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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国际关系，国际新闻等方向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
法。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旨在培养国际化、宽口径、具有人文精
神、创新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素质英语专门人才。

英语学院

外国语学部
!"#$%&'"(&)*+),*%"-.()/$(.0$."1
学部介绍
⊙学部简介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下设英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

应用外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和中东

⊙英语（英西复语）
英西复语专业建于2014年，以英语为基本外国语，以西
班牙语为复合外国语，是我院特色复合型专业。该专业旨在通
过四年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英语作为交流工具与研究媒

学院概况

介，具备比较全面和扎实的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建于1964年，是我校历史

有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掌握较系统的语言和文学基础知识及

最悠久的专业之一，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特色专

基本原理，掌握部分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初步具

业、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

有从事国际交流、对外合作、外经外贸、文化宣传以及教学科

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学院已实现本、硕、博学科一体化，

研等工作的能力；同时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西班牙语

设有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此

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能力，具有较宽的西班牙语专业

外，学院拥有美国加拿大研究中心、英联邦国家研究中心、

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了解有关西语国家的文化和国情；具

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加勒比地区研究中心等四个教育部

有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独立提出见解

备案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

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英西复语专业旨在培养国际化、宽口

英语学院拥有一支一流的师资队伍，现有专任教师29
人、外籍教师3人，其中教授10人（博士生导师8人）、副
教授10人，21人拥有博士学位，100%拥有海外工作或学习

径、具有人文精神、创新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素
质多语复合人才。
⊙商务英语

经历。学院教师学术实力雄厚，近五年在语言学、文学、翻

商务英语专业旨在通过四年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英语

学院6个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

译学、比较文学与文化、国别和区域研究等领域主持包括国

知识与技能，掌握语言和文学基本理论，具有良好的英汉语

动站。学部授课语种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三十余项，

表达能力；具备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商务伦理意识和素养，

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

完成学术成果逾百种。学院注重师德师风建设，被评为北京

能够在国际商务环境中有效而得体地进行跨文化沟通；掌握

市优秀教学团队，多位教师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青

应用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企业传播学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年教学名师、北京市师德标兵等荣誉称号。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具备从事国际商务或企业传播相关工

其中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和法语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英
语语言文学和日语语言文学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多语种翻译专
业（英、法等语种）和复语专业为新增设的热门专业。外国语
学部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培养了大批外
语水平高、综合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毕业生主
要工作在外交、外事、传媒、金融、翻译等领域。

⊙专业介绍
专业概况及培养特色

外国语言文学类
外国语言文学类下设三个分流专业：英语、英语（英西
复语）、商务英语。第一年打通课程，三个专业大类培养；第
二年起分流培养；毕业时按照分流修习学分情况颁发相应专业

作的专业知识；选修一门第二外语；根据个人兴趣和职业意
向考取英语能力证书、职业技能证书等。商务英语专业旨在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良好的人文素养、中国情怀与
国际视野，熟悉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和传播学等相关理论
知识，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从事跨国企业传播、数字贸易、跨
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的复合型和应用型外语人才。

的毕业证书。英西复语专业实行准入准出制，即入学后经自愿

⊙专业课程设置

报名和考核测评在修习英语课程的同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一

核心课程：

年后可根据学院分流政策在三个专业中选择意向分流专业。

综合英语（一）语言与文化、（二）文学与人生、

⊙英语

（三）社会与个人、（四）哲学与文明，西方经典著作选读，

英语专业建于1964年，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该专业旨在

英语听力，英语语法，英语语音，英语口语，英语演讲，英语

通过四年学习，使学生具备坚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熟练的听，

辩论，创意英语写作，思辨英语写作，学术英语写作，英汉翻

说，读，写，译的能力；了解和掌握英语语言本体的基本知

译，汉英翻译，口译，英语国家概况，语言学导论，英语文学

识；有一定的阅读和分析鉴赏各种体裁的英语文学原著的能

导论，中国文化专题（英语）等。

力；较系统地了解主要英语国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掌握英

分流专业课程：

汉互译和口笔译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巧；具有初步从事语言

英语语言文学

学和文学研究的科研能力；懂得一或两门第二外国语；根据个

语言学模块：英语史、文体学、词汇学、语言学流派、语

人兴趣和职业意向掌握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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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学经典著作导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等。

姿飞扬”新年晚会等活动。近五年，英语学院本科生在国内重

文学模块：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小说选读、英美诗

要的英语演讲辩论学科竞赛中获国家级季军2次、一等奖5

歌选读、英美戏剧选读、西方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实践等。
翻译模块：英汉对比及翻译策略、文学翻译、专题口译等。
比较文学与文化模块：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专题、中国
经典思想（英）等。
英西复语

次、二等奖3次，省部级冠军2次、亚军1次、一等奖7次，整
体成绩位列全国前茅。

⊙联系方式
学院咨询电话：010-82303520
邮箱：yingyuxueban@163.com

西班牙语精读、西班牙语听说、西中翻译、西语演讲与口
才、西语报刊导读等。
商务英语
商务导论、经济学导论（双语）、管理学导论（双语）、
综合商务英语、商务英语视听说、商务英语写作、商务翻译、
商务英语导论、文化贸易、国际会展（英）等。

⊙学生发展
学院本科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其中，国内外深

刘文锦，2018年获得第二十三届“21世纪杯”
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造率约占55%，整体毕业去向质量较高。毕业生可以选择国内

究，获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美国犹太文学、犹太宗教文化

语、语言服务等。开设《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

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比。2002-2003年和2007-2008年分别在

学》、《语言服务概论》、《商务英语研究方法》等课程。

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做访学研究。

获北京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中国企业“走出

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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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语言服务蓝皮书》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主持
“戏剧之夜”英文短剧大赛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加哥大学、华盛顿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

研究，获硕士学位，2005-2008年在南开大学从事博士研

系访学。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话

著，主编“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国内升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

