通英语

（部分行业）

MP3

助教课件、电子试题

光盘

（部分行业）

土建英语

素
质
篇

职场素质英语

教师用书、
形成性评估手册

MP3 光盘、助教课件、
评估试卷

智慧版U卡通配套课程
《新职业英语》（智慧版）在满足课内学习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数字课程。学生通过购
买智慧版教材可在“U卡通”学习卡中根据需要任选其一。
考试测评类：A/B 级模拟训练；四级模拟训练；四级备考类课程；对口升学考试类
商务职场类：突破职场英语写作；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商务英语实训；商务英语视听说；外贸英语
视听说
语言技能类：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基础篇；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校园篇；十分钟轻松练：文化阅读；
交际英语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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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基础篇

·适用于基础阶段教学（第 1-2 学期）·

职场基础英语（第二版）
主

MP3光盘 教师用书

编：邹渝刚
《职场基础英语》是《新职业英语》基础篇的主干教程，全一册，共 8 个单元，

适合英语水平较为基础的学生。既可以在学习《职业综合英语》课程之前作为
夯实学生英语基础、培养基本人文素养的教程，也可以独立使用。本教材旨在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为学生进入职场打好坚实的思
想基础。
选材短小精悍，寓意性强  
主课文通过极具启发性的小故事传递出人生的大智慧，使学生在读故事的过
程中体会深刻的人生哲理
听力素材原汁原味，故事性强  
本书听力部分内容多节选自欧美经典电影，配有生动的视频，寓学于乐
单元主题侧重对学生“三观”的培养，启发性强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5922-5（01）39.90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心理，本书以八项最重要的道德素养作为主题，通过听说
读写各项技能的训练启发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数字课程充分整合内容，引导性强  
数字课程分为若干项目，引导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英语语言技能

e

职业综合英语（第二版）
慕课

MP3光盘

助教课件

电子教案

教师用书

数字课程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第 1 册主编：谭海涛

蒋

剡

第 2 册主编：谭海涛

程达军

《职业综合英语》是《新职业英语》基础篇的主干教程，共两级，
每级 8 个单元，涵盖不同职业涉外活动中共有的典型英语交际场景，
以培养学生在职业岗位中从事简单涉外业务的英语交际能力，同时为行
业英语的学习打好基础。
按照行业企业共有的人员、办公、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典型工作任
务组织学习内容
基础英语技能与职场交际能力并重，语言学习与职业素质培养兼顾
选材既贴近职业，又符合高职学生语言学习水平与需求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4711-6（01）
第 1 册（智慧版）5213-1267-6

42.90
52.90

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兴趣

第 2 册 5135-5254-7（02）
第 2 册（智慧版）5213-0895-2

47.90
54.90

活动设计来自真实的工作任务，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策略及在工作中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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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数字课程资源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视听说教程（第二版）
第 1 册主编：马俊波

杨

洋

第 2 册主编：徐郑慧

李

奇

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数字课程

《视听说教程》共两级，与《职业综合英语》主题对应、技能互补，
既可与《职业综合英语》配套使用，也可作为视听说教材单独使用。

视听内容真实有趣
视听内容以两家合作公司为背景，以公司职员的学习、工作、职业发展
为主线，涵盖公司经营业务的各个环节，有很强的故事性和趣味性
教学设计新颖合理
每单元包含两组视听循环（四段视听素材）、相应的口语训练，以及
Project、Supplementary Listening 等拓展内容，资源丰富
基于听说教学理论
在 听 力 教 学 方 面， 遵 循 Pre-listening、Listening 和 Post-listening
三个阶段的流程；在口语教学方面借鉴交际能力由语法能力、篇章
能 力、 社 会 语 言 能 力 和 策 略 能 力 构 成 的 理 论， 同 时 考 虑 了 Guided
Communication 和 Free Communication 的区分
职业训练有效实用
帮助学生熟悉职场涉外场景，培养工作中的沟通能力与实践能力，为有
效的跨文化交际打下基础

（含 CD-ROM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9931-3
第 1 册（智慧版）5213-0897-6
第 2 册 5135-9932-0
第 2 册（智慧版）5213-0896-9

48.90
58.90
49.90
59.90

配套数字课程资源
U 校园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互动助学光盘中的视频场景真实、生动

素材内容既贴近学生生活，又围绕职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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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职业英语交际手册
主

编：司建国

MP3光盘

杨新义

全一册，共 30 个单元，满足 1-2 个学期的教学要求。既可
作为《职业综合英语》的配套口语训练用书，丰富教师授课内容，
也可辅助学生课外学习。侧重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行业涵盖广泛
力求涵盖最典型的社交和职业场景，包含最常用、最具代表性的英
语表达方式
丰富教师授课内容
可与《职业综合英语》、《职业综合英语》（第二版）配套使用，
安排学生课下准备，课上背诵或进行角色表演，使课堂教学更丰富、
更有效
（含 MP3 光盘 1 张）
5600-8039-0（02） 29.90

辅助学生课外学习
中英对照，方便记忆；配有 MP3 光盘，供学生在语音、语调方面
参照模仿

职业综合英语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主

编：马俊波

何永国

MP3光盘

本书与《职业综合英语》（第二版）配套使用，旨在进一步巩
固学生的英语语言知识，强化语言技能，方便教师实施形成性评估，
促进教学相长。
每 册 8 个单元。每单元由听力、词汇与结构、阅读、翻译、写
作五个部分组成，从不同侧面巩固主教材知识
每 单元配有评估档案，促进师生相互了解，加强教学互动
练 习以活页形式装订，以模块为单位，方便学生呈交作业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4713-0（01） 32.90
第 2 册 5135-5256-1（01）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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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单独成册，附于书内，教师可灵活使用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素质篇

·适用于素质阶段教学（第 2 或第 3 学期）·

职场素质英语（第二版）
主

编：王朝晖

廖国强

MP3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针对高职学生职场素质培养需要全新编写，以提高职场环境下英语交
际能力为目标、以职业素质为主线构建教学内容。适用于基础阶段之后的
综合英语教学。既可与《职业综合英语》、《职业综合英语》（第二版）
配套使用，也可作为体现职业特色的英语教程单独使用。
培养职业素质
涵盖创新精神、团队合作、良好沟通、快速学习、诚信、责任感等企业
重视的员工素质
训练思维能力
听、说、读、写各技能板块的任务与练习均注重训练学生多种思维方式，
引导学生灵活解决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7738-0（01） 39.90

激发学习兴趣
单元设计借鉴外版优秀语言教材的优点：设计美观活泼，练习形式多样，
素材丰富有趣，启发性强

职场素质英语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主

编：曹

兰

MP3光盘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7767-0（01） 35.90

本书与《职场素质英语》（第二版）配套使用，每单元从听力、词
汇与结构、阅读、翻译、写作五个方面巩固学生课堂所学的知识。

21

基础英语

行业篇

·适用于行业阶段教学（第 3 或第 4 学期）·

土建英语（第三版）
主

编：杨

助教课件

芳

教师用书
（电子版）

全书共 8 个单元，以土建行业实际工作过程为依据构建单元主题，包含可
行性研究、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材料选择、电气系统、建筑给排水、建
筑装饰等核心岗位群的工作内容。适合土建类各专业学生使用。具有以下特点：
由英语教师、专业教师及土建行业人员共同编写，充分发挥各方专长
以土建行业的工作过程、典型工作环节和场景为参照来组织内容，根据主要
工作任务所需的英语知识和技能设计英语学习任务
注重培养学生用英语处理与土建相关的业务的能力，兼顾交际技能、职业技
能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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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贸英语（第三版）

医护英语（第三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经贸英语（第三版）
5213-2291-0
43.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215-8
25.90

（含 MP3 光盘 1 张）
医护英语（第三版）
5213-2286-6
45.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170-0
24.90

机电英语（第三版）

艺术设计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机电英语（第三版）
5213-2284-2
43.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174-8
25.90

（含 MP3 光盘 1 张）
艺术设计英语（第二版）
5135-5216-5（01）
39.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218-9
27.90

汽车英语（第三版）

土建英语（第三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汽车英语（第三版）
5213-2285-9
43.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040-6
2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土建英语（第三版）
5213-2310-8
42.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230-1
26.90

IT英语（第二版）

化生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IT 英语（第二版）
5135-5208-0（01）
38.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5210-3
26.90

（含 MP3 光盘 1 张）
化生英语（第二版）
5135-6766-4（01）      44.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6765-7                 27.9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机电英语（第三版）
主

助教课件

编：胡庭山

教师用书
（电子版）

全书共 8 个单元，以机电行业实际工作过程为依据构建单元主题，包含
建立业务关系、市场调研、产品设计、生产、检测、设备安装与维修、销售
与售后等核心岗位群的工作内容。适合机电类各专业学生使用。

物流英语（第二版）
主

编：罗卫华

何

助教课件

平

教师用书
（电子版）

供物流类各专业的学生在完成基础阶段英语学习后使用，可满足物流从业
人员工作过程中的英语交际需求，并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英语打好基础。本
教材共 8 个单元，可供 1-2 学期使用。

酒店英语1（第二版）

酒店英语2（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酒店英语 第 1 册（第二版）
5135-6756-5（01）
35.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6758-9
30.90

（含 MP3 光盘 1 张）
酒店英语 第 2 册（第二版）
5135-6757-2（01）
37.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6759-6
28.90

市场营销英语（第二版）

物流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市场营销英语（第二版）
5135-6689-6（01）
39.90

（含 MP3 光盘 1 张）
物流英语（第二版）
5135-5236-3（01）

39.90

农林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农林英语（第二版）
5135-6690-2（01） 42.90

包装印刷英语

（含 MP3 光盘 1 张）
包装印刷英语
5600-8718-4（01） 36.90
形成性评估手册
5135-0641-0
25.90

旅游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旅游英语 第 1 册（第二版）
5135-5220-2（01）      39.90
旅游英语 第 2 册（第二版）
5135-5222-6（01）      38.90

轨道交通英语

（含 MP3 光盘 1 张）
轨道交通英语
5135-3953-1（01）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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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十二五”江苏省高等学校重点教材

以“行”贯穿始终

【知行英语】

总主编∥杨治中

提升语言交际能力

·适用于三年制高职高专教学·

《知行英语》秉承“先行后知，以知促行”的教育理念，以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和未来职业需求为主
题线索，关联校园与职场，强调语言知识、交际能力、文化意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旨在提高学生的英语综
合应用能力，为学生搭建从校园通向职场的桥梁。

教材特色
“行”贯穿始终，有效结合输入输出
精选主题素材，兼顾经典与时代发展
展示多元文化，拓展学生视野
创新教学体验，关注师生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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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

材

配套用书

配套资源

综合教程
（1-3级）

教师用书
同步训练

MP3 光盘、
助教课件、试卷

视听说教程
（1-3 级）

教师用书

CD-ROM 助 学
光盘、助教课件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综合教程
主

助学光盘

编：王海啸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试卷

每级包含 8 个主题单元，每个单元围绕主题设计 4 个教学部分，
即 First Sight, Better Acquaintance, Further Development 和
一 个 实 训 练 习 Real Time。 其 中 Better Acquaintance 和 Further
Development 是教学核心，为综合听、说、读、写、译训练的两组完
整的教学循环。两组教学循环均以“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先输出、
后输入、再输出，并以 Real Time（基于真实情境的任务设计）巩固
学生在本单元所学的语言知识和技能。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3694-3 （01） 39.90
第 2 册 5135-3730-8 （01） 41.90
第 3 册 5135-5178-6 （01） 44.90

