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全国高等院校英语教学优秀学术论文评选 获奖名单

序 号 姓  名 所在学校 论文题目 获奖等级

1 罗曼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of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等奖

2 孔文 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口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理论模型构建 一等奖

3 卢小军  陈境染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全球传播地图

      ——基于OCLC馆藏数据的视角
一等奖

4 李华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基于CBI理念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 一等奖

5 郭晓娟  惠玉 湖北商贸学院 BOPPPS模型在生态化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一等奖

6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柏然翻译人才培养观述评 一等奖

7 闫婷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语言文化学
院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艺术类专业英语教材的编写策略 一等奖

8 王海兰  姚刚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理工科高校大学英语汉英翻译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一等奖

9 陈艳玲  李莹
1.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2.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高校英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模式探究 一等奖

10 丁洁 洛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
Exploring Effective Q8 Teacher-Student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trategies 
in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lass 一等奖

11 刘莹 长春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部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Based on 
Cluster Analysis Algorithm 一等奖

12 彭阳华 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Research 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一等奖

13 袁方 北京邮电大学
后疫情时代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评2020年英国女性小说奖获奖作品《哈姆内特》
一等奖

14 吴华珊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Reticence in the EFL Classroom: Voices from Students in a Chinese 
University 一等奖

15 崇宁  高艳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半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师生合作评价在艺术类院校大学英语写作教学
中应用的行动研究

一等奖



16 吕丽盼  俞理明
1.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双向文化教学——论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一等奖

17 孙蓓 上海公安学院
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公安院校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以公安监所管理警务英语为例

一等奖

18 李小芳  惠 霞 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
An Empirical Study on MOOC Aided English Listening Teaching for 
English Majors 一等奖

19 邹艳 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 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发展的本土化困境及国外经验借鉴 一等奖

20 舒岚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后疫情时代混合式学习中师范生在线学习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湖北师范大学为例
一等奖

21 陈凌燕  傅广生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视域下英国下午茶与桂林油茶比较研究

     ——杯碗中的文化蕴意探析
一等奖

22 王小静  钱再见
1.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2.南京师范大学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中心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本的译介传播及其启示 一等奖

23 周琳琳  游金干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面向型式的二语写作教学模式构建 一等奖

24 王璐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ionship between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and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Bl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 一等奖

25 穆宏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文法学院
美国公立高校中的青年教师个体发展及启示

     ——以三所公立高校为中心的考察
一等奖

26 陈双  梁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策略研究 一等奖

27 张蕾
大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公共外语
教研中心

大学生英语创新能力的内涵式培养策略研究 一等奖

28 钟悦欣  徐晓燕
1.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2.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examining Teacher Modeling on Peer Review: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oulmin Argumentation in Teacher-Student Collaborative Assessment 一等奖

29 张加生  王思瑶 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劳森作品的自然主义思想探析 一等奖

30 黄艺平  钟婕 广西艺术学院 语法隐喻视角下的广西民歌英译——以《布洛陀史诗》英译本为例 一等奖

31 胡挺俊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罗伯特·弗罗斯特经典诗作中的课程思政元素探析 一等奖

32 吴丽  孙成统 山东交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英语文学导论与选读》课程应用型教学创新实践 一等奖



33 周玲 福州工商学院文法学院 社会文化理论背景下的英语写作反馈探究 一等奖

34 林婷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人工智能辅助下大学英语写作自主学习的教学手段革新

     ———以批改网辅助为例
一等奖

35 李池利  刘倩倩 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词汇语用学视角下《高级英语》的课堂词汇教学 一等奖

36 曾丽馨 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 “文化自信”背景下翻译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一等奖

37 李穗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内涵及路径研究 一等奖

38 王仲生 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口译记忆模式探究 一等奖

39 王俊鹏 哈尔滨剑桥学院外国语学院 蓝墨云平台教学模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一等奖

40 黄心怡 文雯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黄石矿冶文化外宣材料翻译的现状及问题分析研究——以黄石博物馆