国/境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杜伦大学、曼

联合国工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乔治城大学语言学

论》、《商务英语名物化研究》和《商务英语论要》等专

机构、英语教育等行业和领域工作。毕业生主要去向如下：

彻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

傅勇，博士，教授。1985-1989年在南开大学英语专业
学习，获学士学位，1992-1995年在南开大学从事英美文学

在SSCI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4篇。著有《语言服务产业

外深造，也可以选择进入外交、外事、外贸、新闻媒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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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非，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
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公派赴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
响预测对比分析”、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
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

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
中联部等；

刘林军，博士、教授。研究领域为功能和认知语言学、英

企业集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字节跳动、小米、腾

汉语言对比。主要论著包括专著《北京话口语中话题结构的功

讯、阿里巴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

能认知研究》（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术论文

新闻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

《北京话口语中话题化结构和左失位结构分析——兼与英语作

播电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类型学对比》（《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1期）等。

学院高度重视本科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在系统学习本专
业课程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汉语
国际教育、阿拉伯语等多个双学位及辅修专业学习机会；建有
国家京剧院、商务印书馆《英语世界》杂志、策马翻译、金融
街集团等多个实习实践基地。
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积极拓展与国/境外大学
的交流合作，目前已与十几所大学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为
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近三年，共计115名同学前往10多个国家
和地区学习交流，如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加拿大休伦大学学
院、西班牙武康大学、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一年制交换
项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2+2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等。
学院为本科生提供了丰富的学科竞赛与实践活动机会，
每年定期举办新生口语大赛、英文配音大赛、英语演讲比赛、
翻译比赛、英语辩论赛、英语“戏剧之夜”、单词嘉年华、“英

高明乐，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部主任，
外国语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博士后，美国密苏里
州立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外语院校大学外语教学协会副
会长，中国教育语言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
常务理事，美国MLA会员。曾应邀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罗马
尼亚锡比乌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清华
大学等高校作语言学和文化专题学术演讲。主要研究领域为
理论语言学、英汉语言对比等。主要成果：主持国家社科基
金中华学术外译课题一项，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
期资助课题一项，主持北京市教改课题一项，主持校级课题
3项；已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共8部；在《外语教学与研
究》、《语言教学与研究》、《当代语言学》、《世界汉语
教学》、《现代外语》等语言学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吴平，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语言
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教育部备案中心）执行主任，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2009年），美国富
布莱特驻校教授（2012年）, 日本JSPS研究学者。研究领域
为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学研究，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出版
专著5本，译著9本；已在《当代语言学》、《外国语》、
《语言科学》、《世界汉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和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CSSCI来源学术期刊上

胡俊，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研

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承担科研项目10余项；作为第一署名

究领域为英美小说、女性文学、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西方文

人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项。

论、中西文化、文学比较。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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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磊，英语学院1991届毕
业生，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
曾在中国驻荷兰使馆、驻旧金
山总领事馆工作。2004年回国
后任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参
专著有《非裔美国人身份探寻之路：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

赞；2010年任新闻司副司长；

《后现代政治化写作：当代美国少数族裔女作家研究》；代表性

2010年11月正式成为外交部第
25位新闻发言人。现任外交部

论文有《<褐姑娘、褐砖房>中开放的场所精神》、《詹姆斯小

礼宾司司长。

说中的纽约书写：从纪念碑性到现代性》等CSSCI检索论文8
篇；参与《英美小说选读》等多部教材编写。

许宏晨，博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量化研究方法。出版专
著4本，译著2本；在CSSCI、SSCI等重要期刊及论文集发表
论文20余篇，主持科研项目3项。
高峰，英语学院1998届毕
张生珍，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

业生。曾就职于原外经贸部对

士后，纽约大学富布赖特(Fulbright)高级研究学者。主要研究

外贸易司，现任商务部办公厅

领域为英美文学、外国儿童文学、比较文学与文化、国际汉

副主任，兼任商务部新闻发言

学等。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为国家社科基金

人。

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外语言文化比较
学会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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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欣，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义学、

"!

文化研究会理事、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理事等。

语用学及语言哲学，先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
《类型逻辑范畴语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蒙太

季小军，英语学院1994届

古语法与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以“的”为例》（北京语言大学出

官群，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人工智能

版社）2部专著。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X127)。

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英汉阅读科学、儿童语言发展测量、
心理语言学。代表专著有《中英文认知语教育具身协同
论》、《具身语言学》、《多元智能英语》，承担重点科研
项目17项，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47篇。兼任具身语言
学——人工智能语言科学主席、美国科学阅读协会会员、美
国认知科学协会会员等。

英语专业毕业生。现任中央电
视台双语主持人。自2000年加
盟中央电视台起，先后主持过
《环球瞭望》、《央视新
闻》、《今日中国》等栏目，
并主持多次重大事件的直播，
如：伊拉克战事直播、北京
2008年奥运会标志揭幕仪式直
播、神舟5号飞船返回直播等。

穆杨，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学院院长，外国
语学部副主任。2017年获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
奖。研究领域为当代西方文论、当代英美小说、美国研究、
中西文化对比等。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
于中根，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语言学博士
（后），双硕士（清华大学法律硕士、东南大学外国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领域为智能化外语教学、二语习
得、翻译。在SSCI、CSSCI及EI收录的期刊及其它国内外重
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江苏和
浙江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市厅级和校级项目若干项。

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各1项，主持在研省部级项目3项。出
版英美文学类学术专著2部，主编英语专业国家级规划教材2
种，在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发表文学评论多篇。

校友风采
钱彤，英语学院1991届毕
业生，同年进入新华社工作。

傅晓田，英语学院2006届

1998年开始从事外事报道，曾

毕业生。毕业后赴英国剑桥大

随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等

学丘吉尔学院就读，获哲学硕

出访过几十个国家，多次参与采

士学位。2009年加入凤凰卫

访访华外国领导人，报道过国内

视，2011年两度前往利比亚进

外举办的多个国际大型会议。现

行战地报道。2014年起担任

任新华社国内部外事室主任、高

《风云对话》节目主持人，对

级记者。

话各国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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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平台三部分组成，基地同时具有教学、科研、实习、实训
等用途，可实现会议口译教学、笔译和本地化教学、远程视频教
学、远程口译、电话口译、软件本地化、音视频本地化、不同领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域的翻译、自动化办公等功能，基地运行采用项目主导、项目招
投标、中外学生共同参与等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以实现以市场
学院成立于2011年5月20日，是CIUTI（国际高等翻译