视听说教程
主

编：李霄翔

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每级包含 8 个主题单元，与《综合教程》主题融通，技能互补。
每 个 单 元 设 计 First Sight, Watching, Listen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Culture Show 五个教学步骤，着重培养学生的听说交际能力。
练习设计以口语表达为驱动，在学生发现不足后，通过输入的视频
或音频材料有针对性地教学，并以半开放式、开放式以及特定语境下的

（含 CD-ROM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3695-0 （01）
第 2 册 5135-4458-0 （01）
第 3 册 5135-5228-8 （01）

39.90
37.90
35.90

口语表达训练学生自如地应用语言。

同步训练
主

编：肖

飞

配合《综合教程》编写的同步训练用书。每级包含 8 个单元。练
习题型与 A/B 级和四级考试题型紧密结合，从听、说、读、写、译五
个方面全方位地评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135-4204-3（01）
第 2 册 5135-5177-9（01）
第 3 册 5135-5885-3（01）

27.90
30.90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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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希望英语（第二版）】

总主编∥徐小贞

任务式教学

·适用于三年制高职高专教学·

注重教学互动

根据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应使用院校的要求，2010 年《希望英语》的编者以
“一切有利于教师教学、一切服务于学生学习”为原则，对第一版教材从选篇、习题、活动设计、配套
资源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完善和提高。

教材特色
教学理念先进，培养语言应用能力
注重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创新，引入自主式、发现式、协作式学习
优化活动设计，倡导积极思考和参与
多样的训练活动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充分参与，旨在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策略、创新思维能力和职场竞争
意识
主题内容更新，体现时代发展特色
涉及文化交流、道德情感、信息技术、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有助于学生开拓视野、提高人文素养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

材

综合教程 (1-4 级 )
学习卡 (1-4 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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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用书

配套资源

教师用书（电子版）

MP3 光盘、音带、助教课件
MP3 光盘、音带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综合教程
主

编：谭海涛

蒋

剡

邹渝刚等

音带

MP3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每册包括 8 个主题单元和 2 个阶段测试，含听、说、读、写、译
各项技能训练，并兼顾了必要的语法讲解与练习。
题材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热点；体裁多样，并充分考虑到英语国家
的国别差异
学习任务灵活多样，生动有趣，操作性强
《教师用书》对开排版，包括语言点讲解、练习答案、译文、听力原文等，
综合教程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600-9530-1（01） 44.90
第 2 册 5600-9800-5（01） 44.90
第 3 册 5135-0416-4（01） 49.90
第 4 册 5135-0744-8（01） 49.90

并提供教学目标、教学建议、教学步骤和注意事项等，充分考虑课堂的
可操作性，帮助构建生动课堂

学习卡
主

编：龚

兵

白

莉

苏文秀等

音带

MP3光盘

从教学实际需求出发，将练习册以活页卡片的形式呈现。每单元包
含 6 个部分：学习策略卡、词汇卡、语法卡、听力卡、模仿卡和阅读卡，
为学生提供学习策略指导、与单元相关的自学内容以及自测练习。可作
为课外作业，部分内容还可灵活地用于课堂教学。
学习策略卡：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词汇卡：帮助学生通过科学有效的记忆方法完成词汇学习任务
语法卡：突出了各类考试的常考语法点，同时兼顾语法的系统性
学习卡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600-9577-6（01） 26.90
第 2 册 5600-9878-4（01） 26.90
第 3 册 5135-0518-5（01） 25.90
第 4 册 5135-0950-3（01） 26.90

听力卡：用于系统训练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
模仿卡：包含课文中的语言点、功能意念表达法、电影经典对白等
阅读卡：包括四篇阅读短文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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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新起点大学基础英语教程（修订版）】

总主编∥杨治中

·适用于三年制高职高专教学·

重视学习方法

提升综合素质

为满足高职高专院校新的教学需求，《新起点大学基础英语教程》的编者依据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
革方向，遵循教育部的指导方针，结合实际使用中的反馈意见，对原教材进行了全面修订。

教材特色
精选课文篇章
在保留第一版精华选篇的基础上，调整了部分选篇，使内容更具时代性、知识性、趣味性
强化写作板块
加强应用英语写作板块，更加注重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
优化语法板块
将“以讲为主”的语法讲解变为“以练为主”的语法练习，更有利于学生掌握与运用语言知识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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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配套用书

配套资源

读写教程 (1-4 级 )

教师用书

助学光盘、音带、助教课件

听说教程 (1-4 级 )

教师用书

助学光盘、音带

学习方法与阅读 (1-4 级 )

音带

自主综合训练 (1-4 级 )

音带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读写教程
主

音带

编：王海啸

助学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试题库

以提高英语阅读能力为主，同时培养写作能力和翻译能力。
侧重阅读理解的训练，同时兼顾写作、口语的训练，以及词汇、语法和
文化知识的学习
读写教程  （含 CD-ROM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600-7279-1（02） 32.90
第 2 册 5600-7722-2（02） 35.90
第 3 册 5600-8611-8（02） 35.90
第 4 册 5600-8948-5（02） 39.90
自主综合训练
第 1 册 5600-7588-4（01）
第 2 册 5600-8057-4（01）
第 3 册 5600-8706-1（01）
第 4 册 5600-9130-3（01）

从词性、词义、常用搭配及派生词等各个角度对重点单词进行详细分析
和讲解
提供应用文写作练习，帮助学生熟悉应用文风格与写作技巧

19.90
21.90
26.90
24.90

听说教程
主

音带

编：李霄翔

助学光盘 教师用书

以听为导入，以说为目标，循序渐进地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
将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学习、语言应用技能训练和影响交际效能的文化背
景知识介绍有机结合
题材符合学生的英语语言基础、个人兴趣爱好和实际交流需求
（含 CD-ROM 光盘 1 张）
第 1 册 5600-7281-4（02）
第 2 册 5600-7827-4（02）
第 3 册 5600-8606-4（02）
第 4 册 5600-9009-2（02）

29.90
29.90
29.90
29.90

学习方法与阅读
主

编：吴鼎民

音带

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技能、学习方法和文化素养。
通过微型讲座介绍学习方法，并提出有效建议，指导学生学习
提供丰富的阅读实践，开拓学生视野
包含中英文对照阅读和格言警句，既拓展学生知识，又启迪智慧、培养
语感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5600-7283-8（01）
5600-7953-0（01）
5600-8198-4
5600-8947-8

20.90
20.90
16.90
20.90

既可与本系列其他教材配合使用，也可作为阅读与学习方法指导用书单
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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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乐学英语】
《乐学英语》是为了完善职业教育英语教材体系，满足学校多样化需求，服务学生的职业
生涯和可持续发展而打造的英语专项技能系列教材。该系列教材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能
力、人文素养和文化内涵，主要针对口语、写作、文化阅读等专项技能进行训练。为适应信息
化的发展，该系列教材还配置了丰富的数字资源。

《乐学英语口语教程》
主编：Louis Rogers
教材特色
话题丰富实用，语言鲜活地道
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并重
活动丰富，寓教于乐
版式清新时尚，插图生动活泼
数字资源立体丰富

5135-8725-9

36.80

5213-1637-7

36.80

《乐学英语口语实训教程》
主编：侯毅凌
教材特色
面向百万扩招，简单乐学易教
内容实用有趣，配套微课视频
话题广泛多样，情景鲜活典型
5213-1791-6

39.80

语言地道纯正，设计图文并茂

《乐学英语演讲教程》
主编：邵红万
教材特色
丰富的演讲类型，经典的演讲范例
实用的演讲技巧，细致的语言讲解
广泛的演讲话题，渐进的演讲实操
立体化的教材建设，多模态的教学资源

乐学善学 巧思乐行
3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基础英语

《乐学英语写作教程》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编：马俊波

张

伟

阮红缨

教材特色
版式清新明快，体例设计模块化
内容涵盖广泛全面，任务练习循序渐进
文体多样，适合各类英语考试、竞赛和职业英语写作培训
5213-0804-4

44.90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独家真题，方便备赛

《乐学英语文化阅读教程》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编：乐学英语编写组
教材特色
外籍语言专家与中国编写团队合作完成
文章语言地道，渗透跨文化意识
话题新颖，题材广泛，体现中西方文化特色
题型灵活多样，融知识性、趣味性与可思性于一体

5135-8726-6

28.80

版式清新活泼，可读性强

《乐学英语视听说高级教程》
主编：乐学英语编写组
教材特色
故事伴学：以人物成长为主线，话题丰富新颖
活动引学：注重学生互动，设计灵活有趣
多媒体促学：视听说三位一体，满足多样需求

乐学善学 巧思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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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英语

【专项技能—英语口语系列】
职业英语交际手册
主

编：司建国

杨新义

侧重培养学生的职场英语交际能力
内容涉猎广泛，语言鲜活地道
英汉双语对照，配有录音光盘

5600-8039-0（02） 29.90

实用英语口语
主

编：陈灵伟

刘萍萍

口语话题丰富有趣，贴近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未来职业场景
重视基础与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有机融合
融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英语技能”赛项赛题，提供有力的备赛指导

5135-7869-1 26.90

乐学英语口语教程
主

编：Louis Rogers
国际合作编写
重视对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从个人生活、社会生活、职场生活三个维度设计场景

5135-8725-9 36.80

通用英语口语（第二版）
主

编：温

志

侧重英语口语交际能力
以生活或职场中的实际场景为基础，以实用为导向设计教学内容
在英语口语教学中融入职业与行业因素，实现从基础英语到行业英语的跨越

5135-9940-5 45.80

英语教师课堂教学口语汇编
主

编：杨国燕

郭玉玲

供一线英语教师、教研人员、英语教育专业学生使用
适用专业：学前英语教育、小学英语教育和初高中英语教育
上篇为英语课堂教学口语，下篇为英语语言技能教学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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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9939-9 28.9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行业英语

【创新职业英语系列】
创新职业英语系列教材可供职业院校学生及相关行业在职人员学习专业英语使用。该系列教材由行
业、企业和教学人员联合开发，遵循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本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原则进
行编写，是英语语言学习和职业能力培养并重的创新型教材。

教材特色
内容丰富实用：结合各行业特色，以实用、够用为原则，深入浅出地介绍各行业的专业英语
语言地道鲜活：注重语言在工作情境下的实际运用，语言地道、鲜活、规范
练习有趣多样：练习形式多样，在注重互动性和实践性的同时，富有趣味性，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版式新颖活泼：双 色设计，配备了大量图片及情境漫画，便于学生更直观地理解内容，有利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
配套资源丰富：本系列教材均配备 MP3 光盘、PPT 课件，部分教材还配备动画视频或真人视频资源

航空服务英语口语教程
主

编：陈

坚

本书可供职业院校航空地面服务和空中服务专业学生使用。内容
涉及订票、咨询、地面服务、安检、登机、空中服务、降落、中转等
话题。素材全部来自真实职场，习题模拟真实工作情景设计。

5135-9941-2 38.80

汽车英语
主

编：郑

MP3光盘

毅

本书针对汽车行业的需求，根据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而编写，
坚持够用为度的原则。专业技能和语言技能相结合；语言与情境相结
合，体现学以致用；听说、读写相结合，活动丰富，适应各种学习风
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难易程度适中，操作性强。

5135-3208-2 22.00

城市轨道交通实用英语
主

编：杨国平

助教课件

MP3光盘

本书是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日常站务工作开发的实用英语教材，填
补了国内该方面教材的空缺。本教材采用校企合作方式编写，以能力
培养为目标，以学习者为中心，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从真实工作场景
中提取素材，语言地道、规范，话题丰富，练习形式多样，能有效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135-2421-6 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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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英语

旅游英语视听说
主

编：郑

毅

助教课件

刘惠波

MP3光盘

本书是国内第一套集视、听、说于一体的旅游英语教材。教材立足于旅游
服务的行业标准，按照旅游行业对职业院校学生的能力要求进行编写，内容全
面丰富，编写模式新颖，配套资源齐全。