为例
一等奖

41 傅琳凌  穆雷
1.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语料库翻译学：在名与实之间 一等奖

42 李嘉琪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情境教学法在大学英专生口语教学中的策略研究 一等奖

43 李茜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依托式教学法在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中运用的研究与实践 一等奖

44 李前  李光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情感分析在课程质量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以MOOC课程《从古典到现代——中国文化系列英文专题》为例
一等奖

45 陈佳慧 吉林外国语大学翻译系
口译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探析

  ——以吉林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为例
一等奖

46 韩洋 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 儿童文学汉译语言规范化与译者创造性 一等奖

47 李华东  郝韵涵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国内外翻译技术教学研究（1999-2020）的文献计量学对比分析 一等奖

48 刘慧丹  姜慧慧
1.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大学英语教材与四六级考卷的学术词汇覆盖率比较研究 一等奖

49 程兰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线上+线下”混合式大学英语语法教学探索与实践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探索
一等奖



50 罗曼 湖北师范大学语言学研究中心
Thinking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二等奖

51 戈秀兰 李兰兰 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反馈热点及趋势分析 二等奖

52 柯智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人文社科系 明潮与暗流--《长日留痕》中的双重叙事运动 二等奖

53 陈宜各 青岛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汉语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现象及大学英语教学对策 二等奖

54 赵慕白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大数据背景下的高职英语写作语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 二等奖

55 程江南 三江学院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与思考
   —以《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Never Give Up”一课为例

二等奖

56 宋倩倩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后疫情时代出国语言考试变革对高职英语线上教学的启示 二等奖

57 王幼明  王斌 首都体育学院管理与传播学院 MI開啟多元智慧的作业设计 二等奖

58 李华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基于CBI理念的专门用途英语课程教学研究 二等奖

59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Analysis o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rtextuality through Translation By 
Speculating upon “Round-Trip Words” 二等奖

60 吕双 黑河学院 自贸区背景下高校语言服务人才跨学科培养模式研究 二等奖

61 戴航  赵添羽 齐齐哈尔医学院
A Practical Study of College English Blend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Learning Engagement Theory 二等奖

62 吴越
南京师范大学
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从人文素养到文化自信：“综合英语”课程思政的融入 二等奖

63 吕敬宜 吉林外国语大学
Design Principles of Online Resources for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The online EFL course ‘World Holidays: Exploring Traditions and 
Backgrounds’

二等奖

64 李晓林 吉林外国语大学 Factors that Promote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for Chinese Students 二等奖

65 张兆琴  毛平
南京理工大学
泰州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在线自主学习环境下教师介入研究 二等奖

66 廖燕莲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物流学院 Bilingualism and cognition: advantages and “drawbacks” 二等奖



67 杨建玫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欧茨小说《伤心布鲁斯》非自然叙事的伦理阐释* 二等奖

68 刘莹 长春中医药大学外语教学部 网络视域下高校英语同/异步在线教学模式探讨与实践 二等奖

69 彭阳华 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对外传播视阈下中国文学术语的英译：阐释与规范 二等奖

70 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及教学共同体构建 二等奖

71 张哲华 安康学院外语学院 新时代地方高校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二等奖

72 刘丽 齐齐哈尔医学院
STATE-OF-THE-ART 
AGE EFFECT IN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 ACQUISITION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factors affecting SLA in phonology

二等奖

73 江凯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Application of Smart Teaching Tools in EFL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valuation and Reflection 二等奖

74 马瑜  李霄翔
1.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2.东南大学

“学-研-教”模式下高职院校外语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实证研究 二等奖

75 邹艳 北京建筑大学人文学院 基于互联网的生态型公共英语教学模式构建 二等奖

76 徐丽 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The Communication of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in China 二等奖

77 王小静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林语堂的文化观与文化传播策略 二等奖

78 王巍 长春科技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英语复合词重音指派与句法结构关系 二等奖

79 游金干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商务英语课堂中数据驱动学习的实施模式 二等奖

