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 

特色团队介绍 



一级学科专业介绍 

三个方向：  

①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②英语语言文学； 

③日语语言文学 



团队整体介绍 

二级学科 总人
数 

教
授 

副教
授 

博
士 

国家级
理事 

外国语言
学及应用
语言学 

28 3 8 5 

英语语言
文学 

26 1 8 4 

日语语言
文学 

13 1 3 7 2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基础及平台 

 课题及学术成果 

◉主持省部级课题7项， 
承担校级或各类其他课题百余项； 
◉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80多篇；        
出版专著、译著、教材30余部； 
◉与欧美日10余所大学建立了长期稳定的
学术交流关系；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学科特色： 
 1. 关注国内外研究前沿；着眼实际
问题，突出探讨 
  ①语言各分支学科 
  ②语言与其它领域相互关系 
  ③揭示语言发展、习得规律 
 2.研究内容： 
  涵盖 语言研究、语言教学、语言
文化、对外汉语教学 等多学科 



学科优势 
 1）学科队伍强大   
 2）二语动机策略研究、基于网络    

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英语对汉 
字符号的影响等研究，在同类学科处
领先地位 
3）课题及学术成果丰硕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1.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研究方向 

①外语教育研究 

②语言与文化研究 

③应用认知语言学 



2.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基础及平台 

课题及学术成果 
◉主持及参与国家级社科项目8项，教
育部项目6项； 
◉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98篇；
出版专著、译著、教材等20余部； 



2.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学科特色： 

◉重视语言学和文学文论的中外对比
研究 
◉注重实证，重视语料库和词典在语
言研究中的作用  
◉重视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研
究，法律翻译研究已成为特色  
 



2.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研究视角新颖，特色鲜明 
◉方向带头人的专著在该研究领域  
具有强大影响力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有活力 



2.英语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①英语语言研究 

②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③翻译研究  



3.日语语言文学 

 研究基础及平台 

课题及学术成果 
◉主持及参与各类课题7项 
◉专著5部，论文92篇。其中 
CSSCI论文6篇 （2009年-2014年
全国16725名日语教师发表的
CSSCI论文为202篇） 
◉与日本多所院校合作，并共同培
养研究生 



3.日语语言文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学科特色： 
◉研究视角独特： 
日本和歌、俳句，自然主义文学；    
汉日词汇的文化意义及句式比较  
◉研究队伍强大： 
 成员均系留学归国学者(博士7名)；
并吸纳国内外其他学者共同参与   



3.日语语言文学 
 研究特色与优势 

◉具有较强师资阵容  
◉具有较高学术地位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单位、 

 汉日对比语言国际研究会理事单位、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单位 

◉具有良好的国际化教育平台 
 与日本高校进行校际交流及联合培养 



3.日语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①日本语言与日语教育  

②日本文学与翻译  

③汉日语言对比  



本学科培养方案 

培养人才目标： 
◉具有本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广博的中外文化知识； 
◉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较强的外
语应用能力。 
◉毕业后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教学、研
究、翻译高级专门人才 



本学科培养方案 

1.全日制培养，因材施教 
2.课程学习和论文工作相结合，两者均为
一年半，可交叉进行 
3.打好理论基础，同时掌握科研基本方法 
4.采取导师负责和学科集体培养相结合的
指导方式 
5.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品质、
文化素质的教育 



本学科课程设置 

◉学分制。每16学时1个学分。 
◉最低课程学分30学分（学位课12学
分，非学位课需要选修15学分，教
学实践2学分，学术实践1学分） 
◉跨学科或同等学力考入本学科的学
生，必须补修英语或日语专业本科
核心课程2门以上。 



类别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分 

最低要

求 

学分 

开课

学期 

 拟主讲教

师 

备注 

（适用学科） 

学   

位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4 1 

4 

1   
 所有二级学科 

马列经典著作选读 32 1 2   

第二外语：德语 

64 2 1-2 

梁丹丹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 第二外语：日语 王立峰 

第二外语：英语 王  丹 日语语言文学 

专
业
基
础
课 

语言学通论 32 2 

8 

1 周利娟  
所有二级学科 

当代翻译理论 32 2 3 姚小平  

英美文学史 
32 2 2 

赵国新 

英语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 

日本文学史 莫琼沙 日本语言文学 

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 32 2 4 聂中华 
所有二级学科 

跨文化交际  16 1 5 杨仁瑛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研究生课程设置表 
 



特色团队成员介绍 



沈志莉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

师，北方工业大学党委
副书记。研究方向：英
语教学与翻译实践。从
事教育和研究工作25年，

发表论文几十篇，编著
图书10部、译著3部，主

持和参与各类课题十余
项。北京市高等教育协
会理事，北方工业大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郭涛 