5135-0837-7 34.80

幼师英语（修订版）
主

编：陈艳丽

郑

助教课件

毅

本书以幼儿园的实际教学场景为基本情境，围绕幼儿在幼儿园的生活进行
设计，在选材上强调贴近日常生活和幼儿园生活实际，充分体现学前教育的特色，
融幼师学生才艺（音乐、书法、绘画、表演等）培训于英语教学之中。

5213-1258-4 29.80

电子商务英语
主

助教课件

编：张海波

MP3光盘

本书针对电子商务行业的需求，根据职业院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而编写。编
写理念新颖，以活动和任务来组织内容，教学做合一，理论实践一体化；内容
丰富全面，体现了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练习有趣多样，注重
互动性、操作性和趣味性。

5135-4689-8 25.00

医护英语
主

助教课件

编：唐巧英

MP3光盘

本书面向职业学校医疗、护理类专业的学生，以护理操作技能和护理英语
为双重主线编写，选材新颖，突出了护理操作技能。教材配有形式多样的语言
练习，紧密围绕主题技能，实用性强。

5135-6115-0  28.80

计算机英语
主

编：崔

艳

郑

助教课件

毅

MP3光盘

本书面向职业学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内容涵盖计算机硬件、软件、
电脑安全和网络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操作，帮助学生熟悉计算机英语的基本词
汇和术语，提高学生阅读和翻译计算机专业英语资料的水平及会话能力。

5135-7301-6 26.80

文秘英语
主

编：王韶芳

助教课件

MP3光盘

本书内容涵盖了涉外秘书常用的基本职业话题，突出技能和实操训练。秉
承“项目引领、任务驱动”的理念，把文秘工作中常见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
设计成学习任务，全面训练学生的英语基本技能，并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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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7233-0  28.80

素材，通过多环节的逐级技能训练，将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落到实处。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行业英语

【高职高专行业英语系列】
跨境电商交际英语（修订版）
主

助教课件

编：盛湘君

本书是供电子商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及跨境电商平台从业人员使用的教材，旨
在培养其在跨境商务平台中的英语综合交际能力。
实用为主，够用为度。根据行业特色和实际需要，设计跨境电商洽谈中涉及的交际
任务，培养学生英语的综合应用能力
内容新颖，紧跟时代。充分体现虚拟场景交际语言的特点，兼顾网络交际中的口语

5213-1245-4 45.00

和书面语

领队英语
MP3光盘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朱

华

本书包括“出团前的准备”“中国出境”“飞行途中”“抵达目的地国家”“联
系地陪”“入住酒店”“观光娱乐”“购物与自由活动”“安全与应急处理”“离境
回国”等教学内容。按领队业务流程顺序编写，与各省的领队资格证书考试紧密结合，

5135-4453-5  25.00

可以作为考试前的辅导用书。

旅游英语视听说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郑

毅

教学光盘

助教课件

曾雪梅

本书是第一本高职旅游行业英语视听说教材。教材根据旅游行业对高等职业院校
学生的能力要求进行编写，按照旅游业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流程来设计单元内容。
5135-4462-7  28.80

城市轨道交通实用英语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助教课件

编：杨国平
本书可供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岗位人员、轨道交通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学生使用。
内容丰富全面，包括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各方面的工作内容
语言地道鲜活规范，真实工作场景中提取素材
5135-4452-8 28.80

练习形式多样，富有实践性、开放性和趣味性

财务会计英语（第三版）
主

编：孙耀远

译文

本书可供会计类、经济类、管理类及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
简要介绍财务会计基础知识；会计实务以国际会计惯例为主，着重培养用英文做账
的实际操作能力
紧跟时代要求，以国外服务性和商业企业的会计事项为案例，全面系统地呈现企业
的整套会计业务流程

5135-6688-9 5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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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英语

汽车英语
主

编：顾云青

助教课件

张金霞

供汽车类及相关专业学生使用。
内容编排注重结合学生实际工作需求，全面、系统介绍汽车专业知识
以培养阅读能力为主，兼顾口语交际和翻译能力提升
5600-8645-3 13.90

饭店英语
主

编：张

文

韩常慧

助教课件

供饭店管理、餐饮管理与服务、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学生使用。
选材全面，内容涉及预订、前台服务、客房服务、餐饮服务、康乐与会议服务、
投诉处理、销售、商务中心等工作环节
内容实用，交际性强，帮助学生提高在饭店常见的场景中用英语进行交流的
能力

5600-7545-7

18.90

涉外护理英语
主

编：刘

晨

供涉外护理专业的学生使用，分为《情境对话》和《阅读
与写作》两个系列。
 教育部、卫生部护理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培训教材，教育部职成司推荐教材
 通过建立“三系三试一整合”的涉外护理课程体系，培养学
生国际化护理理念、顺畅使用外语沟通的能力，以及解决护
理对象实际问题的能力

情境对话 第 1 册
情境对话 第 2 册
（含 MP3 光盘 1 张）
阅读与写作 第 1 册
阅读与写作 第 2 册

5600-5339-4 14.90
5135-0645-8 47.90
5600-5337-0 18.90
5600-7501-3 25.90

秘书英语口语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黄晓萍

潘

MP3 光盘

清

本书通过描述主人公 Lisa 从成功应聘企业前台秘书（初级秘书）、升职为
人力资源总监助理（中级秘书），到最后晋升为总经理助理（高级秘书）的经历，
介绍了秘书工作情境（如求职面试、日常工作、沟通与协调、社会交际、情况
应对等）中常用的口语表达。
语言地道，易学宜用
呈现了完整的秘书职业生涯发展，案例展示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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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对学生职业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4470-2 24.8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公共英语·

应用英语

大学英语学习方法与策略（高职高专版）（第二版）
主

编：吴鼎民

潘月洲

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导学，帮助新生熟悉课程要求，指导学生做好学
习规划，解答学习中的困惑，介绍解决常见问题的方法，提高高职高专学生英
语学习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全书共有八个篇章。
5135-7747-2 33.90

应用英语口语
主

MP3 光盘

编：张燕如
旨在培养学生就常见话题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
语言上突出口语句型的特点，地道、简短、交际性强
话题以高职学生的实际生活为蓝本，实用性强

（含 MP3 光盘 1 张）
5600-6719-3 21.90

注重交际策略的应用，设计开放式的交际场景和易操作的练习形式

应用英语写作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主

编：张燕如

徐

益

将语言基本功与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是一本实用性很强的应用
文写作教材。
 涵盖社交书信、商务书信、表格等 40 余种常用文体，详细介绍每种文体的特
点并配以典型例文
提供词汇丰富、句型多变的常用套语，练习设计紧密结合A／B级考试写作要求

5600-6480-2 19.90

应用英语翻译
主

编：王立群
结合学生职业发展需要，训练常见应用英语文体翻译技巧，提高学生的翻

译能力。
提供大量翻译实例，注重翻译实践，由浅入深，实用性强
5600-9792-3 23.90

结合职业特点进行文体分析与翻译技巧训练，体现职业特征
语言实际应用训练与文化背景知识渗透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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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基础课

【超越英语】

总主编∥唐克胜  副总主编∥刘建珠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超越英语》系列教材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商务外语学院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策划、设计和编
写，秉承“基于成果的教育”（OBE）理念，依托“国际人才英语考试”的时代背景，旨在超越传统英语课
堂，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超越英语》系列教材共 7 册，包括基础篇（2 册）、专业篇（4 册）和职业篇（1 册）。每册由《学生用书》
《教师用书》和《评估手册》以及丰富的数字资源组成。其中，基础篇适用于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专业篇和
职业篇适用于高职英语专业教学。

超越传统英语教学课堂

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教材特色
教学目标：重点突出，层级清晰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示范仿做，反馈分享

教学设计：整体输入，整篇输出

版式设计：新颖有趣，重视交互体验

数字资源：丰富立体，名师教学微课，优质课堂实录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材体系

基
础
篇

综合教程 1-2

专
业
篇

综合教程 1-4

职
业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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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阶段

配套资源

高职公共英语基础阶段教学
（第 1-2 学期）
评估手册、教师用书、
高职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

助教课件、电子教案、

（第 1-4 学期）

U校园数字课程、外研随身学 APP、
名师教学微课、优质课堂实录

综合教程

高职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
（第 5 学期）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英语专业·

英语专业基础课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致用英语 ( 第二版）】

总主编∥刘黛琳  副总主编∥丁国声

资源完备

学以致用

程晓堂

综合发展

《致用英语》( 第二版）是一套为高职英语专业学生“量身定制”的基础课系列教材，依据教育部最新
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试行）》中英语类专业教学标准而编写。
《致用英语》（第二版）系列教材涵盖了应用英语、商务英语、旅游英语和英语教育四个专业在基础教
学阶段课程设置的主干课程，确保英语专业基础课程教学资源的整体性。

教材特色
 符 合高职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在体现不
同课程教学特点的同时，兼顾各个课程
之间在教学形式和内容上的融通、互补
与衔接
 突 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采
用任务为主的活动设计，注重交际性、
应用性和实践性，以培养学生语言综合
应用能力，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融 合多元文化，展示真实环境中的地道
英语，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其跨文化交
际的意识和能力

教材体系与配套资源
教

材

综合教程 (1-4 级 )

配套用书

配套资源

教师用书、同步训练

MP3 光盘、助教课件

综合教程（智慧版）
（1-4 级）
听力教程 (1-4 级 )

U 卡通数字课程
教师用书（电子版）

助教课件、外研随身学 APP

口语教程 ( 上、下 )

助教课件、外研随身学 APP

阅读教程 ( 上、下 )

助教课件

写作教程

助教课件

语法教程

助教课件

英语国家概况

助教课件

英语报刊阅读

参考答案

英美文学选读

拓展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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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教程（第二版）
主

编：程晓堂

MP3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同步训练

《综合教程》（第二版）是《致用英语》的核心教材，配有《同步训练》（第
二版），共四级。
素材更新 体现时代精神，注重多样化、生动性、人文性、普适性和教学的易
操作性
语言调整 调整系列教程梯度，使整体语言难度既适中又富挑战性
选篇拓展 从板块构成和练习设计方面充实和拓展了两个选篇，从篇章结构、
文风和修辞手法等方面深化选篇后的习题内容
授课建议 提供编写意图和授课建议，帮助教师更加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活动
考试需求 标注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设计应用能力考试习题，满足学生的考试
需求
综合教程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第二版 5135-3236-5 39.90
第 2 册  第二版 5135-3801-5 38.90
第 3 册  第二版 5135-4449-8 45.90
第 4 册  第二版 5135-5153-3 48.90

综合教程（智慧版）
第 1 册（智慧版）5213-1268-3
第 2 册（智慧版）5213-1269-0
第 3 册（智慧版）5213-1270-6
第 4 册（智慧版）5213-1271-3

49.90
48.90
55.90
58.90

同步训练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 1 册  第二版 5135-4448-1 26.90
第 2 册  第二版 5135-5150-2 26.90
第 3 册  第二版 5135-5037-6 26.90
第 4 册  第二版 5135-5152-6 26.90

口语教程（第二版）
主

编：金利民

助教课件

《口语教程》（第二版）共两级，旨在通过大量的基础口语练习，全面提
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为学习专业英语口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口语教学新模式
一改传统口语教材按话题编排的模式，按照语言训练阶段的不同，将“意念”
“功
能”“主题”“情景”和“任务型”教学理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从简单到复杂
上册
下册