80 龙凤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贯培学院

贯培学生词汇知识和词汇推理能力对四级听力理解的影响 二等奖

81 倪楠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于“U校园”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实效性研究 二等奖

82 王璐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混合式学习模式对大学生英语学习成绩和动机的影响 二等奖

83 张小胜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话剧《茶馆》中感叹词的英译研究 二等奖



84 李红 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 符合社会需求的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二等奖

85 朱兵艳  刘士祥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教育与旅游学院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二等奖

86 邵丹 长春光华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听说教学的策略研究 二等奖

87 谢素霞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探索大学英语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 二等奖

88 董妍妍 大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实施框架 二等奖

89 陈双  梁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模式研究 二等奖

90 成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威尼斯商人》之情节构成手法管窥 二等奖

91 夏冰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成果导向教学模式(OBE)在翻译类课程教学中的改革与应用 二等奖

92 钟悦欣 成都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
师生合作评价教学中写作策略的运用及其与写作成绩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二等奖

93 韩乐猛 长春光华学院 大学英语课堂中国文化失语问题研究 二等奖

94 张加生  彭青龙
1.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A.G.斯蒂芬斯文学批评思想研究 二等奖

95 黄艺平  程茜 广西艺术学院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广西民歌对外翻译研究综述 二等奖

96 再同古丽·克然木 新疆科技学院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上海中食展椰枣展为例 二等奖

97 胡中慧  刘敏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思政元素合理融入大学英语课堂研究 二等奖

98 孙成统  吴丽 山东交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研究

  ——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
二等奖

99 王姗姗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新文科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路径探索 二等奖

100 牛婷婷 新疆科技学院 视觉文化翻译视阈下，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路径研究 二等奖



101 李东 新疆科技学院公共基础部 中华传统文化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融合创新研究 二等奖

102 宋晶 山东交通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于在线学习平台的高校英语教学评价改革研究 二等奖

103 林婷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 从语义空缺的角度看《汉英大词典》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二等奖

104 王仲生 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跨文化交际视域下口译失误的成因及应对策略 二等奖

105 傅琳凌  陈嘉欢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翻译中的文化缺省与补偿——以张翎《劳燕》的英译为例 二等奖

106 信慧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共同体消泯的见证：《狂热者伊莱》中的大屠杀记忆书写 二等奖

107 岳剑锋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他者”抑或“其他”？
   ——论埃瓦里斯托《女孩，女人，其他》中的身份隐喻

二等奖

108 李华东  姜慧慧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教材语言学术性研究 二等奖

109 朱莉雅  师晓萌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Are China’s College English Tests “Academic”? 二等奖

110 朱晓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 中外学术论文英文摘要人际意义的对比分析 二等奖

111 邹红 吉林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实用文体翻译教学中的思政教育探索 二等奖

112 陈茂春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基于OBE理念的混合式学习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 二等奖

113 田琳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基于O2O模式的高校英语语法教学实践研究 二等奖

114 陈国新 齐齐哈尔医学院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二等奖

115 宋倩倩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生存困境与族裔身份：解读休姆《骨头人》 三等奖

116 栾颖 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On Metaphor Translation in Fortress Besieged 三等奖

117 戴航  赵添羽 齐齐哈尔医学院
Analysis of College English Blende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Students’ 
Learning Input 三等奖



118 刘笛 吉林外国语大学 An Eco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cret Life of Bees 三等奖

119 杨建玫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肯尼亚新生代作家宾亚凡加·瓦奈纳的当代非洲书写 三等奖

120 杨柳 长春科技学院 远程开放教育大学英语多维教学模式的可行性研究 三等奖

121 丁洁 洛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 文化认同视角下的青少年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三等奖

122 朱静波 齐齐哈尔医学院外语教研部 The Infiltration of Humanistic Quality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三等奖

123 尹萍  祁国江
1.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2.黑河学院外国语学院

大学英语教师在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 三等奖

124 张哲华 安康学院外语学院 地方高校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对策 三等奖

125 聂莹 齐齐哈尔医学院外语教研部 思维导图在医学专业英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 三等奖

