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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美文学教育研究》一书是林燕平老师和一批教育工作者、青年学者集体研究、改革创新
的结果,内容丰富,意义深远。本文以该书的内容为切入点,介绍该书的亮点,进而分析英美文学在高校教
学中的作用以及发挥的启示意义,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新思路、新方法、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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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Effects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Take the Book of Stud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ducation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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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 of Stud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ducation is a work of collective research by
the leading of professor Lin Yanping. Thesis will begin with the contents to introduce the luminous points ,
analyze the effects and enlightenmen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and provide new thinking, methods and aims for edu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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