5213-0799-3
5213-0798-6

35.90
36.90

循环上升的编排模式
素质教学新理念
选材既包括常用功能和常见情景，也包括有一定深度的社会话题，既贴近学生
生活和职业需要，又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
勤说多练重实用
通过大量基础口语练习，全面提高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培养良好语感，
增强交际自信

听力教程（第二版）
主

编：方健壮

助教课件

《听力教程》（第二版）共四级，每级 16 个单元。第一、二级以生活题材
为主；第三、四级的主题与职业紧密相关。
 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写，语言基础和语言应用并重；语言难度逐
渐提高，信息量逐渐加大，题材逐渐丰富

40

第1册
第2册
第3册
第4册

5213-1259-1
5213-1260-7
5213-1643-8
5213-2064-0

33.90
34.90
36.90
38.90

 每 单元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听力训练，精听、泛听兼顾，听力技能的单项训练
与综合训练有机结合，逐步提高学生的听力综合技能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英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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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教程（第二版）
主

编：宁

助教课件

毅

《阅读教程》（第二版）共两册，每册包括 10 个主题单元和两个综合
训练，旨在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实用的阅读技能训练，全面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
题材广泛，内容鲜活，涵盖校园、社会生活和职业等方方面面，开拓学生
上册（第二版） 5135-7293-4 26.90
下册（第二版） 5135-5622-4 27.90

视野
系统讲解阅读技巧，并结合课文中的实例进行练习和巩固，有效提高学
生的阅读技能
练习形式丰富多样，兼有客观题和拓展性、开放性讨论题，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写作教程
主

编：李莉文

李养龙

助教课件

《写作教程》全一册，主要针对职业活动中的实际需求，结合案例讲解
常见应用文和短文的写作技巧。
指导思想明确，编写理念新颖
以实例分析为基础，以分步引导式训练为方法，加强过程培养环节和关
键写作要点化，以保障能力提高和训练的有效性

5135-5875-4  43.90

范例与情境结合，注重思辨能力培养
采取情境化写作训练，以体现“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并训练学生在实
际的交际场景中如何思维，增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章节设计科学，课堂操作性强
各单元按照不同内容的实用目的和用途分类设计，重视单元间的内容关
联性和衔接关系，以增强课堂教学的可操作性和训练的系统性

语法教程（第二版）
主

编：史

洁

郑仰成

《语法教程》（第二版）全一册，共 16 个单元，针对高职高专学生英
语学习的薄弱环节，系统梳理语法知识。
突破语法教程的固有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语法讲解方
式深入浅出；练习生动活泼；版式赏心悦目；美文阅读体现语言之美
5135-7768-7 34.90

语法知识自成体系，做到了条理化和逻辑化，便于学生记忆与活用
语法讲解与相关练习对开排版，学练相长，有助于学生加深对语法现象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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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国家概况（第二版）
主

编：丁国声

助教课件

《英语国家概况》（第二版）全一册，介绍主要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
知识，旨在让学生从文化学习中习得语言，在语言学习中探求文化。
新颖的编写方式
每个单元围绕一个主题，介绍与比较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
亚五个主要英语国家的概况，使学生通过比较了解异同，加深印象
5135-5874-7

36.90

丰富的文化内涵
每单元包括三篇精选的阅读文章，构筑起同一主题的不同侧面，有助于学生
深入了解文化，比较不同观点，提高文化敏感度
培养思辨能力，提升人文素养
汇报、辩论等练习形式与生动的案例分析使学生在透视各国文化现象的同时，
综合运用语言，提高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英语报刊阅读（第二版）
主

编：王静岩
《英语报刊阅读》（第二版）全一册，共 14 个单元，内容涵盖政治、经济、

贸易、教育、科技、环境等多个领域。每单元由三部分组成：
新闻知识介绍
介绍英美主要报纸期刊、新闻的分类和构成、英语报刊的语言特色等
典型选篇阅读
5135-7815-8

25.90

每单元精选两篇文章，附例文导读、重点单词释义、背景知识及语言点注释、
阅读理解和讨论题等
读报技巧分析
讲解报刊文章写作中的特殊手法，如派生词、双关、复合词、词性转换等

英美文学选读（第二版）
主

编：祁继香
《英美文学选读》（第二版）全一册，共 9 个单元。精选了英美两国文学

史上不同时期和不同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及经典作品，在提高学生文学修养
的同时，增强其英语阅读能力，并加深对语言应用的认识。
 充分考虑高职高专学生的特点，选取语言难度适中且兼具欣赏性、趣味性的
5135-7859-2

23.90

素材；版式设计图文并茂
 对所选作品进行中文介绍和赏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
 根据每单元内容配备视频资源，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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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

【专业基础课】
新视野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马龙海

李

MP3光盘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毅

商务英语是国际商务环境中应用的英语
《新视野商务英语综合教程》共四级，每一级采用“三三制”的
结构框架，即每册分三个主题板块，每个主题板块细分为三个既独立
又相关的单元小主题，每个单元包含交际技巧、语言知识和商务实践
三大功能模块。
能力本位，贴近职场岗位需求
主题选择兼顾高职学生对商务职业环境的体验和在职业岗位的成长过
程，注重日常商务活动与案例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含 MP3 光盘 1 张）
第1册
5135-2747-7（01）39.90
第2册
5135-3635-6
36.90
第3册
5135-4457-3
36.90
第4册
5135-5159-5
39.90
第 1 册（智慧版）5213-1241-6
第 2 册（智慧版）5213-1242-3
第 3 册（智慧版）5213-1243-0
第 4 册（智慧版）5213-1244-7

49.90
46.90
46.90
49.90

设计新颖，突出商务情节与任务融合
以任务和活动推动情节发展，单元主要板块之间通过情节发展和技
能训练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易教易学，强化商务素材的真实生动
选材精彩多样，真实生动，课堂活动和口语练习穿插于基础板块之间，
练习设计注重课堂参与性和互动性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助教课件

教师用书

编：马龙海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是国内首套为高职高专商务英语专业

学生编写的视听说教材，共两册，每册 10 个单元，涵盖职场涉外商务
活动的不同方面，将学生的职业发展渗透到课程之中，有效提高学生
的语言交际能力。
内容丰富
涉及职场交际活动的方方面面，同时综合语言、文化、经济和涉外
商务等知识
突出应用
实景拍摄涉外商务情景，构建视听说有机结合的互动教学模式，有
效提高学生的职场英语交际能力和职业素养，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方便教学
增加了 U 校园数字课程，确保师生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同时采
用了二维码扫描阅读技术，方便师生获取配套的音视频资源

上册（第三版）   5213-0796-2

45.90

下册（第三版） 5213-0794-8

45.90

43

商务英语专业

【专业课（英文类）】
商务交际（第二版）
主

编：朱立立

吴

芳

MP3光盘

本书是融理论知识、沟通技巧、案例分析与现场模拟为一体的实训教材，
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商务交际活动的主要内容及背景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将交际口语、沟通的理论技巧及沟通中的跨文化差异三者紧密结合，并系
统讲述了非言语交际，培养学生在不同商务情境下完成各种交际任务的综
合技能
 通过大量模拟商务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7769-4
36.90

题的能力

英文外贸函电（第二版）
助教课件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樊红霞
本书是供商务英语、国际贸易专业学生使用的实训教材，围绕外贸出口

流程的各个环节，讲解外贸信函的写作方法和写作要领，与职业资格标准相
衔接。
范例丰富
每个单元提供针对相应外贸环节的信函实例 6-8 篇，并配有语言难点和业
务难点讲解
5135-7136-4 36.90

实训为重
贴近国际贸易实际；通过情境写作、案例分析等形式多样的练习和活动，
拓展学生的行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其写作能力

商务秘书实务 ( 第四版）
主

编：薛宁地

助教课件

本书是供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实训教材，涵盖了国际商务文秘工作
的主要内容，具有明确的职业知识和能力指标。
内容全面
包括商务礼仪等秘书工作常识，组织会议、写会议备忘、安排商务宴请等
秘书常规工作，以及制作资产负债表、进行小额现金管理等高级秘书工作
突出实践
围绕秘书岗位职责安排教学内容，注重实际操练，强调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
5213-0793-1 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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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
根据新的岗位能力标准更新了部分章节内容与实操训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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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现场口译
主

编：赵敏懿

刘建珠

MP3光盘

教师用书

本书是培养学生进行初级英汉、汉英口译的实训教材，旨在提高学生在
不同商务场景下进行简易交替传译的能力。
内容丰富
包括口译技巧、英汉互译、文化背景、商务实境交际和实训练习，共 18
个单元
模式新颖
（含 MP3 光盘 1 张）
5600-5648-7
29.90

按照译前准备、现场口译、译后评估三个阶段安排教学，将不同的商务主
题与实用的口译技巧结合

外事实务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黄晓彤

CD光盘

袁凌燕

本书是介绍外事接待的基本程序和礼仪规范、训练学生英语综合能力的
实训教材，可供应用英语、商务英语等专业外事应用方向的学生使用。
内容实用
涵盖外事接待和商务活动的主要内容，训练学生日程安排、晚会组织等实
际技能，传授涉外礼仪与禁忌
（含 CD 光盘 1 张）
5600-6633-2
22.90

活动丰富
提供导入练习、情景对话、阅读、实用写作等内容，穿插角色扮演、场景模拟、
小组讨论等课堂活动，并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商务同声打字
主

编：白

莉

MP3光盘

本书是培养学生商务办公技能的综合实训教材，旨在培养学生在现实商
务工作环境中的从业技能。
根据行业特色和实际需要，将听、打、写三种技能训练有机结合，并配有
大量图形与实例，形象直观，便于教学
重点培养学生根据发言要点成文、根据现场发言撰写报告、根据会场录音
（含 MP3 光盘 1 张）
5600-5640-1
13.90

整理纪要等能力，以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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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写作
主

助教课件

编：邹渝刚

本书是供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写作教材，主要介绍商务环境中英语写
作的基本概念和原则、常用文体、常用格式以及相关的写作技巧，设计了由单
项训练到综合写作的教学任务，旨在培养学生以需求为动力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商务背景下的书面沟通能力。
理念新颖
以系列情景故事的方式导入各单元的学习内容，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特
点和实际需求，通过引导式训练让学生掌握国际商务活动中最常用的文体
方便教学
教学操作设计充分考虑教学双方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定教学任务的可行性，

5600-6614-1 23.90

全书知识点布局及单元教学流程均经过长期的实际教学检验

会展英语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黄晓彤

MP3光盘

助教课件

文前国

本书供英语专业或会展专业学生使用，着重培养学生在会展的策划、设计、
营销、谈判及接待服务过程中的英语交际能力。
编者权威
编者团队的会展英语课程于 2008 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本书为编者
多年教学成果的结晶，实用性强
两条主线
每个单元从“主办方”和“参展商”两个角度结合编排，依据不同的工作流
程设置 Reading、Sample Study、Situational Dialogs、Do It Yourself 等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2300-4 23.90

不同的实操板块，两条主线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便于教学

商务模拟工作坊
主

编：史咫阳

张

莹

本书是在课堂上构建商务交际情景、模拟真实商务活动的商务英语实训教
材，供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使用。
涵盖核心商务工作
包括组建公司、商务会议、商务旅行、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财务管理与银
行业务等核心模块
提供真实有效的模拟平台
设计以实际商务工作流程为实训导向的“任务环”，力图实现教学内容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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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岗位的零距离对接，在学生的学业与职业之间搭建桥梁

5135-2714-9 19.9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专业

商务英语翻译教程
编

著：贺雪娟
本书是供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使用的英汉互译教材，口译和笔译兼顾，讲练