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

⊙毕业去向

院校联盟）成员单位。学院以“挑战自我，服务他人，沟通
世界”为院训，以语言文化交流与传播为特色，以培养高素
质的专业口笔译人才为目标，是一个国际化、多语种的专业
翻译教育及研究机构。
学院目前设有翻译本科、翻译专业硕士（MTI）以及翻

学院就业率及就业质量高，毕业生可选择国内读研或出国
留学，也可以进入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及语言服务对
口行业等。

译学硕士、博士教育，面向国内外招收中外学生。截止
2021年，我院在校生人数共555人，其中中国本科生257
名、外国本科生9名，中国硕士研究生232人、外国硕士研
究生52人，博士2人。
学院师资力量雄厚，不仅有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学
者，而且有基本功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中青年教师。现有
在编教师21名，其中教授4名、副教授6名；专职外籍专家3
""

翻译专业获评国家级本科一流专业建设点、北京市一流专
业建设点。学院以本地化方向、英法复语方向为本科专业特
色，以中、外文化互译为主要特色，采用“1+1+1”（工作语言
+翻译技能+特色/个人兴趣）的培养模式，中外学生同堂上

联合国工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乔治城大学语言学

国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院、英国剑桥
大学、利兹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知名学府；
政府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商务部、科技部、中
联部等；
国有企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中建材国际装备有限公司等；
外资企业：美国莱博智公司、阿海珐(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名、特聘教授2名、客座教授3名、业内兼职导师27人。

⊙学院特色

王立非，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南京
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公派赴

国内升学：北大、上外、北外、外交等国内名校；
刘和平，博士，教授，北京语言大学银龄学者、北京市
教学名师、北京市师德榜样。2001年被法兰西教育部授予
教育棕榈骑士勋章。研究方向为：口笔译实践、翻译教学、
翻译理论和中法跨文化研究。现任中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
法语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翻译专业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译法委员会副主
任、《中国翻译》、《Forum》 等杂志编委。近年的主要研
究成果有：专著《口译技巧一一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

等；
新闻媒体出版：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集
团、今日中国、人民日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教育行业：国家检察官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首都师

法》、《口译理论与教学》、《法国释意理论：译介、批评
及应用》；译著《法国释意派口笔译理论》、《世纪儿》、
《街心花园》、《职业翻译与翻译职业》等。

范大学、苏州外国语学校、南京外国语学校等。

系访学。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话
语、语言服务等。开设《语料库语言学》、《语料库翻译
学》、《语言服务概论》、《商务英语研究方法》等课程。
在SSCI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4篇。著有《语言服务产业
论》、《商务英语名物化研究》和《商务英语论要》等专
著，主编“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获北京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中国企业“走出
去”语言服务蓝皮书》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外上市公司年报话语对资本市场的影
响预测对比分析”、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金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
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

课。在我院教师的指导下，我院学生先后在国家、省市、校院
各类翻译大赛中荣获佳绩；学生担任各种大型活动、国际会议
和展览会的语言服务或志愿者，受到会议主办单位和参会人员
的高度好评。

⊙国际交流
学院目前已与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家的多所高
校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优秀本科学生可公费出国学习一
年。另有多个英法校际自费交流项目如英国伯明翰大学、澳大
利亚麦考瑞大学等以及双学位合作项目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王继辉，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英语系教

2+2联合培养、法国拉罗谢尔大学3+1双学位项目、法国巴黎

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英国艾克斯特大学荣誉教授；

高等跨文化管理与传播学院3+1+1本硕连读项目等，学院可选

原教育部考试中心考研英语命题组组长，全国术语与内容资

派学生前往。

⊙实习实训
为促进北京语言大学翻译学科建设、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
量，2015年，学校投入千万资金建设“中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基地”，以搭建政、产、学、研一体化的中外人才联合培养平
台。该基地由口译实习实训平台、笔译实习实训平台、协同创

国际翻译日纪念活动

源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博雅翻译文化沙龙”创始人、理事会
主席，“中国翻译职业交流大会”创始人，“中国语言服务40
人论坛”创始人、联席主席，天津外国语大学《文明互鉴文
明互译百家谈》特聘专家。研究领域为中世纪英国文学，历
史语言学，英语史，西方版本目录学，翻译学研究。期资助
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
果转化项目等16项。

吕世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译协翻译理论
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商务英语研究会副理事长,

天津译

协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汉学学会常务理事等。主要学术研
究方向为文学翻译研究、口笔译研究、商务英语研究等。已
发表研究论文72篇，包括一些重要学术期刊，如，Babel、
The Journal of Translation、《外国语》、《中国翻译》
等；学术专/译著5部；主持并结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汉办
项目、中国翻译研究院项目、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系列项目
等12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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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estern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评为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SSCI A类I）年度最佳论
文。

管兴忠，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
理论与实践。2013-2014年全球莎士比亚研究权威机构美国华
盛顿莎士比亚研究院(FolgerShakespeare

"$

Institute)访问学者，

2006-2007年全美首家翻译学博士授予权单位纽约州立大学

姚虹，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语言组合为汉语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t Binghamton）访问学者。发表各

（A）、英语（B）。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类论文20余篇，其中A&HCI 刊物2篇，主持翻译翻译史Transla-

翻译教学、应用语言学、跨文化研究及英美文学等。2001

tors through History中文版 《历史上的译者》， 另有学术译著

年7-11月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任中文科翻译。

《重塑梭罗》。主持在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京昆戏曲百科词

2003年7月-2004年5月，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

典编纂》，北京市社科项目《京剧英译研究》，教育部社科项

学院进修硕士课程，获英语教学法文凭。现主要承担本科翻

目《基于语料库英汉指令言语行为对比与语力翻译研究”》(已

译专业高年级笔译课程、MTI笔译课程和翻译学研究生专业

结项)，校级项目2项。近期研究成果有 An alternative explana-

课程的教学。主要论文有“钱歌川翻译研究及其译事年表”，

tion for translation variations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培养翻译意识，减少误译”等。译著有[英]阿加莎·克里斯

