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项目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高阶班）   
 

报名通知 
 

撰写与发表学术期刊论文之于高校教师展示与交流科研成果、实现职业发展至关重要。高校外语教师

敏锐的选题挖掘能力、系统的文献综述能力、出色的写作能力，是产出优秀论文的关键所在。 

为进一步提高高校英语教师的论文写作水平，提升投稿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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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6-17日在北京举办“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高阶班）”。本

次研修班特别邀请大连外国语大学赵永青教授、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北京外国语

大学姜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伟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进林教授等专家主讲，旨在根据语言学、

外语教学、文学、翻译类等不同专题，通过案例点评与现场指导，帮助高校英语教师进一步提高选题分析

能力，完善研究方法，提升写作水平，并了解不同期刊的特点与要求，提升投稿效率。 

 

特色板块：研修班将设“学员论文/研究设计个性化指导”环节，欢迎参班教师携自己正在进行中的论文初

稿或研究设计参加，展示自己的论文或研究设计，获得专家指导，与同行和专家交流、切磋。有意参加此

环节的学员请于 10 月 16 日前将您的论文或研究设计发至邮箱 training@fltrp.com，邮件主题和附件名称请

按照“研究设计/论文_北京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_您的姓名”命名。 

 

一、 研修日程 

 

时间 课程 主讲人 地点 

11 月 16 日 

08:30-08:50 

08:50-10:20 

10:40-12: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概述 

论文选题与研究设计 

 

赵永青 

 

 

主会场 

 

 

语言学研究 

外语教学研究 

文学研究 

任  伟 

赵永青 

杨金才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翻译研究 傅敬民 分会场 4 

14:00-15:00 论文案例分析与审改   

 语言学研究 

外语教学研究 

任  伟 

江进林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文学研究 

翻译研究 

姜  红 

傅敬民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15:00-17:20 学员论文/研究设计个性化指导  全体专家 各分会场 

17:20-17:30 撰写反思日志   

11 月 17 日 

08:30-08:50 总结与反馈 

学术期刊研究动态与投稿指南 

 主会场 

08:50-09:50 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究 江进林 主会场 

10:00-11:00 

11:00-12:00 

翻译学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 

傅敬民 

杨金才 

主会场 

主会场 

 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14:00-15:20 

15:40-17:00 

论文中的引证与评价 

国际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 

赵永青 

任  伟 

主会场 

主会场 

17:00-17:10 

17:10-17:30 

撰写反思日志 

闭幕式 

  

 

 

二、 主讲专家 

 

赵永青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报《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中国英汉语比较研

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及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科研方向为写作、演讲教学研究和话语分析。主持

国家级课题及省哲学社会科学、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多项。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40 余篇，编著各类教材

10 余部。出版专著《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多人冲突性话语研究》、《殊光自显不须催——徐养秋传》等。 

 

杨金才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当代外国文学》主编，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

副会长等。主要从事现当代西方文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和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新编美国文

学史》（第三卷）、《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现代阐释》等著作，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

4 部，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80 多篇。研究成果曾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中国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傅敬民 

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应用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翻译》执行主编，上海市科技翻译学

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常务理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翻译出版译著《翻译与规范》、

《年轻的狮子》、《亚当· 比德》等 16 部，编著、主编翻译教材《英汉翻译辨析》、《实用商务英语翻译教程》等 4 部；在国

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曾获得 “上海市育才奖”等荣誉称号。 

 



 

姜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外国文学》编辑部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美小说、西方文论。

教授研究生课程包括“目录学与文学研究方法”、“叙事理论”、“英美短篇小说”、“小说中的认知转向”。 

 

 

任伟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二语语用，研究兴趣涵盖语用学、二语

习得等。迄今已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在 Applied Linguistics, 

Assessing Writing，Discourse Context & Media，ELT Journal，Foreign Language Anna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Journal of Pragmatics，Language Teaching，Pragmatics，System 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以及 Routledge，Springer，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社学术著作上发表论文 60 余篇，在国际上出版个人专著 1 本，以特邀编辑身份在 SSCI 期刊编纂专刊