结合，突出实践，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口译与笔译并重
笔译部分分为五章，讲解翻译的基础知识以及商务信函、合同、广告的翻译；
口译部分分为三章，讲解口译的基本理论和技巧及商务谈判中的口译
基础和专业并重
从词、句、语篇到应用文本的翻译，从口译的微观技巧到商务谈判口译，难
5600-6393-5 17.90

度逐渐提高，专业程度逐步加强

秘书英语口语
主

编：黄晓萍

潘

清

MP3光盘

本书通过描述主人公 Lisa 从成功应聘企业前台秘书（初级秘书）、升职为
人力资源总监助理（中级秘书），到最后晋升为总经理助理（高级秘书）的经历，
介绍了秘书工作情境，如求职面试、日常工作、沟通与协调、社会交际、情况
应对等常用的口语表达。
语言地道，易学宜用
呈现了完整的秘书职业生涯发展，案例展示生动有趣
（含 MP3 光盘 1 张）
5135-4470-2 24.80

强化对学生职业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

47

商务英语专业

【专业课（中文类）】

国际市场营销
主

编：姚宏伟

罗先智

本书以现代国际经济发展为背景，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对国际营销理论和
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引用大量翔实生动的案例，可读性较强。

5135-4461-0 45.80

外贸单证缮制
主

编：樊红霞

潘 茹

本书涵盖国际贸易基本程序与单据流程、付款与信用证、商业发票、包装
单据、产地证书、保险单据、运输单据、报关单据、汇票、其他单证等内容，
共计 10 章。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外贸单证范例及实践练习。
5135-4450-4 37.80

国际贸易实务
主

编：杨灿荣

王 欣

本书立足于实践，以进出口贸易操作流程为主线，从一位外贸企业员工的
角度呈现了国际贸易的基本知识。可供职业院校商务英语、国际贸易及其他外
经贸类专业的学生使用。
5135-4451-1 36.80

商务谈判
主

编：李冬梅

余凤英

本书以职业工作逻辑为脉络，按工作流程编写，对商务谈判的影响因素、
谈判准备、谈判过程、谈判策略、谈判沟通、谈判礼仪与礼节、谈判的文化差
异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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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5-4463-4 39.80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英语专业·

旅游英语专业

旅游英语视听说
主

编：郑

毅

曾雪梅

助学光盘

本书是第一本高职旅游行业英语视听说教材。教材根据旅游行业对高等职
业院校学生的能力要求进行编写，按照旅游业从业人员的实际工作流程来设计
单元内容。
5135-4462-7  28.80

领队英语
主

编：朱

华

MP3光盘

本书包括“出团前的准备”“中国出境”“飞行途中”“抵达目的地国家”“联
系地陪”“入住酒店”“观光娱乐”“购物与自由活动”“安全与应急处理”“离
境回国”等教学内容。按领队业务流程顺序编写，与各省的领队资格证书考试
紧密结合，可以作为考试前的辅导用书。
5135-4453-5  25.00

旅游英语（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旅游英语 第 1 册（第二版）
5135-5220-2(01)
39.90
旅游英语 第 2 册（第二版）
5135-5222-6(01)
38.90

酒店英语 1（第二版）

酒店英语 2（第二版）

（含 MP3 光盘 1 张）
酒店英语 第 1 册（第二版）
5135-6756-5 (01)
35.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6758-9
30.90

（含 MP3 光盘 1 张）
酒店英语 第 2 册（第二版）
5135-6757-2(01)
37.90
形成性评估手册（第二版）
5135-6759-6
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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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用书

为帮助考生了解和熟悉“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具体题型、
详细内容和难易程度，帮助教师有效指导学生通过考试，外研社策划出
版了一系列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指导用书，针对考生薄弱环节重
点强化，提高语言能力，掌握应试技巧。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真题精讲 A 级 /B 级 ( 第二版 )
主

编：崔艳萍

冯新艳

题型透视
详尽剖析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要点和解题思路，帮助考生短
时间内高效地把握命题原则、规律和题型特征，掌握应试方法
真题回放
收录了 2016 年 12 月以来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的 8 套真题，
可作为考前冲刺训练，以方便考生了解考试的真实情况，并检验学
习效果、进行自我评估，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备考

（含 MP3 光盘 1 张）
真题精讲 A 级 5135-5067-3（03） 33.90
真题精讲 B 级 5135-5064-2（04） 33.80

参考答案与应考指南
提供 8 套真题的参考答案以及与考点相关的应考指南，并根据不同
题型的侧重点开设了“用法拓展”“参考例句”“核心词汇”“难句
分析”等栏目，使考生能由点到面，举一反三，提升考生对考试深度
和广度的认知和掌握，从而切实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和语言能力
附录
归纳总结近几年考试真题的考点，提供系统精简的讲解，并配有相应
的练习。学生可利用此部分内容系统地自学语法，巩固所学语言点

高职高专核心词汇必备手册
主

编：程冷杰
依据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形成核心词汇表，按照

英文字母 A-Z 的顺序进行编写，对 A 级和 B 级词汇做了区分；核心
单词的主要释义分别用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注解，同时对核心词汇的主
要用法提供例句，以便学生学习掌握；对大纲核心词汇所派生出的其
他词性单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也做了补充，以扩大学
5135-3952-4 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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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词汇量和举一反三。

·公共基础课（英语类）：考试用书·

考试用书

紧跟考试要求

囊括最新试题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精讲精练 A 级 /B 级 ( 第三版 )
主

编：龚

耀

依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和《高等职业教育英
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对第二版进行了修订，更新试题内容，完
善试题讲解，强化应试技能的培养。可供高职高专院校课堂教学使用，也
可用于学生自测。
解题思路与方法指导
详细分析考试题型，针对不同题型讲解解题思路
专项强化训练
提供各种题型的专项强化训练，讲练结合，巩固学习成果
真题详解

（含 MP3 光盘 1 张）
A 级 第三版 5135-5063-5（03） 43.90
B 级 第三版 5135-5068-0（03） 43.90

提供近年考试真题，并配有详细的分析和答案
自测模拟题
提供 8 套严格按照实考题型编写的模拟试题，可用于实战练习和自测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精讲精练模拟试题 A 级 /B 级
主

编：龚

耀

依据教育部 2014 年最新《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和样题》
和《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编写，并在国家考试
中心专家悉心指导下精心设计和策划，由六套模拟试题和两套最新考试真
题组成。
自测模拟题
提供六套严格按实考题型编写的模拟试题，使学生通过训练和自测进一
步提高解题能力
A级
B级

5135-6565-3（01） 21.90
5135-6564-6（01） 21.90

考试真题
分析、归纳和总结两套最新考试真题，便于学生了解考试的真实情况，
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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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公共基础课程体系

公共基础课（非英语类）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53

中高职衔接、五年制高职高专教材

57

·公共基础课（非英语类）·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体育与健康（第二版）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杨铁黎

王

莹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毕力格

本书由理论常识篇、基础运动篇和时尚休闲篇三部分组成，共收入 23 个
运动项目。每个运动项目从项目简介、健身价值、基本技术、基本战术、练习
方法、比赛规则、赛事观赏点和观赛礼仪等方面进行介绍。
理论常识实用，便于实践
运动项目丰富，休闲时尚

5213-1252-2 38.00

方法指点精要，简明易懂
兴趣素养并重，全面发展
配套示范视频，规范运动

心理健康教育（第二版）
主

编：时

勘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本书由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时勘担任主编。内容贴近职
业院校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根据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职
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编写，设置目标导向、案例导入、活动拓展、思考与评价等
栏目，对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心理素质养成教育。
学习生活相平衡，寓教于乐
关注集体特性，尊重个体差异
重视入学心理档案，关注职前心理辅导

5213-1246-1 39.80

体现自我测评、团体互动和户外拓展三者结合的体验式教学方式
双色印刷，版式新颖活泼，优化阅读体验

职业素质教育
主

编：毕结礼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本书充分分析职业院校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培养学生如何成为适应现代职
场需要的人才为目标。本书主要内容共 10 章，包括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科学
择业与就业、岗位工作与岗位素质、组织结构与组织文化、社会与社会交往素质、
团队与团队素养的提升、自主发展与自我管理素质、职场与职场典范、竞争与
创新素养、终身职业学习与职业素养提升。
贴近职场，突出职业素质教育的实践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量身打造，突出职业素质教育的普惠性，解决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
5135-4355-2（01） 38.00

操作性强，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与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紧密联系
知行结合，设置活动与训练、思考与讨论栏目，提升学生行动力和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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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就业与创业指导
主

编：陈

宇

姚

助教课件

臻

教学设计

本书紧密结合职业院校学生实际，突出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目标。本书共 8
章，涵盖就业与创业基础知识、就业意识观念培养、求职指导、就业法规与流程、
职场适应与发展、把握创业机会、创业计划与实施、新企业管理与发展等内容。
强调实用性，以帮助学生顺利就业与创业为最终目标
全面介绍就业与创业的相关政策及流程，加大政策解读力度
增加创业部分篇幅，引导学生成功创业
5135-4360-6（02） 38.80

职业生涯规划
主

编：李怀康

瞿立新

李天雨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本书从社会、行业、企业、职场需求出发，将职业发展和终身发展理念有
机结合，帮助学生制订职业目标和职业生涯规划。本书主要内容共 7 章，包括
了解学业与生涯、感知环境变化、认识自我、解读职业、设计职业生涯、适应职场、
准备就业与创业。
突出思想性与人文性，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职业价值观
选取真实、生动的素材，以例说理
5135-4359-0（02） 38.80

设置活动与拓展栏目，突出学生实践

大学语文（第二版）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王荣生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吕志敏

本书分为名篇阅读、应用写作、口语交际三个模块。阅读模块精选名家名
作 30 篇，帮助学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拓展文化视野；应用写作和口语交际模
块选取职场实用的 10 个应用文种和 5 个口语交际活动，培养学生未来职场必备
的书面和口头沟通能力。
创新阅读体系，语言发展与人文熏陶并举
5213-1248-5 39.80

突出职教特征，语文素养与职业素养融合
巧设训练梯级，循序渐进提升语文能力
重视情景创设，强调做中学，体现职教特色
探索数字化转型，二维码链接配套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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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基础课（非英语类）·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口语交际（第二版）
主

编：吕志敏

周新云

黄云珍

教学设计

助教课件

本书分为日常生活、校园生活、职场生活三个板块，构建开放课堂，以引
导式、平台式活动为依托，以口语表达应用为指向，通过多维度、多梯度的活
动训练来提高学生适应日常交流需要和现代职场需要的口语交际能力。
搭建交际平台，激发交际潜能
强化活动训练，指向实践应用
多元多维评测，重视效果评价
探索数字化转型，二维码链接配套数字资源

5213-1240-9 35.00

应用写作（第二版）
主

编：刘锡庆

吕志敏

吴跃平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本书分为校园生活篇、职前准备篇、职业初阶篇、渐进提高篇、拓展提升
篇五部分，每篇包括 4 ～ 9 个文种写作任务，涵盖了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所需的
31 个文种。
职场任务驱动，重视应用写作能力获取，变知识呈现体系为实操实练体系
情境创设激趣，写作过程做步骤化指导，内容编排体现职业生涯发展轨迹
5213-1239-3 38.00

探索数字化转型，二维码链接配套数字资源

计算机应用基础 ( 第二版）
主

编：陈

禹

李春燕

助教课件

本书共分八个单元，内容包括信息科技与计算机、信息获取与数字化、信
息管理与人机沟通——Windows 7 操作系统应用、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图文
信息处理技术、信息统计与分析、多媒体信息处理以及信息展示与发布。
本书知识和技能达到大学专科层次要求，兼顾终身学习需要，并融入了信
息素养、信息能力、计算思维的有关内容。
编 写团队涵盖职业教育课程专家、专业骨干教师和企业科研人员，体现“行
5213-1237-9 39.90