Lin Yutang（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胡同贵族中国

蒂著《命运之门》等20余部。参加了多次有关英语教学或

梦——艾克敦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外语学刊》）等。

翻译研究的国际研讨会，并宣读论文。现已主持完成了校级

许明，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北京语言
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国学双语研究会
副会长兼副秘书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传统文化翻译与
国际传播专委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北京法律谈判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霍英东青年教师奖获得
者，北京市青年英才项目获得者。研究兴趣集中在翻译学、
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
口笔译认知过程、计算机辅助口译学习、机器翻译译文质量
评估、认知语义学、语篇理解与知识构建等。主持国家级课
题1项，省部级课题4项，校级、横向课题若干，专著3部，
合作编著3部，论文20余篇。

要研究领域为法国文学批评理论、20世纪法国小说等。主要
成果有：专著La voix du féminin chez Le Clézio（《解读勒
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女性声音》）；译著与译文《尼采的真面
目》、《死亡的疾病》、《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理性
史》、《中国文学中的经典意象解释》、《中国神话中的创
世故事》，《建筑中的中国文化——从紫禁城到四合院》；
改编教材《你好！法语1》、《中国好人》；论文《悠悠此
情何时了——读杜拉斯的〈情人〉》、Le « Punctum » qui
chantonne – lecture de La chambre claire（《罗兰•巴特
〈明室〉中的“刺点”》）、Lecture d’un extrait d’« Une
tempête sous un crâne »（《脑海中的风暴》）、《永恒的
回声——解读勒克莱齐奥作品中的〈圣经〉符号》、《法译
全本〈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法国媒体看中国——以新
世纪中非关系为视角》等。

"%

教学教改项目1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项目和北京市社科项
目的研究。

刘宇宁，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就读于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法国南特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现当代

梁爽，副教授。语言组合为汉语（A）、法语（B）、英
语（C）。毕业于巴黎四大索邦大学历史系、巴黎高等翻译
学校（ESIT）笔译系，现任法国拉罗谢尔孔子学院院长，北
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笔译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笔译
（经济金融、技术、法律）、翻译史、机辅翻译、术语学。
主要成果：2018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得者，出版译著多部，
为大型国企、银行、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企业完成多个口
译与笔译项目。

校友风采

文学和中法比较文学。现任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汉英法方
向）负责人。2006-2011年间，三次作为国家汉办公派教师

王丽虹，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高级翻译学院
院长。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外语教育与跨文

赴加拿大、法国各地工作。已在《L'Inﬁni》（A&HCI）、《外

化研究专业博士。教授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跨文化外语

刘丹，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

教学、汉英翻译、口译等课程，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文所博士后。语言组合为汉语（A）、英语（B）。主要研究

翻译处为执行局会议做大会临时翻译。2011-2016任美国

方向：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译介学研究、英美文学等。现

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教授中国文学译著选读、

任高级翻译学院翻译专业（英语方向）负责人。2006年至

中国诗歌选读等通识课程。2017-2019，第九批援疆干部

2007年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访学，2009年至2011

任伊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发表专著Chinese
Students,

Learning

Cultures,

and

Overseas

Study,

Palgrave，2015；合著《孔子学院中方人员跨文化适应研
究》，2015；学术译著《汉学先巴耶尔》，2018；编著
Art-Based Education: China and Its Intersection with the
World，Brill

Sense,

2019；共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与

Mike Byram教授合著“But when you are doing your exams
it is the same as in China”--Chinese students adjusting

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等国内
外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校级科研、人才、教改项目3项，院级项目2项。

韩冰洁，2015届英语笔译专业，就
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曾获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第三届全国口译大赛同声
传译优秀奖，北京语言大学第三届国际
口笔译大赛英语交传二等奖。

年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任中方教师。近期代表性研
究成果：《 雅各布森“语言学诗学”批评实践在美国与中
国》、《论<阿Q正传>的叙述者与读者建构》、《作为一个

李飞（Hamon Léo MEROVEE），
2017届法语口译专业，就读于法国巴黎
政治学院，第九届多语种全国口译大赛
法语交传组冠军，2018年马克龙访华代
表团随团翻译。

集群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译文）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1项、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
北京语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3项，主持北京语言大学院级科
研项目3项，出版教材1部，参与编撰考试辅导书1部。

冀可平，副教授，北京大学及巴黎第八大学双博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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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阳，2015届法语口译专业，独立
译者，曾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第七届
全国多语种口译大赛法语交传冠军，北
京语言大学第四届国际口笔译大赛法语
口译冠军。已独立出版《密室推理讲
座》、《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社会契约论》、《人间食粮》等译
著。

阿马杜（Guido Amadou），2014
届法语口译专业，就职于马里外交部，
曾于2014年南京青奥会奥组委实习，受
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亲切慰问。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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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英语）

林嘉怡（Justine Lam），2017届法
语口译专业，就职于法国驻华大使馆，
2018年法国总统访华行程中，第一夫人
的90后陪同翻译员。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的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高尚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的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高尚