126 孙纪燕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的三重人格分析 三等奖

127 朱楠 黑龙江东方学院 商务英语翻译教学中设计反思日志对思辨倾向发展的作用研究 三等奖

128 陈辛欣 齐齐哈尔医学院外语教研部 功能主义医学英语翻译教学 三等奖

129 陈卓伦 沈岳琳 武警警官学院 军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与实践 三等奖

130 郭晶 黑龙江东方学院基础教研部
课程思政理念下的大学英语口语混合式教学设计
  ——以《21世纪大学英语∙口语中级教程》第八单元为例

三等奖

131 刘璐 黑龙江东方学院
Cognitive Load Based on Language Big Dat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Classroom in Blended Oral English Teaching 三等奖

132 张晶 长春科技学院 网络环境下大学英语阅读探究性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三等奖

133 李小霞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新时期高校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三等奖

134 刘士祥  朱兵艳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高校英语“好老师”向“大先生”转型：问题与对策 三等奖



135 李佳莹  任苗苗 海军航空大学外语教研室 课程思政视角下大学英语对飞行学员心理品质的积极影响 三等奖

136 任苗苗  李佳莹 海军航空大学
评价型品德教学循环模式下课程思政探究

   ——以军校飞行学员大学英语课程为例
三等奖

137 曾曙静  杨艳 桂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头韵的英汉翻译在《学术英语》的实践和研究 三等奖

138 彭楠  王玥 黑龙江东方学院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Interpret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for 
English Publicity Interpreters Based on Compute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三等奖

139 赵海龙 吴莹
1.黑龙江东方学院
2.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大学英语混合教学研究 三等奖

140 王巍 长春科技学院语言文化学院 现代汉语“也是结构”动词性替代问题研究 三等奖

141 衡清芝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基础教学部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研究 三等奖

142 龙凤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贯培学院
贯培学生跨文化交际和思辨能力培养途径的探究-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贯培学院为例
三等奖

143 黎俊雅  李前 湖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美国华裔文学中文化战争书写模式研究 三等奖

144 饶亚萍 云南省蒙自市职业教育中心 思维导图在五年制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 三等奖

145 孙纪燕 成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存在主义视角下《动物农场》中拿破仑的矛盾冲突分析 三等奖

146 倪楠 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斯蒂芬·金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三等奖

147 苗春雨 河北中医学院 大学英语口语教学融入课程思政路径研究 三等奖

148 葛南 长春科技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 思政教育背景下民办高校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三等奖

149 贺佳 长春光华学院公共外语教研部 基于智慧教学平台的大学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三等奖

150 邵丹 长春光华学院
基于成果导向的大学英语视听说课“铸金”教学实践与探索

   ——以长春光华学院为例
三等奖

151 陈媛媛 皮晓燕 湖北师范大学 第二语言教学中的“道”与“术” 三等奖



152 谢素霞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神圣的大河，永恒的时空体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空间叙事解读
三等奖

153 汪倩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语言文化学
院

《甘加丁之路》的互文性解读 三等奖

154 吴光军
湖北医药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暗之心》的热带医学背景解读 三等奖

155 侯立志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A Probe into the Reasons for Tess's Tragic Fate and Her Salvation 三等奖

156 成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文学与影视的“联姻”研究 三等奖

157 夏冰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基于“翻转课堂”的交互式英汉互译教学模式探究 三等奖

158 程呈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
课程思政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三版）为例
三等奖

159 李庆庆  梁霞
1.山东交通学院外语语言学习中心 
2.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以《英语文学导论与选读》课程为例探索课程学习平台建设与教学实
施

三等奖

160 梁霞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高职院校《英语口语》课程质量标准探讨

  ——以济南护理职业学院涉外护理专业为例
三等奖

161 田志伟 齐齐哈尔医学院外语教研部 高校公共英语教师发展瓶颈与发展对策思考 三等奖

162 田琳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翻译教学过程中的应用 三等奖

163 陈茂春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OBE为导向与双创项目融入相结合:"专业+外语"的思辨能力培养模式研

究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