业特色、双证融合”
根据知识、技能需要，体现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大纲的全部要求
内容选择考虑学生差异，贴近职场需求和实际需要
内容组织突出强调信息处理主线，体现信息处理能力培养规律
内容呈现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采用案例导入模式
另有《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训指导（第二版）》可作为配套实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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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训指导（第二版）
助教课件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王文槿

王仕勋

本书为《计算机应用基础（第二版）》的配套实训教材，分为八个单元，
与主教材一一对应。每个单元均由能力自测、学习指南、实验指导、习题精解、
综合任务和考证辅导六个部分组成。
 渗 透“信息处理”观念，深化“核心能力”养成，引导学生用“计算思维”
思考问题

5213-1249-2 37.90

遵循职教规律，以实训案例为线索，使学生全面掌握知识和技能
引入先进的学业评价机制，涵盖职业技能标准要求

应用数学基础（经管类）
主

编：邢春峰

助教课件

教学设计

本书依照“定位高职，注重简洁直观，强化应用意识，融入数学思想”
的原则，结合职业院校应用数学课程的教学特点、现状以及当前教学改革实
际编写。
强调数学概念、原理与实际问题的联系
用大量实例反映数学的应用，引入数学建模思想
利用数学软件形象演示概念和验证理论

5135-4357-6 35.00

例题、习题难易适度
双色印刷，版式活泼，优化阅读体验

齐鲁传统文化
“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主

编：刘向红等
本书为“十三五”国规教材、山东省省版教材、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研究成果，供高等职业院校学生使用。本书包括十个模块：“自强不息、刚健
有为”“人性本善、仁者爱人”“爱自亲始、孝悌为本”“知耻明礼、敬让谦
和”“忠恕待人、爱人如己”“诚信友善、慎独自律”“重义轻利、培养正气”“知
止尽分、敬业乐群”“修齐治平、爱国爱家”“参赞化育、天人和谐”。每个
5213-0926-3 35.80

模块基本包括学习目标、活动热身、基本精神、经典呈现、传统故事、案例分享、
综合实践等环节，并配有丰富的图片和丰富的二维码资源。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
以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主旨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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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育高职学生的正确价值观、高尚情操和传统美德为主要目标

·公共基础课（非英语类）·

中高职衔接、五年制高职高专教材

新语文（1—4 册）
主

编：赵

鑫

卢

华

等

《新语文》是一套适合中高职衔接、五年制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使用的语文
创新教材。本套教材以培养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语言文
字运用能力为主线，体现基础性、实践性、发展性，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综合
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本套教材坚持立德树人、语文能力培养并
重，重在培养学生对汉语语言文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情感，健全人格
修养，提升语文素养、语言能力、思维能力。
全套教材共 5 册，具有鲜明的连贯衔接、知能序列进阶的特点。

教材特色
理念新：基于新课标理念，立足立德树人，突出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理念权威
体例新：语文知能序列组元，突出任务教学法运用，学生能力科学提升，教师易教
形式新：教材随文附二维码，链接更多数字资源，立体扩充教材容量，学生趣学

阅读与欣赏板块
突出语文知能线，以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能力序列为线组元，在此基础上外设一条人文主题线，在语文知识能
力培养的基础上兼顾系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如第一册按照“字”“词”“句”“语段”“修辞”“逻辑”
的知能顺序，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梳理与搭建自己的语文学习知识框架，六个单元又分别以“汉字之美”“词
语密林”“积学怀琛”“心灵日出”“诗样情怀”“理性哲思”为主题，构成人文主题系列。
课后练习创新设计，从“文本赏读”到“探究拓展”，遵从文本学习的规律，符合学生学习心理；从课内拓
展到课外，强化探究拓展，突出语文应用性，大语文理念渗透于教材设计中，促进学生将语文学习与实际生
活、情感体验、职业发展充分结合，活学语文、乐用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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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职衔接、五年制高职高专教材

表达与交流板块
依据“情境教学法”“任务教学法”的教学理念和特点，设置活泼的任务情境，以工作任务驱动学习兴趣，
落实技能训练。任务设置体现工作过程，重视步骤化、科学性训练，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综合实践活动板块
活动内容立足语文性，兼顾校园生活及职场生活，任务明确，过程清晰，操作性强；活动评价开放多元，
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形成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活动拓展有效合理，为师生提供多种选择。

配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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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用书（电子版）

学生练习册

助教课件

课文朗读音频

教学设计

·公共基础课（非英语类）·

中高职衔接、五年制高职高专教材

实用语文
主

编：欧阳代娜

洪镇涛

《实用语文》是一套适合五年制高职高专院校
学生一、二年级使用的文化基础课教材。本套教材
以就业为导向，以提高学生未来职场需要的语文应
用能力为目标，教材内容时代性、针对性强，职业
特色鲜明，突出学生这一学习主体对语文的感悟过
程、能力形成和能力应用过程，系统提升学生的听、
说、读、写等语文综合应用能力。

◆ 教材结构由“现代诗文阅读”“古典诗文诵读”和“实用语文操练”（包括口语交际、写作和语文综合实
践活动）三大系统有机整合而成。第 1 册由 6 个教学板块组成，第 2 册由 7 个教学板块组成。每个教
学板块都由一组现代诗文或古典诗文搭配实用语文操练内容组成。

◆“现代诗文阅读”和“古典诗文诵读”

第一册
全国高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

第一册
全国高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

实用语文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

部分，着力于学生对文本的感悟、

1

品读、探究、积累。在“实用语文

D

笑①
15

冰 心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③，
E

诗人由现实进
入对往昔生
活的回忆与憧
憬。

操练”中，口语交际部分设计了介
B

绍、交谈、复述、劝说、拒绝、演讲、

写“屋子里的
别的东西，
都隐在光云
里”，是为了
凸显安琪儿的
形象。

A

正如我轻轻的来 ；

凭④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入。转过身来，忽然眼花

我轻轻的招手，A

⑤

作别西天的云彩。

B

F

在沉默中作心
灵的交流，才
是告别康桥的
最佳方式。

G

由开始的“轻
轻”变为“悄
悄”，完成了
对康桥的诉
别。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④里放歌。E

轻轻的我走了，

动着。——真没想到苦雨③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A
⑥

揉碎 D 在浮藻①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②，

徐志摩

以雨停月出后
的晴美图画，
为安琪儿“抱
着花儿，扬着
翅儿，向着我
微微的笑”烘
托出诗意的
背景。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彩虹的倒影
“揉碎”了，
却又沉淀成
梦，这样写有
什么意味？

再别康桥①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
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②的
A

实用语文
那榆荫下的一潭，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⑦

缭乱 ，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 里 ； 一片幽辉 ，只浸着

三个“轻轻
的”，流露出
诗人对康桥怎
样的感情？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⑤ ；

墙上画中的安琪儿⑧。——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F

那河畔的金柳，

向着我微微的笑。

悄悄的我走了，

是夕阳中的新娘 ；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

B

波光里的艳影，

不觉的便坐在窗台下想，——默默的想。

在我的心头荡漾。B

严闭⑨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 一条

将金柳比作新
娘，可谓独具
匠心。这个比
喻好在哪里？

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⑩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⑩的流
11

正如我悄悄的来 ；G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软泥上的青荇②，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

应聘等 10 次训练；写作部分，既
有 记 叙 文、 说 明 文、 议 论 文 的 一

C

在康河的柔波里，

① 选自《小说月报》（1921 年 12 卷 1 号）。冰心（1900 ～ 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福
建长乐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
②［闪闪烁烁 ]（光亮）动摇不定，忽明忽暗。
③［苦雨 ] 连绵不停的雨，久下成灾的雨。
④［凭 ] 靠着。
⑤［眼花缭乱 ] 眼睛看见复杂纷繁的东西而感到迷乱。
⑥［光云 ] 指模糊的光影。
⑦［幽辉 ] 幽暗的光。
⑧［安琪儿 ] 英文 Angel 的音译，天使。
⑨［严闭 ] 紧紧关闭。
⑩［兀（wù）自 ] 仍旧，还是。
11
⑩［潺（ch
án）潺 ] 象声词，形容溪水、泉水等流动的声音。

2

① [ 藻（zǎo）] 泛指生长在水中的绿色植物。
② [ 篙（ɡāo）] 撑船的竹竿或木杆。
③ [ 漫溯（sù）] 漫，不受约束，随便。溯，逆着水流的方向走。
④ [ 斑斓（bānlán）] 灿烂多彩。
⑤ [ 笙箫（shēnɡxiāo）] 笙和箫，分别指不同形状的用竹子制成的管乐器。

① 选自《徐志摩诗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 )。徐志摩（1897 ～ 1931）， 浙江海宁人，
现代诗人、散文家。康桥即剑桥，是英国剑桥大学所在地，诗人曾在这里留学。1922 年，诗
人初次离开英国时曾写过《康桥再会罢》一诗 ；1928 年，诗人故地重游，于乘船归途中挥
笔写下此诗，“再别”就是这个意思。
② [ 荇（xìnɡ）] 荇菜，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叶子略呈圆形，全草入药，也可作饲料或绿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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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为什么甘
心做康河里的
一条水草？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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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文 体 写 作 指 导， 也 包 括 便 条 和
单据、启事和海报、计划、总结、
书信等应用文体的写作训练。

◆ 语文综合实践活动部

第二册
全国高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

实用语文
我绝不企望有谁来代替，因为在这世界上，

分，提供活动过程和步

每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

1

◆ 学生用书的设计和编写都从学生这一学习
主体的需要出发，帮助学生自主学习，引
导学生合作学习，促进学生探究性学习。
古典诗文诵读 4

16

第二册
全国高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

实用语文

骤指导；内容不仅关注

我的四季①
张 洁

A

开篇点题，用
“生命如四
季”这一比喻
总揽全文，提
纲挈领。

B

这句话表达了
怎样的人生
哲理？

C

每个生命在追
求希望的时候
都是庄严的，
无高低贵贱
之分。

学生校园生活，如“学

生命如四季。A
春天，我在这片土地上，用我细瘦的胳膊，紧扶着我锈钝的犁。
深埋在泥土里的树根、石块，磕绊②着我的犁头，消耗着我成倍的体
力。我汗流浃背③，四肢颤抖，恨不得立刻躺倒在那片刚刚开垦的泥
土之上。可我懂得我没有权利逃避，在给予我生命的同时所给予我
的责任。我无须问为什么，也无须想有没有结果。我不应白白地耗

生课外阅读调查活动”，
还直击学生未来职场生
活，如“模拟应聘活动”。

费时间，去无尽地感慨生命的艰辛，也不应该自艾自怜④命运怎么不
济⑤，偏偏给了我这样一块不毛之地⑥。我要做的是咬紧牙关，闷着
脑袋，拼却全身的力气，压到我的犁头上去。我绝不企望⑦有谁来代
替，因为在这世界上，每人都有一块必得由他自己来耕种的土地 B。
我怀着希望播种，那希望绝不比任何一个智者的希望谦卑⑧。C

① 选自《中外永恒主题散文精品》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洁（1937 ～ ）
，当代作家。
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无字》分获第二、六届茅盾文学奖。
② [ 磕绊（kēbàn）] 磕碰，阻挡。绊，挡住或缠住，使跌倒或行走不方便。
③ [ 汗流浃（jiā）背 ] 汗水湿透了背上的衣服，形容汗出得很多。浃，透，遍及。
④ [ 自艾（yì）自怜 ] 因为自己的处境不顺心而一味地怨天尤人。
⑤ [ 不济（jì）] 不好。
⑥ [ 不毛之地 ] 不生长草木庄稼的荒地，泛指贫瘠、荒凉的土地或地带。
⑦ [ 企望 ] 希望。
⑧ [ 谦卑 ] 谦虚，不自高自大（多用于晚辈对长辈）。