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高尚的

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且具

的道德情操、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且具

道德情操、正确的人生观、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且具有

有创新精神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毕业生应熟练掌握汉英

有创新精神的复合型的汉、英、法多语语言服务人才。通过

创新精神的专业复合型语言服务人才。毕业生应该熟练掌握

两种工作语言，具备较强的翻译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宽

本专业在国内三年及在国外一年（本方向学生在大三将以公

汉语、英语等主要工作语言，具备较强的计算思维，较宽广

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了

费和自费的方式全体出国交换学习一年）的学习，学生需掌

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

解中外社会文化，熟悉翻译基础理论，较好地掌握口笔译专

握较高水平英、法两门外语的听、说、读、写技能，具备较

中外社会文化，熟悉翻译基础理论，较好地掌握笔译专业技

业技能，熟练运用翻译工具，了解语言服务相关行业的运作

扎实的口、笔译技能，掌握主流的翻译技术与机辅翻译软

能，熟练运用翻译工具，熟练掌握HTML、PHP、Python等

流程，并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工作能力和沟通协调能

件，具有一定的翻译项目管理能力。毕业生能胜任文化、外

计算机编程语言，合理应用机器翻译技术、了解语言服务行

力。毕业生能胜任文化、外事、经贸、教育等领域的一般难

事、经贸、教育等领域的一般难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

业、互联网行业的工作流程，并具备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工作。

化交际方面的工作。

问题解决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毕业生能胜

⊙课程设置

任外事、经贸、教育、互联网等领域的一般难度的笔译、本
地化、产品设计研发或其他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工作。

语言技能模块：英语读写、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

语言技能模块：法语读写、法语听说、法语口语、英语

写作、英语视听说、英语国家概况、公众演讲、专题讨论、

读写、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说、英法专题阅读、法语国家

中文读写等

概况、中文读写等

翻译技能模块：英汉基础笔译、汉英应用翻译、英汉经

翻译技能模块：英汉基础口/笔译、法汉基础口/笔译、

贸翻译、中国文化外译、文学翻译、新闻编译、英汉联络口

法汉应用笔译、汉英法专题口译、新闻编译、文学翻译、翻

译、英汉交替传译、英汉专题口译、法律翻译、视译、翻译

译实践等

实践等
专业知识模块：翻译理论与实务、翻译经典导读、语言
与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翻译项目管理入门等
人文通识模块：中国文化通论、西方思想史、英语修辞
寇开，2017届英语口译专业，就职
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生期间曾
获一等奖学金，和搭档共同获得北京语
言大学第五届国际口笔译大赛英语同传
优秀奖。

翻译（本地化）

⊙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

"&

翻译（汉英法）

学、区域国别通论、英美文学选读等

⊙课程设置
语言技能模块：英语读写、英语口语、英语听力、英语
国家概况、技术写作等
翻译技能模块：英汉基础笔译、汉英应用笔译、英汉经
贸翻译、新闻编译、翻译理论与实务、翻译与本地化实践等

专业知识模块：翻译理论与实务、翻译经典导读、语言

计算机技术模块：数学综合、初级编程、数据库原理、

与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语料库语言学入门、翻译项目管

数据结构、网站设计与开发、高级编程、语言计算与信息检

理入门等

索、移动开发等

人文通识模块：中国文化通论、西方思想史、区域国别
通论、法国文学、英美文学选读等

翻译技术模块：本地化概论、本地化实务、计算机辅助
翻译、翻译技术原理等
人文通识模块：中国文化通论、英美文学选读等

欲了解详细专业介绍和学院相关信息，请扫描以下二
维码：

周广林，2015届翻译（法语）专
业，就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现
为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外交官
员。2019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期间，
参与接待工作。2020年荣立个人三等
功。

北京语言大学第九届“你好先‘声’”
语音语调大赛总决赛

学院官网
中外语言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同传实验室

微信公众号

16

!"#$#%&'()%&*)&"')%+',*-.*/"'0%#1"/2#.3'4+5#22#6%'!/678*/"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业首家开设中日同声传译方向硕士课程，在全国有着广泛的
影响力。本专业与日本多所机构、大学建立了友好合作关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合作交流学校
韩国外国语大学
建国大学

学院介绍

东国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下设日语、韩语及印尼语三个系。目

淑明女子大学

前学院共有 22名教师，8名外籍教师。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

祥明大学

7人，讲师7人，助教2人。日语专业为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
建设点，是北京市重点学科。日、韩语系均为国家级一流本科

仁荷大学

专业建设点，且都设有硕士、翻译硕士(MTI)和博士点。

世宗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在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领域走在国内的

大学副校长佐藤利行担任我校客座教授。每年我校都会选拔
稻田大学、大阪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金泽大学等；同

语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印尼艾尔朗加大学、卡查玛达大学、日

时，我校是国内第一所开设日语2+2合作办学模式的院校，

惹国立大学等印尼知名学府获得硕、博学位，且均有过印尼留

每年近20名2+2学生毕业后可获得经济、金融、法律等双学
历学位。自2014年起，本专业新开设了日英复语班，培养

作，具有丰富的外事翻译经验。本专业与印尼多所大学建立了

学，赴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日本著名学府以

友好交流关系，培养计划将于大三时派遣学生赴印尼知名学府

及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院进行深造，也有多人在国

进行交换学习，并聘请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叶联礼主席担任我校

家部委机关、中国或日本的大型企业就职。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日、韩语系的学生在全国范围内举办

金泽大学

的演讲比赛、口译大赛、作文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目前

高知大学

日、韩语系就业形势良好，毕业生活跃在外事、经贸、文化、

朝鲜语（韩国语）

客座教授。同时，我校是国内为数不多创办印尼语-英语复语
高端人才培养模式的院校，旨在培养熟练掌握印尼语听、说、
读、写、译五种技能，兼具较高的英语实际语言能力，能胜任
在外交、经贸、文化、教育、科研、旅游等领域从事与印尼、
英语相关工作的新型复合人才。

