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 

“产出导向法”与“辩证研究范式”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A and DRP 

会议通知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 POA）是文秋芳教授团队为提高我

国高校外语教学质量而构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经多年探索与实践已在国内外

外语教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辩证研究范式”（Dialectical Research Paradigm，简称 DRP）

是 POA 团队为检验教学理论效度而创建的一种新教学研究范式，旨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同

步优化。为进一步推动“产出导向法”理论建设与教学实践，探讨“辩证研究范式”在二语

教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将于 2018 年 5 月 12-13 日在北京举办第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 

第一届与第二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于 2017 年分别在北京与维也纳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外语教育专家对 POA 理论建设及其在英语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展开了积

极、深入的研讨，对推动国际化背景下我国外语教学改革与教学理论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将继续采用对话形式，邀请国内外专家与一线教师就 POA 在理论体系、研究范式

与教学实践等方面的新探索进行评析与交流。论坛形式包括主旨发言、专题发言、专家对话

与论文宣读等。为方便更多学者与教师参会，论坛还将在 www.unipus.cn 进行同步在线直播。 

欢迎全国高校专家学者、教学管理者与一线教师积极参会、踊跃投稿！ 

一、会议内容 

本届论坛包括三个主要环节： 

1. 团队发言：文秋芳教授团队对 POA 与 DRP 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进行整体介绍。 

2. 专家对话：国内外专家对 POA 与 DRP 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进行评析。特邀专家包括： 

 James Lantolf（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A） 

 Peter Skehan（St. Mary’s University, Canada） 

 周  燕（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鲁新（北京外国语大学） 

 陈向京（西安交通大学） 

3. 论文宣读：高校外语教师对 POA 在不同课程中的实践应用进行交流。主要议题包括： 

 “产出导向法”在外语教学中的有效性研究； 

 “产出导向法”驱动环节设计与研究； 

 “产出导向法”促成环节设计与研究； 



 “产出导向法”师生合作评价研究； 

 “产出导向法”教材使用与教学设计研究； 

 “产出导向法”教学中的教师作用研究。 

二、会议日程 

时 间 内 容 主持人 

5 月 11 日 10:00-19:00 报 到 

5 月 12 日 

08:00-08:30 开幕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

文斌教授致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徐建中总编辑致辞 

韩宝成 

08:30-10:00 团队发言： 

“产出导向法”与“辩证研究范式”理论构建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莉芳 

10:20-11:00 “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名词化语法隐喻教学研究 

          ——陈浩（北京工业大学） 

11:00-11:20 
“产出导向法”促成有效性研究 

          ——邱琳（北京化工大学） 

11:20-11:40 
“师生合作评价”案例分析 

          ——孙曙光（北京体育大学） 

11:40-12:00 
“产出导向法”教材使用有效性研究 

          ——毕争（北京外国语大学） 

14:00-15:30 专家对话（一） 
金利民 

15:50-17:30 专家对话（二） 

5 月 13 日 08:00-12:00 论文宣读：“产出导向法”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最终研修日程请以报到日领取的会议手册为准） 

三、会议安排 

（一）会议投稿 

欢迎高校外语教师或研究团队投稿，深入探讨“产出导向法”在外语教学中的实践与研

究。请根据论文宣读议题准备论文摘要（中英文均可，中文限 500 字，英文限 300 词，请同

时写明作者姓名、学校、手机号、常用邮箱及论文关键词 3-5 个），将文件命名为：姓名_论

文题目，发至 heepconference@fltrp.com 邮箱。邮件主题请标明：第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

中国”国际论坛投稿。会议优秀论文将推荐到《中国外语教育》期刊发表。 

投稿截止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论文录用通知：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发出。 

（二）线下参会 

1. 会议时间：2018 年 5 月 12-13 日。 

2. 会议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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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议费用：800 元/人，全日制在读硕/博士研究生 400 元/人（凭有效证件），含餐费

及资料费；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会议期间住宿请自行预订，会务组不统一预订房

间，附件周边酒店及住宿标准供参考。 

4. 参会流程： 

1） 在 http://teacher.unipus.cn/进行注册并登录。 

2） 点击“在线报名”（http://teacher.unipus.cn/workshop/），选择“线下课程”—第

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我要报名”。 

3） 报名成功后，可选择在线缴费，也可在报到现场以现金或刷卡缴费。 

4） 邀请函可在报名页面下载。主办单位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也会将电子版邀请函

发至邮箱。纸质盖章版邀请函可在报到时领取。 

5）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8 年 4 月 30 日。 

（三）在线参会 

1. 会议时间：2018 年 5 月 12 日（与线下会场同步。论文宣读不直播。直播结束后三天

内可进行视频回看）。 

2. 会议费用：300 元/人。 

3. 参会流程： 

1） 在 http://teacher.unipus.cn/进行注册并登录。 

2） 点击“在线报名”（http://teacher.unipus.cn/workshop/），选择“数字课程”—“第

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缴费”。 

3） 报名及缴费成功后，请于会议当日 7:50 后点击 http://teacher.unipus.cn/workshop/，

在“第三届“创新外语教育在中国”国际论坛”右侧点击“进入课程”按钮进

入直播页面进行学习。 

4） 邀请函可在报名页面下载。 

5）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8 年 5 月 10 日。 

（四）查询网址与邮箱 

查询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专用邮箱：heepconference@fltrp.com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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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北外周边宾馆信息 

（价位为目前参考价位，实际可能会有浮动） 

 

宾馆名称 前台电话 地址 价位 

北外宾馆 010-88812255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毗邻北京外国语

大学)  
348 元起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万年青宾馆 
010-68421144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的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中央团校）院内 
368 元起 

中协宾馆 010-68413355 
北京市海淀区法华寺街 22 号(魏公村民族大学西

门） 
418 元起 

北京筷乐潇湘酒店 010-68488667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桥厂洼东一街(老北京电视台

旁)  
449 元起 

北京皇苑大酒店 010-68413388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厂洼 19 号(苏州桥往西

300 米)  
486 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