2 期。担任多个社会兼职，主要包括： 陕西省“百人计划”讲座教授，福建省“闽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语用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二语习得研究协会常务理事，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SSCI)编委，East Asian 

Pragmatics 书评主编，Contrastive Pragmatics 编委，《应用语言学译丛》编委，《语用学研究》编委等；为多家 SSCI、CSSCI

学术期刊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国际出版社审稿人。 

 

江进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研究

分会常务理事，全国商务英语专业考试与培训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语言测试、语料库语言学。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1 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校“优秀青年学者”培育项目 1 项、校内外其他项目 9 项。近年在 SSCI/SCI/EI 期

刊发表论文 10 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等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出版专著《中国学生英译汉机器评分模型的研究

和构建》。 

 

三、 报名程序 

1. 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进行报名。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9 年 11 月 6 日 

本研修班为高阶班，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为止。 

3. 主办单位将于开班前一星期内将电子版的邀请函发至学员邮箱，纸质盖章版的邀请函可在报到时领取。 

4.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四、 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11 月 15 日报到，16-17 日授课。 

2. 研修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逸夫楼（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 

3. 报到时间及地点：11 月 15 日 13:00-18:00 外研社大厦主楼一层（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外研

社大厦）；11 月 16 日 7:30-8:20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逸夫楼 

4. 研修费用： 

http://teacher.unipus.cn/


 

1) 3000 元/人，早鸟价：2600 元/人（2019 年 10 月 16 日前报名并完成网上缴费），全日制在读硕博

士研究生 1500 元/人（研究生费用报到时请出示学生证），研修费用包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

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教学场地等费用；  

2)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将提前为所有参会者提供会议地点周边宾馆预订信息）。 

3)  鼓励提前在线缴纳研修费用，具体方式如下： 

 在线缴费：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 注册并缴纳研修费用。 

 现场缴费：现场仅接受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 

 对公账户汇款：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并请注明：论文写作高阶班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我们会及时回复您的邮件。 

 

（4）发票事宜：研修费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电子发票（无法开具纸质发票），

发票项目为“*非学历教育服务*培训费”，请报名时务必填写准确的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住宿费发票由

入住酒店提供。 

 

五、 报名优惠 

1. 团队报名优惠：为鼓励各校外语教师团队建设与发展，单所学校若 5 人以上（含 5 人）同时报名参加

某一期研修班，研修费为标准价格的 9 折优惠。 

2. 多次参班优惠：单人一次性报名 2 期研修班，研修费立减 200 元；报名 3 期，立减 300 元。报名多期

研修班的老师请将各期报名成功的信息截图，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 邮箱，优惠金额将于报名参加

的最后一期研修班中扣减。非“2019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系列不享受此

优惠活动。 

3. 优秀学员专属优惠：凡参加 2018 年或 2019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并被

评为“优秀学员”者，研修费五折优惠。一期研修班的优秀学员仅限于享受一次优惠活动。 

注：以上优惠不叠加使用。 

 

六、 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7；010-88819581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QQ 学术交流群：626342784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http://teacher.unipus.cn/
mailto:trai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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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宾馆预定信息： 

 

1. 外研宾馆：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 

价格：标准间 320 元/天（协议价，不含早餐）；单间 300 元/天（协议价，不含早餐） 

联系电话：010-88819200，房间数非常有限，请提前预订。 

 

2. 万年青宾馆：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内（近西三环万寿寺），距离外研社步行

约 10 分钟。 

价格：标准间 358 元/天（协议价，不含早餐） 

联系电话：李经理 13501080645（短信说明姓名、入住及离店日期），预订时请说明是参加外

研社会议，可享受会议价。 

 

3. 皇苑大酒店： 

地址：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厂洼街 19 号，距离外研社步行约 15 分钟。 

价格：标准间 450 元/天（协议价，不含早餐） 

联系电话：010-68413388 转前台或预订部，预订时请说明是参加外研社会议，可享受会议价。 

 

特别提醒：因宾馆住宿紧张，请务必提前预订。如房间已满，请自行预订其他合适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