大阪大学

在国内便可聆听韩国大学专家教授们的课程。

新闻、出版、教育等工作岗位上。

学、工作经历。专业负责人曾就职外交部派驻印尼使领馆工

高水平的日英双语复合型人才。大多数毕业生选择出国留

东京外国语大学

业在国内领先开设韩国外国语大学的网络同步课程教学，学生

印英复语专业采取小班精英式教学模式。现有中国教师2
名，印尼教师1名。其中讲师1名，助教2名，分别在北京外国

早稻田大学

目，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中日、中韩双学历学位。韩国语专

⊙培养目标

近25名学生公费赴日本知名学府进行交换学习，包括：早

合作交流学校

前沿，日、韩两个语种在国内领先开设 2＋2国际合作培养项

17

系，聘请到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担任我校荣誉教授、广岛

印尼语（印英复语）

合作交流学校
印尼艾尔朗加大学
日惹国立大学

帝京大学
承办2018年外交部中韩青年论坛

北陆大学

⊙培养目标

文京学院大学

韩国语专业成立于1995年，目前拥有中国教师8名、韩

泗水国立大学

关西外国语大学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国教师3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2名，讲师4名。韩语系
每年都会选拔近50%的学生公费赴韩国知名学府进行交换学
习，合作院校有：韩国外国语大学、庆熙大学、建国大学、
东国大学等；我校同时与韩国建国大学、祥明大学开展2+2
合作办学项目，学生毕业后可获得中韩双学历学位；在校生
还可以通过网络课程同步接受韩国教授指导，足不出校便能

韩语系周晓敏获2018年中国大学生

够学习到最前沿的学科信息，学习优秀者有机会免费赴韩国

韩语演讲比赛全国比赛一等奖

外国语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学习。本专业同时招收硕

日语、日语（日英复语）

士、翻译专业硕士、博士生；并且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具有明
显优势。韩国语专业目前就业形势良好，60%以上的毕业生

⊙培养目标
于1979年，现有中国教师12名，日本教师4名。其中教授4

经贸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韩国成均馆大

名，副教授5名, 讲师3名，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利兹大学等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

在内的国内外知名学府进行深造，其他毕业生也凭借过硬的

学、御茶水女子大学、名古屋大学、一桥大学等日本知名学

工作岗位上。

崔顺姬，韩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韩
国语词汇学、语义学、韩中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教育部高等
学校非通用语种类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

日语专业为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本专业成立

赴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

语言素养和全面扎实的综合素质活跃在国家各部委，外企等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讲座
——“关于‘友爱’”

学科项目评审专家、中国文化译研网专家委员、国际高丽学
会亚洲分会常务理事、中国非通用语教学研究会理事、中国
韩国语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笔会韩国分会会员、中国
作家协会延边分会会员。完成教育部、韩国政府韩国学研究
等项目，多次参加在韩国、朝鲜、日本、加拿大、英国、中

府获得了博士学位，目前博士学位获得者所占的比例为

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行的学术研讨会。曾获得首届韩国海

100%，且全员都有过一年以上的留日经历。2003年，本专

外文学奖，尹东柱文学奖，阿里郎文学奖，首都教育创新标
日语系第九届“语桐杯”日语演讲比赛

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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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史赵倩，日语系2005届毕
靳卫卫,1979届日语系毕业
生。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教
授，校长助理，关西外国语大

业生。国家部委工作，从事对
日政党外交工作，多次为我党
和国家领导人翻译。

学孔子学院日方院长。

杨峻，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东方语

孙佳音，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语系主任。获北

言文化学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

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

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日语教学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入选北京语言大学中青

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教学、二语习得、语
言生态学。主持并参与多项省部级及国家级课题研究，主要

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出版专著1部，多篇论文刊载于核心
期刊，参编《综合日语》等国家级规划教材。

科研成果有：专著《大学日语课堂中小组活动的设计方案以语言生态学为理论背景的研究》、学术论文20余篇。
19

吴珺，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事日汉口笔译

吕爱辉，1996级韩语专业，
英国萨里大学管理学硕士，吉林大
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延边
大学兼职教授。现任延边畜牧开发
集团董事长，兼任中国科协委员、
吉林省政协常委、科协常委、复联
常委，延边州人大常委等职务。曾
获“青年女性创新奖”、“吉林省十
大杰出青年”、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董海涛，2006年毕业于北京
语言大学日语系，曾任一汽丰田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主管、三菱汽
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3年创立smart360并担任董事
长,获得国家321政府扶持基金、
美国硅谷投资机构DCM投资，国
内知名汽车经销商集团、知名汽
车品牌厂家共计2500万投资。

吴瑾，北京语言大学外国
语学部2005届日语系毕业生。
日本花艺设计师协会讲师&一级
花艺师，擅长几何型插花及和
风元素花艺设计。

张静秋，韩国语专业，曾就
读日本筑波大学语言学专业。知
名文学经纪人，出版人。创立水
木双清版权代理公司，现为中国
本土最大的日文图书版权代理公
司。成功策划出版《谁的青春不
迷茫》《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向着光亮那方》等超级畅销
书。2017年创立“快读慢活”，
目标是成为女性生活方式最重要
的文化品牌。

理论与实践研究、《红楼梦》日译本研究、跨文化交际研
究。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日本翻译

张嘉文涵，2011届韩语系

学会会员、曹雪芹研究会会员。
关立丹，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学术
委员会委员，外国语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曾担任亚欧语
系、日语系系主任。教育部特色专业、北京市重点学科负责
人。北京语言大学日语专业负责人、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负责

毕业生，毕业后持续进修，获
董泽霖，毕业于北京语言

得香港浸会大学传媒管理硕士

大学14届韩语系，现就职于安

学位，现于中石化香港就职，

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审

担任供应链管理负责人。

计师。

人。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
理事。获得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多次任访问学者
赴早稻田大学等日本著名学府进行课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负责人；《日本古代文
学史》（北京市教委）主编。主要成果有：专著《武士道与
日本近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
精品教材建设项目《日本古典文学史》（北京语言大学出版
社）；学术论文几十篇。

金成兰，韩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韩国语教学工
作25年。主要承担高级韩国语、韩国语语法、中韩语言对比
研究等课程。在韩国和国内刊物上发表20多篇论文，出版
《中韩语言对比研究》、《近代韩国语终结语尾研究》2部
专著，编写《高级韩国语》等10多部韩国语教材。

柳嫣，2007届日语专业毕
业生。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
馆，领事。

张阳，朝鲜语专业2010届
毕业生。现为知名独立韩语培训
师，每年培训韩语学员超千人。
曾任北京新东方韩语项目负责
人、时尚数字韩流媒体主编，曾
多次作为嘉宾做客中央国际广播
电台《环球文化圈》节目。录制
和制作的《星你韩语教学》、
《零基础韩语发音教学》、《韩
语歌曲教学》、《实用韩语会话
教学》等多部韩语教学视频深受
韩流爱好者的喜爱，视频线上浏
览人次超过2000万。

#!

