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项目选题、设计与申报（高阶班）

报名通知

教师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是专业能力的关键构成，科研项目申报与管理是科研能力的重要体

现。教师应深入了解科研项目申报要求，全面掌握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方法，以科研推动教学发展、

深化学科认识，助力专业发展。

为进一步提升高校外语教师科研项目设计与申报能力，推动高校外语学科发展，促进外语教学

与学术团队建设，北京市教育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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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7—28日举办“科研项目选题、设计与申报”高级研修班。研修班特邀北京

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徐锦芬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王卓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威教

授主讲，基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文学和翻译学等不同学科特点，结合丰富科研项目申报与审改

经验，通过方法讲解、案例评析与项目申报书专项指导，全面系统讲解科研项目选题思路、设计方

法、申报要求与策略、团队建设路径等，帮助参班教师挖掘科研选题、完善项目设计、丰富科研积

累、申报高质量科研项目，真正提高科研能力，繁荣中国学术发展。

特色板块：本期研修班特别设置“项目申报书专项指导”环节，由主讲专家为参班教师提供个性化

指导，特别建议参班教师携拟定的项目申报书参加，专家会提前批注并在研修期间辅导以便进一步

完善。各位教师请于 11月 8日前将您的项目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training@fltrp.com，邮件主

题和附件名称请按照“科研项目申报书_学校_姓名”格式命名，并将申报书正文隐去个人信息。

* 您所提交的研究材料仅供专家评阅及研修过程中专项指导，不会另作他用，请您放心提交！

一、 研修日程

时 间 课 程 专 家 地 点

11月 27日

08:30—09: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主会场09:00—10:20 主要人文社科类项目申报要求与准备 何 伟

10:40—12:00 科研项目申报：历年课题申报分析 徐锦芬

14:00—15:20 科研项目选题确认、方案设计与论证 王 卓 主会场

15:40—17:00

优秀申报案例分享

——语言学方向

——应用语言学方向

——文学方向

——翻译方向

何 伟

徐锦芬

王 卓

张 威

主会场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17:00—17:50 小组讨论：科研项目申报问题交流与指导

17:50—18:00 撰写反思日志

11月 28日 08:30—09:00 总结与反馈



主会场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09:00—12:00

学员项目申报书专项指导

——语言学方向

——应用语言学方向

——文学方向

——翻译方向

何 伟

徐锦芬

王 卓

张 威

14:00—15:00 科研项目申报常见问题与结项建议 张 威

主会场
15:10—16:10 科研项目选题创新与团队建设 何 伟

16:10—16:40 问答与交流

16:40—17:00 闭幕式

*注：最终研修日程请以报到日领取的研修手册为准。

二、研修特色

 知己知彼，科研项目全面分析

研修班特邀各学科科研项目主持人与审改专家，系统梳理科研项目设计、申报、结项等各环节重点

内容，并结合丰富申报案例，深入剖析高质量科研项目申报要点，分享优秀申报经验，助力参班教

师进一步明确申报方向、掌握申报方法、提高申报成功率。

 专家把脉，专项指导促提升

为使研修内容更具专业性和实效性，本期研修班特别设置“项目申报书专项指导”环节，主讲专家

将认真评阅参班教师提交的项目申报书，从选题价值、方案设计与论证、撰写规范等方面提出完善

建议，切实解决参班教师的个性化问题。

 同行交流，集体智慧助发展

研修班为参班教师提供充足便捷的交流机会，除专家主题讲座与专项指导外，特别设置了“优秀申

报案例分享”“小组讨论”“问答与交流”等环节，参班教师可与同行教师充分交流申报经验、探

讨解决科研项目申报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共同消化吸收所学、促进学习成果转化、共享集体智慧。

三、主讲专家（按发言顺序）

何 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一级学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

会生态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系统功能语言学学界代表。北京市优秀教师（2009），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09），宝钢优秀教师（2015），中国冶金教育系统 2015年度杰出教师。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主编，Functional Linguistics副主编。主持（含完成）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包括 1 项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哲社科后期资助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

大专项子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子项目、1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北京

