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育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修班

报名通知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国际传播能力成为新时代

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显性要求。在此背景下，外语学科应主动协同创新，发挥潜能与优势，

积极参与国际传播理论构建，搭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互鉴平台，培养兼具沟通能力、人文素

养、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跨学科复合型外语人才，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为助力高校教师在新时代积极应变，主动对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推动中国特色外语

学科融合发展，服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 4月 7—29 日在线上

举办外语教育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修班。本次研修由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与

国才创培中心联合策划，特邀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外交部翻译司返聘专家孙继文，北京

外国语大学魏伟教授、刘滢副教授及环球网专家讲师团，结合社情时事详解国际传播能力

建设的理论内涵、研究现状与发展策略，探讨当前背景下的人才培养需求、文化出海路径与

传播技术发展；并邀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穆杨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田朝霞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小勇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杨华教授、王颖冲副教授，聚焦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视域下的高校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创新，助力高校外语学科发挥人才培养优势，

服务国家对外传播。

一、研修日程

模块一 国际传播理论探析与人才培养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专家

国际

传播

4月 7日 18:30-18:50 开幕式

理论探析：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内涵要义与路径

4月 7日 18:50-19:50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传播的现状与挑战 程曼丽

4月 7日 20:00-21:00 新时代中国外交与国际传播 孙继文

4月 8日 18:30-19:30 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内涵与策略 刘 滢

4月 8日 19:40-20:40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以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为例
魏 伟

人才培养：国际传播实践探索与企业人才需求

4月 14日 18:30-19:30 纵览全局：国际传播人才需求及培养

环球网

专家讲师团

4月 14日 19:40-20:40 内容策划：国际传播内容设计与选题

4月 15日 18:30-19:30 实践经验：跨文化传播“秘籍”

4月 15日 19:40-20:40 趋势前探：流媒体趋势下如何用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



模块二 国际传播赋能外语教学与研究

外语

教学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专家

厚知践行：国际传播赋能外语教学与研究创新

4月 21日 18:30-19:50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外语教学新要求 孙吉胜

4月 21日 20:00-21:20 大学英语读写课程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杨 华

4月 22日 18:30-19:50 中华文化外译教学与研究案例 王颖冲

4月 22日 20:00-21:20 跨文化交际和全球素养教学 周小勇

4月 24日 18:30-19:50 英语专业演讲课程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穆 杨

4月 24日 20:00-21:20 英语专业写作课程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培养 田朝霞

4月 28日 18:30-20:00 小组活动：融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外语课程设计

4月 29日 18:30-20:00 小组成果展示：融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外语课程设计
专家点评

与总结

4月 29日 20:00-20:10 闭幕式

*注：最终研修日程请以开班前通知为准。

二、研修特色

 跨界联合，视角多元

新闻传播、外交、媒体、外语教学等多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共话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

论与实践、焦点与观点、探索与成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提供新视野，带来新启发。

 课型丰富，全面提升

研修关注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与外语教学融合下的大学英语和英语专业教学，涵盖读写综合

课、翻译课、演讲课、写作课、跨文化交际等多课型教学实践，以及相关课程设计，全方位

助力各类高校外语教师革新教学理念，提升教学水平。

 知行合一，学用相长

本期研修在展示融入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的外语教学创新实践的同时，特别设置课堂教学实践

活动、小组展示交流及专家点评指导环节，帮助教师拓宽教学设计思路与研究领域，更有针

对性地推进实践应用，切实提高研修成效。

三、主讲专家

（按发言顺序排序）



程曼丽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国家战略传播，

出版《国际传播学教程》《从国际传播到国家战略传播》等著作、教材，发表学术论文二百

余篇。

孙继文

外交部翻译司返聘专家，中国翻译协会中译法研讨会主任。1972年进入外交部，曾在外交

部翻译室（现翻译司）工作多年，任副主任，期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口译。曾在联合国

日内瓦机构、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曾任中国驻法国斯特拉斯

堡总领事、中国驻加蓬共和国大使。

刘 滢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长期致力于国际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研

究，出版专著《全媒体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向》《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

等。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或部委课题，独立撰写或合作的论文曾两次获“中国新闻奖”新闻论

