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杭州） 
 

报名通知 

 

论文选题无从下手？文献综述不得要领？无法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精心写作的论文

投稿之后一而再、再而三被拒？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还是科研能力的提

升都是不言而喻的。为进一步提高高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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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外研社· 浙江财经大学高校外语教师培训中心”将于

2017 年 10 月 28-29 日在杭州联合举办“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 

 

一、研修特色： 

 

1. 强大的期刊主编专家阵容 

研修班特别邀请CSSCI来源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王文斌教授、《现代外语》

主编冉永平教授、《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赵永青教授、《当代外国文学》主编杨金才

教授、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上海翻译》执行主编傅敬民教授等权威专家主讲，来研修班

现场就您最想了解的问题与主编面对面学习、交流。 

 

2. 丰富的研修内容与形式 

研修班将根据语言学、外语教学、文学、翻译类等不同专题，将方法讲解、案例点评与

讨论相结合，深入浅出，帮助高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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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了解各领域研究趋势与前沿，掌握不同期刊的特点与要求，提升投稿

效率。 

3. 实用的论文写作与投稿指导 

研修班将设“学员研究分享与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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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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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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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_您的姓名”命名。 

 

 

二、主讲专家 

 

王文斌（《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

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剑桥大学英国政府“艺

术与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AHRC）400 万英镑重大



 

科研项目“Multilingualism: Empowering Individuals, Transforming Societies”亚洲唯一顾问

（advisor），《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与

教学、词汇语义学。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及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8 项，在《心理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等杂志上发

表论文 135 篇，出版学术专著 5 部、编著 2 部、译著 5 部。 

 

冉永平（《现代外语》主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代外语》主编，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中美富布莱特(Fulbright)

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语界

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语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外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担任国际期刊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Mouton de Gruyter)、Journal of Language Aggression 

and Conflict (John Benjamins)、Journal of East Asian Pragmatics (Equinox Publishing Ltd.)等的

编委；多次主持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已在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Journal of Pragmatic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等 SSCI 国际期刊以及

《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国语》、《外语界》等核心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独立及合作出版《语用学：现象与分析》、《词汇语用探新》、《认知语用学》、《新编语

用学概论》等著作多部。具体可参阅：http://clal.gdufs.edu.cn/yjry1/zzyjy.htm 

 

赵永青（《外语与外语教学》主编）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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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辽宁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省级精品课“英语基础写作”负责人。被授予

省优秀教师、市先进教师称号。主要科研方向为写作、演讲教学研究和话语分析。发表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30 余篇，编著各类教材 10 余部，其中国家“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教材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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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国家级课题及省哲学社科、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科研项目多项。现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

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曾

担任教育部英语专业评估委员会评估专家，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奖评审等社会兼职。 

 

杨金才（《当代外国文学》主编）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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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赴美国、澳大利

亚、爱尔兰、德国、意大利、希腊、瑞典、奥地利和以色列等国家学习、访问研究，曾为美

国哈佛大学交流博士研究生（1996-1998）、澳中理事会研究基金访问学者（2002）、香港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亚联董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0）和 Starr 研究基金访问研究员（2004）、

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系访问学者（2007-2008）。主持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 1 项（1999）、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2000-2006，2009-2014, 2017-2021 重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子

项目 2 项（2011、2014）、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 1 项（2003-2008）和教育部人文社

科“十五”规划项目 1 项（2001-2009）。已在 Neohelicon、Leviathan、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和《当代外国文学》等学术

刊物上发表论文 180 多篇，出版专著 4 部：《麦尔维尔与帝国主义》（2001）、《新编美国文

学史》第三卷（2002）、《美国文艺复兴经典作家的政治文化阐释》（2009）和《麦尔维尔的

http://clal.gdufs.edu.cn/yjry1/zzyjy.htm


 

现代阐释》（2017），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4 部，编、译著 8 部和其他教材多部，

兼任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

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成果曾获江苏省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3、2011）和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6、

2013）。1994-1996 连续两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997 年入选江苏省“333 跨世

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2002 年入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第二期省级中青年学术

带头人；2007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 年入选江苏省第四期“333 跨世

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傅敬民（《上海翻译》执行主编） 

社会学方向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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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期刊杂志研究会理事。英国皇家语言学家协会中国区委员。曾任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院长、

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留学生部主任等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培训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

高校教师进修培训中心讲座教授。翻译出版译著《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年轻的狮子》、

《亚当·比德》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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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术专著《译学荆棘》、《圣经汉译的文化资本解读》等 3 部；主持国家人文社

科一般项目 1 项，主持完成其他各类科研项目 10 余项，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曾获得“上海市育才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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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3 日 

3. 为保证研修效果，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即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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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6. 详细日程安排请关注 http://teacher.unipus.cn 更新。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10 月 27 日报到， 28-29 日授课。 

2. 研修地点：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18 号） 

3. 报到时间：10 月 27 日 13:00-18:00；10 月 28 日 7:30-8:20 

4. 报到地点：浙江财经大学学术中心一楼大厅 

5. 研修费用： 

http://teacher.unipus.cn/


 

1) 15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教学场地、研修

期间用餐等费用）； 

2)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宾馆标准间房价为 300 元/间/天，合住则费用减半） 

(3)  研修费用可通过报名网站在线缴费、现场缴费或银行电汇至对公账户缴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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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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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费”，请报名时务必填写准确的纳税人识别号。住宿费发票

由入住酒店提供。 

 

五、报名优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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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研修班，研修费 9 折优惠。请集体报名的负责老师发邮件至 training@fltrp.com 进行

说明。 

3. 凡参加 2016 年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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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研修班的优秀学员仅限于享受一次优惠活动，已经

领取研修卡者不再重复享受优惠。 

六、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1；010-8881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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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请集体报名的负责老师发邮件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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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