     教授、硕士生导师，文

法学院院长。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语用学。
曾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出版教材专著近十部，
主持和参与重大科研项
目近十项。曾获霍英东
教育基金青年教师奖、
黑龙江省优秀教育工作
者称号，享受黑龙江人
民政府特殊津贴。 



周利娟 

     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毕业于 

     北京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教 

     授课程：语言学通论、高级英语、 

     汉英语言对比、博士生英语。 

     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普通语言 

     学、认知语用学、汉英语言对比。 

     长期从事语言学理论研究，主要 

     研究的领域有: 哲学与语言的关系、人类思维与语义表达

及其理据的关系、网络语言符号任意性和规约性及社会
心理等。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外语学刊》、
《外语与外语教学》《人民论坛》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
15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译著4部。 

 



聂中华 

         男，湖南衡阳人。文学博士，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湘潭大学日语专业 

      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00年湖南大 

      学日语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8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 

      语言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2004年任国际交流基金关西文化中心客座研 

      究员，2012年在日本大阪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日语语言文学学科、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学科责任教授，中国

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汉日对比国际研究会理事，《日语学习与研究》审稿专家，
2002年获第十届“浙江省青少年英才奖”，2009年获第一届“中国大学出版社优秀教

材二等奖”。主要从事日语语言学研究，特别是日语语法学、日语语用学、中日语言
对比研究等。近年来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核心论文10篇，国外期刊6篇。.主持
省部级课题1项，副省级课题1项，省教育厅课题2项，北京市教委项目1项。在商务印
书馆、北京大学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教材、教学用书30
余部。目前正主持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级日语语法教程》的编写工作。 

 



王立峰 

     副教授，现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

学院日语系主任。研究领域为日
本文化。先后发表《从“五山文
学”看中日文化交流》等论文多
篇，编写《大学日语词汇有声记
忆》等教材两部，出版专著《日
语语言专题研究》1部，主持北京

市教委社科计划项目《日本大学
英语教育研究》1项，主持完成北

京市教学建设专项《日本文化实
训基地建设》1项。承担外语专业

研究生《日本文化专题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史》等课程的教
学工作。 

 



袁凤识 

     文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外

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
士，副教授，毕业于北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先后在外语类
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论文
21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
12篇，以主持人身份获省

部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一项，主持或参与各种项
目20余项，先后主讲过认

知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
语言学等课程。 

 



秦小雅 

         女，教授 ， 英语系主任。 

主要从事英语口译理论的研究。 

课题包括：主持国家社科课题 

《英汉同声传译中认知负荷的 

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 

《法庭同声传译中认知负荷控 

制的研究》、主持北京市教委 

教改课题《同声传译中认知负 

荷控制的研究》。 

 



张翼鸿 

      女，副教授。1992年于东北

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
硕士毕业。2005年赴美交流，
2008年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

访问学者。研究方向英美文
学。主编及副主编《英美短
篇小说赏析》等教材和辞书9
部，译著2部。中央电视台签

约翻译。主讲课程：本科生
《英美文学选读》；硕士生
《英美文学史》。曾荣获北
方工业大学“师德先进”、
“十佳教师”。 



高越 

    男，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文法学
院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2002年毕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硕士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应用语
言学和外语教师教育研究，先后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
国语文》、《山东外语教学》等外
语/中文类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

余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校教育教学改
革重点课题多项，主编高校教材3部。
2006年入选北京市优秀中青年骨干
教师。 

 



李翔 

     男，副教授。1973年生，

2010年3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

士毕业。主要研究领域：翻
译理论与实践、语料库语言
学、词典学。先后发表学术
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
译著1部，参编词典1部，主

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和北
京市教委面上项目各1项。讲

授课程：当代翻译理论、语
料库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