!"#$#%&'()%&*)&"')%+',*-.*/"'0%#1"/2#.3'4+5#22#6%'!/678*/"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义务均衡精神、责任与契约的平等精神、具有较高的科学素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法语
⊙专业概况
法语专业自1964年北京语言学院建立之初就开始招收

学院介绍

2011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目前拥有法语语言文学、

实良好的法语基本技能，能在涉外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法

2009年学院获得了教育部批准的翻译专业硕士（MTI）,
目前德语、西班牙语、法语、俄语都开设了MTI课程，现在校
本科生约600人，硕士研究生50人，博士研究生6人。
学院现有教工34人，其中教授3人，副教授7人，具有博
士学位的教师23人。全部教师有过在国外留学、工作的经
历。经过全体老师的努力，西方语言文化学院逐渐形成了自己
#"

特有的优秀学术传统。目前，整个教师队伍教学水平高、科研能
力强、梯队结构合理，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成
了数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还有多项科研项目正在进行。

专业建设点。现每年招收20-25名本科生、数名德语文学研
究生和德语MTI研究生。专业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德语语言

的法语人才，成为了中国高校专业教学质量优良的教学单

基础及其他相关知识，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教育、科

位，是为数不多的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首批双万计

研、旅游、新闻出版和图书管理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

划一流专业建设点。

理、公关、编辑等工作，或能够在教育、科研、文化管理、

法语专业一直以来都具有着优秀的教学团队，扎实的本
科基础教学，师资力量雄厚，法语系老一辈的先驱学者有盛
成、袁树人、马河清、胡玉龙、王海燕、刘和平、乔承伟、
黄晞耘、王秀丽，新生代青年教师有李岩、刘娟娟、胡霄
钦、郭玉媛，全部拥有博士学位。此外，两位优秀的法籍教
师：Julien

PORTIER、Matthieu

BERTRAND，以及比利

时、加拿大魁北克等多位实习外籍教师在法语系工作。

⊙培养特色

源、课程设置、培养方式、学生出路等方面实现“国际化、高

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为目标，紧跟时

水平”办学目标。

代发展，科学设置课程，不断改革创新，共开设包括法语视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在多元化的校园氛围中努力培养中外

听说、法语词汇语法、法国概况、法国文学、中法文化对

文化交流的使者。该院的毕业生活跃在外交、外事、传媒、外

比、经贸法语、法语口笔译、语言学导论、多媒体新闻法

为更好服务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2021年学院新
增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专业。

学、语言学、翻译、经济文化、教材辅材等各个类别。
专业低年级强调夯实语言基础、增进对语言对象国的了
解。高年级除专业必修课外，还开设了专业选修课，注意在
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水平的同时，同时培养学生在文学、语
言学、翻译、经济文化、跨文化等专业领域的基本素养。

多方面内容，既提高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又丰富了大家的学
识。专业积极对外交流，定期组织学生参加京津冀地区各类

采用法国原版进口教材， 注重掌握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及丰富

德语学科比赛。对内，德语系每年都举办自己的学术竞赛，

学院、雷恩政治学院、冈城大学、拉罗歇尔大学、特鲁瓦高
等商学院都有着深入的合作与交流，有本科3+1，2+2、硕
士1+2学生交流项目。

⊙学生发展
北语法语系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开阔的国际视
野，丰富的专业知识、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权利与

“人民网杯”京津地区高校德语配音大赛

语系也建设了自己的图书馆，以德语图书为主，涵盖了文

程，领先于全国其它开设法语专业院系。法语专业课程全部

范学院，斯特拉斯堡大学、里昂政治学院、格勒诺布尔政治

与葡萄牙总统合影

学校多媒体教室设备一应俱全，方便师生利用现代化技
术手段更好地设计和拓展课堂。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同时德

代的发展，根据国家高校本科教学标准专门设立的两门新课

言与文化学院、巴黎第三大学、里昂第三大学、里昂高等师

他知名高校继续学习，攻读硕士乃至博士学位。

⊙培养特色

德语系每学期都会邀请国内外的教授专家来我系举办讲

凭借北语国际交流实力，北语法语系与法国国立东方语

的身影。同时，每年也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在本校和国内外其

还长期聘请两名德国外教进行教学研究工作。

座，主题涉及文学、语言学、翻译、电影艺术、国情文化等

阔学生视野，培养创新精神。

马、奔驰、歌德学院、德国工商协会等单位都有北语德语人

中国教师5名，均有海外求学或进修经历。除中国教师外，

闻法语和法语与计算机自动处理是为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时

各项实践活动，邀请中外专家举办主题丰富的讲座，旨在开

毕业生就业形势好，在外交部、新华社、中国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北京海关、北京电视台、西门子、大众、宝

商务等领域进一步深造发展的复合型德语人才。德语系现有

语、法语与计算机自动处理等40余门课程。其中，多媒体新

的法国思想文化知识。课后提供多渠道实习，鼓励学生参加

我校葡语学生在里斯本担任展览会翻译志愿者时

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创建于1977年，是北京市一流本科

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与发展，本专业已为国家培养了数以百计

秉承“夯实基础，开放创新”的教学理念，坚持以为国家

着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专业概况

语翻译、经贸业务等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经过

学院按照学校的办学思路，不断从师资队伍、学生生

贸、金融、中外文化交流、教学科研等岗位，在用人单位发挥

交换学习一年，取得的学分北京语言大学予以认可。

游、新闻等各个领域工作岗位中能力突出，成为中法交流的

德语

语专业目前为北京语言大学重点哺育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扎

究生。

中表现突出、成绩优异，在外交，经济、教育、文化、旅

士研究生，2011年建系，201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有

语、意大利语、俄语和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7个专业。

文学等5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在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博士研