文奖，两次获“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

论文特等奖。

魏 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体育传播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博士后，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访问教授。担任多家国际

和国内学术期刊编委和审稿人。主持和参与 8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出版专著译著 7部，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70多篇。中国广播影视百优理论人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

目阅评人，曾任 CCTV“体坛风云人物”评委，CCTV《一起说奥运》栏目授课导师和评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播电视部特聘专家。

环球网专家讲师团

环球网是由人民日报社、国务院新闻办批准，人民网和环球时报社共同投资设立，是中央级

新闻网站、国新办获准的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是人民日报社社属网站媒体。

环球网专家讲师团成员具备多年新闻从业经验，拥有国际化视野和多元思维方式，深谙海外

传播的规律和模式。近 10年来深耕海外传播，积累了丰富经验。曾为高校师生、企业代表、

机构主体提供海外传播技巧培训，打造多个爆款并成为行业传播典型案例，被选定为中国公

关奖优秀案例，荣获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建设十大优秀案例、国资委国企好新闻、五个一百作

品等奖项。

孙吉胜

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

长、《外交评论》副主编，为北京市教学名师。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研究员，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等访学。主要讲授“高级外交口译”“国际关系与语

言专题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语言学、中国外交

等领域的研究。在外交学院创设国内首个语言学与国际关系的交叉学科“国际政治语言学”
方向博士点。著有《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



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我们建构的世界》（译著）

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等处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篇

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及

省部级项目。

杨 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研究领域为二语习得、跨文化外语教育、外语课堂研究。近年

公开发表与外语教育教学相关 CSSCI科研论文 10余篇，学术专著 1部，主持完成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 1项，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主编多套英语教材，包括国家十一五教材 1套。

王颖冲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出版专著《中文小说英译研究》（2018）、《京

味小说英译研究》（2019）、《中国当代小说英译出版研究》（2022），在《外语教学与研

究》《中国翻译》《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北

京市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中国翻译研究院重点项目 1项，获批北京市本科优质课程重点项目。

曾获评霍英东青年教师奖、北京市思政示范课名师。

周小勇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大学英语研究中心主任。为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及

研究生开设学术英语阅读、跨文化交际、全球素养等课程。主持国家社科项目 1项、省部级

教学项目 3项；主讲的课程《跨文化交际》入选上海市一流课程；主持的教学改革项目获上

海市教学改革成果奖一等奖。在外语教学及全球素养教育领域发表学术著作 2部、主编论文

集 1部、论文及学术章节 20余篇。研究领域：外语课程与教学论、全球素养教育。

穆 杨

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学院院长，外国语学部副主任，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北京语言大学英语专业负责人。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北京语

言大学英语演讲辩论队教练。指导学生在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和全国英语辩论赛中获得省级和

国家级冠军、亚军、季军、特等奖及一等奖 20余项。

田朝霞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教学副院长，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文学博士。中国英汉语比较

研究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语音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南京

师范大学“教学十佳”及“教书育人”奖获得者。《英语演讲》国家级一流（线下）课程负责人，

《英语之“声”——实用发音技巧轻松学》江苏省级一流课程负责人，《英语语音基础及朗读

技巧》系列视频公开课、《输出驱动，整合教学》《语音教学理念与方法》系列等教师培训

数字课程主讲教师。“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系列丛书点评专家，《“外研社杯”写作大

赛参赛指南》《心理学——心灵的探索》作者；多年来担任“外研社.国才杯”大学生英语挑

战赛破题专家、决赛评委及点评专家。完成“英语演讲课在中国高校的本土化三部曲”，发表

系列论文。



四、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2022年 4月 7—29日
2. 研修形式：线上直播（一个月回放期，具体形式将于开班前 5日内发至报名预留邮箱）

3. 研修费用（可分模块报名）：

1) 整体优惠价 2500元/人（原价 3000元/人）

2) 模块一、模块二单独报名，1500元/人/模块

（以上价格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等费用）

*报名及缴费截止时间：2022年 4月 1日

五、报名及缴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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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研修费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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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研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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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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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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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学校报销需要，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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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将电子版邀请函发至报名预留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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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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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88819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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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2年 2月

外研社高等英语资讯 外语学术科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