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呼和浩特）

报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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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有论文写作基础的教师而言，如何更进一步提高语言学和外语教学、文学与翻译方向学术期刊
论文的选题挖掘能力、文献综述能力、分析能力和写作能力？如何针对不同期刊的特点与要求提高投稿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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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内蒙古大学将
于2017年6月10-11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本次研修班特别邀请北京外
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何伟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耿力平教授、上海大学傅敬民教授、南开大
学张文忠教授等专家主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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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自己
的论文或研究设计，与同行呾专家交流、切磋。有意参加此环节的学员请于 6 月 2 日之前将您的论文或研究设计发至邮箱
training@fltrp.com，邮件主题呾附件名称请按照“呼呾浩特_学术期刊论文写作与发表研修班_您的姓名”命名。

一、 主讲专家
何伟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联合主编，Functional Linguistics 副主编，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语言
学栏目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2009 年度北京市优秀教师，2015 年度宝钢优秀教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一级学会理事，功能语言
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英汉语篇分析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分析、英汉对比、
翻译、生态语言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2 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课题 1 项，教育部人文
社科基金课题 1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1 项，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优秀人才培养课题 1 项；参
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 项。在国内外多种期刊发表论文 80 多篇（包括 Linguistics, Language Scienc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Functions of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外语教学与研究》、
《现代外语》
、
《中国外语》
、
《外语学刊》
、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外语教学》、
《汉语学习》等）
，出版《英语
功能句法分析》等著作、编著、教材等 50 多部。
耿力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加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在加拿大、美国和中国
的学术期刊发表过有关加拿大文学和英国文学的论文和书评，并且出版过相关专著、编著和译著。出版的
著作有：
编著 The Loiterer
（Ann Arbor: Facsimiles and Reprints, 2000）, Swamp Angel: A Critical Edition (Ottawa:
Tecumseh, 2005)，Dialectical Elements in the Novels of Jane Austen（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加拿大英语

文学史》/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Novels of Scottish
Writer Henry Mackenzie (Lewiston: Edwin Mellen, 2011），Sensibility and Ethics: The British Novel between 1771
and 181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两次获得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立项；一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两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傅敬民
《上海翻译》常务副主编，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
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上海市期刊杂志研究会理事。曾任上海商学院外语学院院长、留学生部主任
等职。担任绍兴文理学院、大连民族学院、无锡太湖学院兼职教授。翻译出版译著《年轻的狮子》、《亚
当·比德》等 10 余部，编著、主编翻译教材《英汉翻译辨析》、《实用商务英语翻译教程》等四部；在国内
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曾获得 “上海市育才奖”等荣誉称号。
张文忠
南开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
会英语教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写作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二语习得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
会理事等职。任《南开语言学刊》（CSSCI 来源集刊）、《中国英语教育》、《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等 5
种学术期（集）刊编委。主要研究兴趣为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第二语言习得、学术写作规范和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法。
曾多次在全国性学术会议做大会主旨报告，
应邀赴北京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 Iowa State University、
湖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财经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讲学。主持了“依托项目外语教育模式及本土化研究”和“赋权增能型英语教育创新体
系研究”2 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 10 余项省市级和校级项目。已发表论文近 70 篇，出版专著和编著 2 部。

二、 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6 月 9 日报到，10-11 日研修，预计 11 日下午 16:00 研修结束，之后可离会。
2. 研修地点：内蒙古大学北校区理工楼二楼东侧阶梯二教室
3. 报到时间和地点：
6 月 9 日 16:00-19:30，内蒙古大学桃李湖宾馆一层大厅
6 月 10 日 7:30-8:20，内蒙古大学北校区理工楼二楼东侧阶梯二教室
4. 研修费用：
（1）15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教学场地等费用）。
（2）交通、用餐及住宿费用自理（请根据附件 2 的宾馆预定信息自行预定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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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可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也可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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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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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票，发票项目“培训费”。住宿费发
票由入住酒店提供。
三、 报名程序

1.

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并报名。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7 年 6 月 4 日（为保证研修效果，研修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额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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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13581581870 李渊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
2017 年 4 月

附件 1

研修日程
时间
08:30-08:50

课程

主讲人

地点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论文选题与研究设计

6 月 10 日

08:50-09:50

语言学研究

何伟

主会场

10:00-11:00

外语教学研究

张文忠

主会场

11:00-12:00

翻译研究

傅敬民

主会场

12:00-12:10

问答与交流

14:00-15:00

外国文学研究

耿力平

主会场

15:20-17:20

分组讨论：论文阅读与评价

17:20-17:30

撰写反思日志

08:30-08:50

总结与反馈

各小组讨论地点

何伟

主会场

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
08:50-09:50

语言学研究

何伟

主会场

10:00-11:00

外语教学研究

张文忠

主会场

11:00-12:00

翻译学研究

傅敬民

主会场

外国文学研究

耿力平

分会场 1

何伟

主会场

6 月 11 日
学术期刊特点与投稿
14:00-15:30

外语类学术期刊特点与投稿

15:30-15:40

撰写反思日志

15:40-16:00

闭幕式

※注：详细安排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

附件 2：
一、乘车路线（可自行选择）


呼和浩特火车站—内蒙古大学（北校区）：乘坐 34 路公交车，从“火车站”上车，到“内蒙古大学”
站下车。约需半个小时。



呼和浩特东站—内蒙古大学（北校区）：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从“火车东站”上车，到“鼓楼立交
桥”站下车，步行约 370 米，到“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站换成 88 路公交车，到“内蒙古大学东门”
站下车。约需 1 个小时。



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内蒙古大学（北校区）：乘坐机场巴士 1 号线，从“白塔机场”站上车，到“鼓
楼立交桥”站下车，步行约 370 米，到“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站换成 88 路公交车，到“内蒙古大学
东门”站下车。约需 1 个半小时。

内蒙古大学（北校区）地图

二、宾馆预定信息（请根据以下信息自行预定）：
内蒙古大学桃李湖宾馆：
预定电话：0471-6621108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 235 号内蒙古大学院内
标准间价格：180-240 元/天/间不等，详细价格请您在预订时咨询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