市高等教育改革项目等；参与 1 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发表 190 多项成果，包括多篇

SSCI期刊论文。

徐锦芬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二语习得

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英语写作教学与研究专业

委员会常务理事。System和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编委，多家 SSCI及 CSSCI外语类核心期刊

外审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育、二语习得、自主学习、教师发展。主持 3项国家社科项目（1



项重点、2 项一般），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重要课题 20 多项；在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TESOL Quarterly、System等 SSCI 期刊以及《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等外语类

CSSCI期刊发表论文 160多篇；出版专著和主编各类教材 30多部。曾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并

获“湖北省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我最喜爱的魅力导师”“华中卓越学者”等荣

誉称号。

王 卓

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外语教学》主编、《基

础外语教育》联合主编。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一带一路”

语言文化与外语教育研究基地主任，山东省与东非区域交流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认证认证专家，山东省本科教育通用外国语种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

究方向为一带一路英语族裔文学、英语诗歌诗学、中外文学教育和英语教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 4项，省部级项目 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译著 10余部，编著教材 5部；发表论文 90余
篇，其中 CSSCI 70余篇，A&HCI 1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6篇。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20余项。

张 威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主要

研究兴趣为翻译认知、翻译教学、语料库翻译研究、中国话语对外译介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

论文获得者（2009），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首席专家（2019）。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料库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

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兼常务理事，中国语料库研究与应用联盟副理事长，口译教育评价联盟副

理事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卓越学术带头人”“教学名师”，新疆大学“天山学者”学科带头人，

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国内外核心期刊匿名审稿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项（一般、重点、重

大各 1项），教育部、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4 项；出版专著 4部、教材 3部；在 SSCI、A&HCI、
CSSCI期刊发表论文 70余篇。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11月 26日报到，27—28日研修

2. 报到及研修地点：北京君颐润华酒店（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东大街 20号院）

3. 报到时间及地点：

11月 26日 16:00—20:00，北京君颐润华酒店一层大堂

11月 27日 07:20—08:20，北京君颐润华酒店二楼牡丹厅会议室门口

4. 研修费用：

1） 3000元/人。全日制在读硕博士研究生 2000元/人（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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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日用餐（11月 27—28日午、

晚餐）等费用。

2）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会务组为参班教师协调了北京君颐润华酒店房间，请务必自行预定（房

间有限，预订从速）。您可将您的姓名、入住日期、离店日期、房间数、是否拼住等信息以短信形

式发送至李经理（13611017579），收到回复短信即为预定成功。预定时说明参加外研社科研项目

选题、设计与申报（高阶班），即可以本次研修班酒店房间协议价 480元/晚/间（标间，含双早）

预定房间。



五、报名及缴费方式

特别提醒：本研修班为高阶班，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即止。

 研修网报名及缴费方式

1. 报名方式：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注册、报名。

2. 缴费方式：

1) 支付宝缴费：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完成研修费用缴纳。

2) 现场缴费：现场仅接受 POS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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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请注明：科研项目班研修费

注：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并在“全国高校外

语教师研修网”提交报名信息。

 微信报名及缴费方式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缴费截图后，提交问卷，完成报名。

特别提示：

1）扫描问卷中二维码，进入“外研社微服务”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获取缴费链接。缴费后，

请务必在问卷中上传缴费截图并提交问卷信息。

2）如您学校报销需要，可在缴费前将公务卡绑定支付宝或微信，支付时选择公务卡支付。

六、其他事宜

 邀请函：会务组将于开班前 5天将电子版邀请函发至报名预留邮箱，纸质盖章邀请函可在报到

时领取。

 研修证书：凡报名并按时参加研修、完成研修活动及反思日志的学员，均可在研修结束后 7个

工作日内获得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签章的电子结业证书。

 研修发票：研修费电子发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发票项目为“*非学

历教育服务*培训费”，请务必在报名时准确填写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电子发票

将于研修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统一开具并发送至报名预留邮箱。



七、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033；010-88819587；010-88819013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和“外语学术科研网”。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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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外语学术科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