2

【译意】

青玉案·元夕①

元夕之夜彩灯满街，如东风吹开了繁花千树，更有那漫天焰火，如雨
点一般在夜空中密布。华丽的车马驶过，留下了香气满路，箫声响起，月
将西沉，这一夜鱼龙彩灯狂舞。

［宋］辛弃疾

妇女们戴上了华美的饰物，笑语连连，仪态万方，带着幽香翩然而去。
我在人群中找了她百遍千回，猛然回头，却见她站在那灯火零落之处！

东风夜放花千树② , 更吹落，星如雨③。宝马雕车④香满路。
凤箫⑤声动，玉壶光转⑥，一夜鱼龙舞⑦。
蛾儿雪柳黄金缕⑧，
笑语盈盈⑨暗香⑩去。众里寻他千百度⑩。
11

感

悟

蓦然⑩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⑩处！
12

13

这首词通过对元夜诸多情景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政治失意时的无限感
慨和不愿随波逐流的美好情怀。读完以后，请说说作者是通过哪些具体情
【注释】

景的来表达这一主旨的？

① 选自《稼轩词编年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邓广铭撰）
。元夕，元宵节，农历正
月十五日夜，
又叫元夜。古时习俗，
从这一天开始连续三夜都举行灯会。辛弃疾
（1140 ～ 1207）
，

品

南宋著名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他早年参加抗金义军，归南

读

宋后更力主北伐抗金，被主和派排挤打击，两次被免官，长期闲居于江西上饶。他的词作继

配套资源  

1．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承了苏轼开创的豪放之风，慷慨悲壮，后人常以“苏辛”并提 ；也有不少清丽妩媚、委婉含蓄
的作品。

——这一句是写灯火的，却没有出现“灯火”一词。请你谈谈作者是

② [“东风”句 ] 大意是，这一夜东风催动了花事，千树花儿齐开。这里形容元夜灯火极盛，如
同千树花开。

怎样描写灯火的？句中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
2．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③ [ 星如雨 ] 花灯如雨点一般密密麻麻。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星如雨”是比喻满天的焰火。

——这两句是运用什么修辞手法写妇女们盛装观灯的？作者这样写的

④ [ 宝马雕车 ] 指豪门贵族的华美车马。宝马，装饰着珠宝的马 ；雕车，雕刻着花纹的车。

好处是什么？

⑤ [ 凤箫 ] 对箫的美称，
《尚书》中记载有吹箫引凤的典故。
⑥ [ 玉壶光转 ] 月亮向西边转动过去，意味夜已很深了。玉壶，比喻月亮。

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⑦ [ 鱼龙舞 ] 此指鱼灯、龙灯表演。

——① 哪一句表现了对“那人”的无限钦佩和执着追求？

⑧ [“蛾儿”句 ] 意思是妇女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蛾儿”
“雪柳”
“黄金缕”都是当时妇女头

教师用书（电子版）

学生练习册

助教课件

课文朗读音频

② 哪些词语传达出发现“那人”时的意外惊喜？

上戴的装饰品。
⑨ [ 盈盈 ] 形容仪态美好。

探

⑩ [ 暗香 ] 幽微的香气。这里代指那些穿着华丽而身带香气的妇女。

究

11 [“众里”句 ] 在众多妇女中寻找他千百遍。他，
⑩
古代第三人称不分性别，这里指女性。度，遍。
12 [ 蓦（mò）然 ] 猛然 ；不经心地。
⑩

这首词用反衬手法描写了“那人”孤高淡泊、不随流俗、自甘寂寞的

13 [ 阑珊（lánshān）] 冷落稀疏的样子。
⑩

形象，请说说词中是怎样运用反衬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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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课程内容
语言基础类
《新时代职业英语 通用英语》

《新技能英语》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

《捷进英语》

《新职业英语》（第二版）

《新生代英语》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超越英语》（专业篇）

商务职场类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

《商务英语实训》

《商务英语视听说》

《外贸英语视听说》

语言技能类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

《十分钟轻松练：文化阅读》

《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基础篇》

《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校园篇》

《交际英语口语》

考试测评类
《A 级模拟训练》

《B 级模拟训练》

《全国高职对口升学考试训练》

《四川高职对口升学考试训练》

《四级模拟训练》

《新四级核心基础突破

词汇与语法》

《新四级强化辅导

听力》

《新四级强化辅导

阅读》

《新四级强化辅导

写作》

《新四级强化辅导

翻译》

《新四级口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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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基础类
《新时代职业英语 通用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鲁

昕   副总主编：闫国华

《新时代职业英语 通用英语》数字课程以教材为依
托，利用立体化、个性化、自主化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
习优势，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效果，辅助教师课堂教学，及时跟
进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课程特色
通用英语

提供丰富助学资源
针对课文，补充重点词汇及语言难点讲解，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已上线

通用英语1
通用英语2

简化输入输出过程
简化音视频资源输入输出过程，答题更加便捷，提高学习效率
添加便捷助学功能
配备便捷功能设计，实现课文单句点读、逐句翻译，提升学习效果
采用口语测评技术
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即时反馈学生语音准确度

《新技能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张连仲
本课程系列根据职业教育英语教学的特点，针对不
同阶段的教学要求而设计。课程以教材为依托，在呈现
纸质教材的基础上，对部分环节进行了重新设计，使之
更符合在线学习规律。利用立体化、个性化、自主化和交
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程特色
依据教材内容设计，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多维查看学习记录，轻松掌握学习情况
提供多种辅学工具，优化自主学习环境
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强化输出训练
创设真实语言情境，激发学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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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反馈习题答案，提高学习效率

新技能英语
基础教程1

基础教程2

基础教程3

高级教程1

高级教程2

高级教程3

已上线

·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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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郑树棠

李思国

本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在呈现纸质教材的基础
上，增设语音测评功能，对教材中的单词、句子和对话
等内容进行语音测评，系统实时打分。在部分环节中，
学生也可课后录音上传供教师打分。课程利用立体化、
个性化、自主化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拓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程特色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

依据教材内容设计，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强化输出训练
创设真实语言情境，激发学习情绪

听说教程 1

读写教程 1

听说教程 2

读写教程 2

听说教程 3

读写教程 3

听说教程 4

读写教程 4

已上线

即时反馈习题答案，提高学习效率

《捷进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石

坚

本课程系列包含 3 级，每级可供一个学期使用。课程以
教材为依托，对部分环节进行了重新设计整合，使之更符合
在线学习规律，课程增设录音功能，利用立体化、个性化、
自主化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

课程特色
依据教材内容设计，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捷进英语

调整课程活动设计，符合在线学习规律

综合教程1

创设真实语言情境，简化输入输出过程

综合教程2

即时反馈习题答案，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已上线

综合教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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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英语》（第二版）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徐小贞
本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利用立体化、个性化、自主化
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效果，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及时跟进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课程特色
提供丰富助学资源
针对课文，补充重点词汇及语言难点讲解，方便学生自主
学习
完善在线学习流程
展现教材主体内容，形成主题引入——知识学习——内容

新职业英语（第二版）

已上线

职业综合英语 1
职业综合英语 2
视听说教程 1
视听说教程 2

回顾的学习闭环，并增设口语输出任务，巩固学习效果
添加便捷助学功能
配备便捷功能设计，实现课文单句点读、逐句翻译，提升学习效果
采用口语测评技术
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即时反馈学生语音准确度

《新生代英语》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顾曰国
本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利用立体化、个性化、自主
化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效果，辅助教师课堂
教学，及时跟进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课程特色
提供丰富助学资源
针对课文，补充重点词汇及语言难点讲解，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简化输入输出过程
简化音视频资源输入输出过程，答题更加便捷，提高学习效率
添加便捷助学功能
配备便捷功能设计，实现课文单句点读、逐句翻译，提升学习效果
采用口语测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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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即时反馈学生语音准确度

已上线

新生代英语
基础教程1

基础教程2

高级教程1

高级教程2

拓展教程

·数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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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马龙海
本课程系列以教材为依托，在呈现纸质教材的基础上，
对部分环节进行了重新设计，使之更符合在线学习规律。利
用立体化、个性化、自主化和交互式的数字化学习优势，开
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课程特色
依据教材内容设计，辅助教师课堂教学
多维查看学习记录，轻松掌握学习情况

已上线

提供多种辅学工具，优化自主学习环境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强化输出训练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上

创设真实语言情境，激发学习情绪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下

即时反馈习题答案，提高学习效率

《超越英语》（专业篇）数字课程系列
总主编：唐克胜
《超越英语》（专业篇）数字课程以教材为依托，结合数字产品特点，设计了立体化的学习模块与丰富
的交互练习，提供即时测评与反馈，开拓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本课程为学生打造了清晰的学习流程和
个性化学习路径，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养成自主学习习惯，也可辅助教师课堂教学，及时跟进和了解
学生的学习情况。

超越英语（专业篇）
综合教程1

已上线

综合教程2
综合教程3

课程特色
提供丰富助学资源

针对课文，增加重点词汇讲解，方便学生自主学习

添加便捷助学功能

配备便捷功能设计，实现课文单句点读、逐句翻译，提升学习效果

采用口语测评技术

设计角色扮演模块，引入语音测评技术，即时反馈学生语音准确度

配备名师教学示范

以微课和课堂实录的形式提供名师教学示范，助力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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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职场类
《十分钟商务英语：电话沟通》数字课程
主 编：陈俐丽
主 讲：张

晶

本数字课程由外研社与 Live ABC 互动英语教学集团合作开发，展现在商务情境下如何用英语进行电话
沟通，涵盖商务开拓、商务洽谈、商务合作和纠纷解决等商务外贸沟通全过程。以真实商务环境为语言背景，
结合关键知识点和沟通技巧讲解，让有志于投身外企、从事外贸行业的在校学生学习商务电话沟通知识，熟
悉电话沟通技巧，掌握商务英语技能。
共 20 个课时，以微课视频呈现，每课 10 分钟。

课程特色
视频真实
专门为课程录制实景视频，故事情节连贯，真实展现商务沟通情境
简短精炼
每课 10 分钟左右，突出各商务交际场景下的关键语言点和沟通技巧
资料丰富
提供详尽的视频课程讲义及中英文脚本，拓展相关情境下的实用表达，进一步协助有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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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实训》数字课程
本课程适用于商务英语专业、国际贸易专业、
商务助理专业及财经管理专业学生，还可以供贸易、
金融、管理等在职人员业务培训使用。视频微课与
训练相结合，为学习者提供了真实商务场景下的英
语交际体验。

技能。

课程特色
◆ 视听材料直观生动

◆ 配套练习轻松自测

◆ 难度适中，轻松有趣

课程特色
视频真实：专门为课程录制实景视频，故事情节连贯，真
实展现商务沟通情境

《商务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简短精炼： 每课 10 分钟左右，突出各商务交际场景下的
关键语言点和沟通技巧

ENRICH LEARNING
EMPOWER TEACHING

本课程采用微课设计，涵盖常见的商务活动主

资料丰富：提供详尽的视频课程讲义及中英文脚本，拓展

题，兼顾语言学习、交际能力和商务能力的培养，

相关情境下的实用表达，进一步协助有效沟通

帮助学生在国际商务环境下熟练运用英语沟通，打
造国际化商务人才。每个单元由 1 个视频和 2 个音

商

务

职

场

2016

类

学习卡

频构成，围绕核心目标展开，展现商务实景。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校园版）》数字课程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

课程简介

课程特色

技能。
◆ 动画视频，新颖有趣
◆ 音频练习，巩固听力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校园版）》数字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

◆ 知识总结，查漏补缺

呈现，讲解职场常用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呈现，
面沟通礼仪原则，旨在提高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职场实用英文写作能

课程特色

讲解职场常用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
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视频真实：专门为课程录制实景视频，故事情节连贯，真
面沟通礼仪原则，旨在提高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职场实用英文
实展现商务沟通情境
写作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外贸英语视听说》数字课程

课程特色

简短精炼： 每课 10 分钟左右，突出各商务交际场景下的
本课程采用微课设计，每个单元的主题都紧扣
微课设计：符合在线学习规律，10-15
分钟完成一课学习，精华知
关键语言点和沟通技巧
课程特色
当今外贸活动的一个方面，展现贸易工作中的各类
识高度浓缩
资料丰富：提供详尽的视频课程讲义及中英文脚本，拓展
微课设计：符合在线学习规律，20
分钟完成一课学习，精华
职场助力：文体选择贴合职场情境，涵盖最通用典型文体，有效助
流程及交际场景。每个单元的
1 个视频和 2 个音频
相关情境下的实用表达，进一步协助有效沟通
知识高度浓缩
力职场写作能力提升

围绕核心目标展开，展现贸易实景，为学习者提供

职场助力：文体选择贴合职场情境，涵盖最通用典型文体，
形式活泼：视频授课以动画形式呈现，画面精美，寓教于乐，充分

ENRICH LEARNING
EMPOWER TEACHING

商

务

职

场

2016

类

学习卡

了真实外贸场景下的英语交际体验。

有效助力职场写作能力提升
调动学习兴趣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校园版）》数字课程
形式活泼：视频授课以动画形式呈现，画面精美，寓教于乐，
多端适配：支持
PC 端、移动端多终端学习，利于学生利用碎片化
课程特色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
充分调动学习兴趣
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学习卡

课程简介
技能。

◆ 动画视频，新颖有趣

◆ 音频练习，巩固听力

FW000000270

◆ 知识总结，查漏补缺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校园版）》数字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

课程结构

呈现，讲解职场常用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
课程特色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呈现，
面沟通礼仪原则，旨在提高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职场实用英文写作能
Unit 1
General Rules in Business Writing
讲解职场常用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
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视频真实：专门为课程录制实景视频，故事情节连贯，真
Unit 2
Business Letters & E-mails
面沟通礼仪原则，旨在提高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职场实用英文
实展现商务沟通情境

写作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Unit 3
Resumes: Content
简短精炼： 每课 10 分钟左右，突出各商务交际场景下的
课程特色
关键语言点和沟通技巧
微课设计：符合在线学习规律，10-15 分钟完成一课学习，精华知
课程特色
资料丰富：提供详尽的视频课程讲义及中英文脚本，拓展
识高度浓缩

11 .

商务写作基本原则
商务信函和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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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技能类
《突破职场英语写作》数字课程
课程简介
本课程以系列视频微课形式呈现，讲解职场常用
文体的写作要点和技巧，且于讲解中贯穿职场书面沟
通礼仪原则，旨在提升大学生及职场人士的英文实用
写作能力，增强职场竞争力。

课程特色
 微课设计 符合在线学习规律，10-15 分钟完成一课学习，精华知识高度浓缩
 职场助力 文体选择贴合职场情境，涵盖最通用典型文体，有效助力职场写作能力提升
 形式活泼 视频授课以动画形式呈现，画面精美，寓教于乐，充分调动学习兴趣
 多端适配 支持 PC 端、移动端多终端学习，利于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课程结构
●

●

Basics and rules（写作原则）

●

As a new starter（职场新人）

General rules in business writing 商务写作基本原则

Notices 通知

Basic forms: Letters & e-mails 信函和邮件

Memos 沟通备忘

As a job seeker（求职者）

Minutes 会议记录

Resumes 简历

●

As a professional（专业人士）
Establishing business 建立业务

Cover letters 求职信

Enquiries & replies 询问与回复
Follow-up letters 跟进信函
Arranging meetings 会议安排
Invitations 会议邀请
Replies to invitations 回复函
Maintaining relations 维护关系
Complaints 投诉 / 索赔信
Replies to complaints 理赔 / 拒绝信
●

As a project leader（项目主导）
Proposals 立项书
Reports 项目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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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轻松练：文化阅读》数字课程
本课程的阅读素材以中西方文化为主题，由外籍语言专家原
创，配套练习形式丰富多样，帮助学生提升阅读分析能力、思辨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意识。

课程特色
 阅读材料地道有趣

阅读材料均为外教撰写，语言地道，内容有趣

 体现中西多元生活

材料内容中西合璧，题材广泛，话题角度新颖

 配套练习轻松自测

配套练习题难度适中，帮助学生提升英语阅读专项能力

《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基础篇》数字课程
本课程围绕学生校园生活展开，视频包含学生个人生活中涉
及的旅行、饮食、购物、着装、运动、健康、梦想等各类话题，
学生通过看视频和完成轻松有趣的小任务，快速掌握相关情境下
的英语听说能力。

课程特色
 视听材料真实全面 视频内容紧贴个人生活，学生即学即用
 配套练习轻松自测 配套练习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视频内容
 难度适中，轻松有趣 视频及练习题难度适中，学生轻松提升英语视听专项能力

《十分钟轻松练：视听说校园篇》数字课程
本课程围绕校园活动场景展开，视频包含学生校园活动中涉
及的入学注册、社团活动、奖学金、校园安全、创意学习、小组
作业等各类情景，学生通过看视频和完成轻松有趣的小任务，快
速掌握相关情景下的英语听说能力。

课程特色
 视听材料真实全面 视频内容紧贴个人生活，学生即学即用
 配套练习轻松自测 配套练习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视频内容
 难度适中，轻松有趣 视频及练习题难度适中，学生轻松提升英语视听专项能力

《交际英语口语》数字课程
本课程采用微课设计，单元的主题涵盖常见的职场生活交际
场景，兼顾语言学习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每个单元由 1 个视频和
2 个音频构成，围绕单元主题场景展开，展现实际交际实景，人
机交互练习环节帮助学习者从容应对、脱口而出，每个单元还有
场景下常用句子的汇总， 实用简单，即学即用。

课程特色
◆ 动画视频，新颖有趣

◆ 音频练习，巩固听力

◆ 知识总结，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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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测评类
《A 级模拟训练》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 A 级备考设计，通过全真模拟和真
题演练，帮助学生熟悉 A 级考试题型、训练应试技巧。

《B 级模拟训练》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 B 级备考设计，通过全真模拟和真题
演练，帮助学生熟悉 B 级考试题型、训练应试技巧。

《全国高职对口升学考试训练》
数字课程
本课程试题根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
和各地高职对口升学考试大纲编写，题型涵盖高职
考试的通用题型，同时尽最大限度地涵盖了不同省
市中等职业院校高职考试的题型。通过试题训练，
学生可以熟悉高职对口升学考试的考试题型，为考
试做好准备。

《四川高职对口升学考试训练》
数字课程
本课程主要为参加四川省对口升学考试学生复习
应考设计，通过全真模拟和真题演练，帮助学生熟悉
四川高职对口升学考试的考试题型、提高训练应试技
巧，从容备考。

《四级模拟训练》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通过全真
模拟和真题演练，帮助学生熟悉四级考试题型、训
练应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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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级核心基础突破 词汇与语法》
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通过高频词
汇记忆法，让学生轻松区分易混淆词汇，循序渐进积
累四级考试核心词汇；通过梳理语法知识要点，结合
真题实例，让学生掌握四级考试的语法重难点，正确
辨别和应用所学语法点。

《新四级强化辅导 听力》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通过视频
微课，全面解读题型改革及考试动向；通过分题型
训练、全真考前模拟测试和新闻词汇随身学等资源
体系化精学精练，全方位辅助学生进行四级听力训
练及备考。

《新四级强化辅导 阅读》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阅读训练与
视频微课相结合，让学生通过阅读实战和所学破题技
巧，消除四级阅读短板，有效提高阅读水平。

《新四级强化辅导 写作》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结合微课
讲解，通过写作专项训练，让学生轻松解决“偏离
题意”“逻辑混乱”“表达不当”等问题，有效提
高写作能力。

《新四级强化辅导 翻译》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通过视频课
程和专项训练，让学生突破三大高频句型，掌握五大
主题翻译技巧，轻松应对四级考试。

《新四级口试突破》数字课程
本课程针对大学英语四级备考设计，训练与视
频微课相结合，消除中式发音错误，改善语音语调
表现，培养英语对话思维，提高个人陈述表述能力，
轻松应对四级口语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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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随身学APP

“外研随身学（职教版）”是专为职业院校学生设计研发的一款手机应用软件，藏身教材封底的“光盘君”
华丽转型为这款集听力训练、视频学习、语音测评于一体的 APP，您的学生可以随时听课文、看视频、学单
词，更可以进行人机互动口语训练，还有强大的测评功能！用户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即可将书本放进口袋，
随时随地移动学习。

1

资源种类丰富，
随时随地进行视听说练习

2

想听哪句点哪句，
中英文对照一目了然

3

自由选择角色，
实现人机对话

4

多种场景高清视频，
灵活开关字幕

5

口语测试智能化，
单词整句及时打分

6

支持免费体验，
一键下载，离线播放

7

扫描书内二维码，
轻松获取丰富资源

8

学习时长报告，
记录每一点进步

本应用目前包含以下教材的配套音
视频资源：
《新时代职业英语 通用英语》
《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

扫一扫

《捷进英语》

帮你把教材

《新技能英语》

放入口袋！

《新生代英语》
《新职业英语（第二版）》
《新视野商务英语视听说（第三版）》
《超越英语（专业篇）综合教程》
《致用英语（第二版）》
《乐学英语口语教程》
《实用英语视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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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词 APP

U 词 APP 是专为职业院校学生设计研发的一款单词学习手机应用软件，支
持 iOS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词汇和例句选自真实的职场语料，根据场景进行
分类，并配有音频、中英文释义、词组、图片、思维导图等资源，全方位帮助
用户理解词汇含义，掌握其真实应用场景。U 词 APP 利用记忆规律，科学推送
复习计划及丰富多样的练习题，帮助用户建立高效的单词记忆网络，快速、精
准掌握职场必备英语词汇。

U 词 APP 帮你把教材放入
口袋，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1

基于场景的词汇分类，真实语境学习内容，
打造单词记忆网络

2

听说读写，多种考察题型，
全方位检验词汇掌握程度

3

基于遗忘规律生成复习计划，
为你打造专属记忆路径

4

背完单词太无聊？
拓展学习资源等你来发掘

73

iTEST职业院校测试与训练系统

iTEST 职业院校测试与训练系统是专为职业院校教学提供在线测评资源与服务的一站式测
试云系统。iTEST 基于云服务的基础架构和大数据分析的核心理念，支持各类规模、多种模式
的考试，支持听、说、读、写、译全题型的智能评分，将日常教学、自主学习和测试评估有效结
合，通过高质量云题库，个性化题库管理系统以及覆盖测评全流程的在线管理系统，为院系建立
多维度评价体系、进行数字化教学评估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为职业院校创新教学模式、开展
课题研究、增进合作交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iTEST提供包括《新技能英语》《新视野英语教程（第三版）》《新职业英语（第二版）》
《捷进英语》《新生代英语》《知行英语》等高职英语教材配套题库，《医学英语》《酒店英语》
《商务英语》等行业英语题库，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职业英语技能”赛项在线测评题
库，高职对口升学考试题库以及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A/B级考试、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PETS）等优质试题资源；提供安全、便捷的测评管理；支持自主题库建设，满足职业院校个
性化测评的需要；提供专业、细致的测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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