式启动。德语系每年选派本科生和硕士生前往德国波恩大学

中坚力量。

着成熟的本、硕、博士生培养体系。经过几代人的建设，法

德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欧洲语言文学和俄语语言

2019年起，我专业与德国波恩大学的国际交流项目正

研究生保送及考试中、在各大部委、国内外名企的录用考试

本科生，是我校资格最老的专业之一，2004年开始招收硕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下设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

京语言大学予以认可。

养和家国情怀，深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在外交部遴选、

2018年全国意大利语桥比赛北语二年级学生获全国二等奖

传统上有德语语音语调比赛、德汉翻译比赛，德语诗朗诵和
德语歌曲演唱比赛等形式。

⊙学生发展
自2007年起，我专业和德国康斯坦茨应用技术大学开
展了“2＋2”合作项目，每年选派学生前往德国学习。这些学
生在德国主攻经济德语和旅游管理方向，顺利完成在德国的
学业后，可取得北京语言大学和德国康斯坦茨应用技术大学
两所大学的学士学位。
2015年起，与德国中型企业应用技术大学陆续建立了
硕士合作项目（4+2和3+1+1）及双学士合作项目
（2+2）。此外，专业还和德国欧福大学建立了交流项目，
学生可前往德国欧福大学学习一至两个学期，取得的学分北

西班牙语专业师生与中国墨西哥商会共同举办“中
国——墨西哥高峰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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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

西班牙语

升学和就业。近三届毕业生均有保送北外和上外，半数

⊙专业概况

⊙专业概况

考入国内和俄罗斯重点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有毕业生进入

北京语言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1964年，是国内高

俄语系成立于2014年9月，每年招收约20名本科生，

外交部、全国人大、国航、中铁集团、上海电气等国家机关

校最早设立的西语专业之一。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5-7名学术硕士和MTI俄语笔译方向（中外同堂）专业硕

西语专业现有的10名中国教师和3名外籍教师组成了一支专
业水平高、经验丰富、具有新时代师风师貌的教学和研究团
队。

⊙培养特色
我专业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西班牙语和辅修英语、金融、
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课程，拥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开阔的
国际视野、跨学科知识结构和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成为
受社会和市场普遍欢迎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近些年来，西语
专业学生共成功申报多个本科生国家级创新项目，并在国内
各级别学科竞赛中屡次取得优异的成绩。

士。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俄语语言基础和俄罗斯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

西班牙语专业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项目和北京
语言大学校际交流项目与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西班牙巴塞

葡语诗歌朗诵比赛、葡语歌唱比赛、葡语演讲比赛、葡语辩
论赛等，均有优异表现。
本专业已培养出100余名毕业生，就业去向包括外交

和知名企业。

部、商务部、中联部、文化部、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葡萄牙语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国航、各葡
语国家驻中国大使馆、新华社以及其他互联网公司等。

能从事外事、经贸、翻译、文化、教育、科研、旅游等工作

⊙专业概况

的新时代复合型俄语专门人才。现有教授1名，讲师4名，均

开设于2011年，突出“1+1+1+1”的本科合作办学模

地区包括葡萄牙、巴西和澳门等地。有些毕业生选择了跨专

为博士毕业，有多年丰富的教学经验，1名资深外籍教师。

此外，还有很多毕业生选择继续学习深造，留学国家和

式，学生可以选择第二年在澳门理工学院学习，第三年在葡

业出国深造，如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拉丁美洲文化，或考

⊙培养特色

萄牙学习。北京语言大学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并为中外文

取国内社科院研究生进行区域经济研究（拉丁美洲）等。

俄语专业采用面授为主的课堂小班教学，每班20人左

化互通互联搭建桥梁。本着学校的总体特色，我校葡萄牙语

右，通过教师近距离面对面启蒙，辅以学生自主与合作学习

系也将搭建“中外文化传播桥梁”作为我们的根本定位。旨在

意大利语

完成教学目标。

通过我校的语言环境优势，将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文化互融

专业设置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

互通。

⊙专业概况
作为国家教育部意大利语出国培训唯一基地，我校已有

⊙培养特色

将近40年的意大利语教学历史。2009年成立意大利语系本

俄语阅读、俄语视听说、俄语笔译理论与实践、俄语口译理

目前，我校已经与澳门理工学院，葡萄牙雷利亚理工学

科，2010年成立硕士研究生专业，2017年成立教育部备案

论与实践、俄罗斯国情、俄罗斯文学、经贸俄语、俄语写作

院、科英布拉大学和波尔图大学建立了合作。葡萄牙语系由

意大利研究中心。还是北京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本科与

等。

5名双语教师构成，其中，4名中国籍教师，1名葡萄牙籍教

研究生专业均保持年年招生，发展成意语专业招生人数最

师，研究领域涵盖翻译学，文学和语言学。

多、毕业生质量最好、影响力最大的高校之一，在各方面都

课。开设的主干课程有：基础俄语、俄语语法、俄语口语、

⊙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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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那自治大学、墨西哥学院、智利宗座基督教大学等多个西

俄语系自成立以来每年专业四、八级通过率均在全国名

语国家知名高等学府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人才的国际化培

列前茅，高出全国平均分20分；近5年获得近二十项省部级

与我校合作的澳门理工学院，作为亚洲葡语教学研究中

养。

以上学科竞赛大奖，每年在全国高校俄语大赛和“永旺杯”全

心的领军院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葡语资源充

意大利语系师资队伍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外教师组

国口译大赛中均斩获各类奖项。就业情况良好，在国内俄语

足，每年均为学生提供各种葡萄牙语相关的兴趣课程及各类

成，现有中国教师5名，1名特聘教授，即著名意大利语学者

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竞赛，使学生在澳门享有独特的双语环境。

赵秀英教授、3名副教授（全部拥有国外名校语言教学、文

西语专业连续多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最近几年出国深
造的学生被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
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等一大批海外知名院
校录取。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供职于外交部、文化部、国家图
书馆、中国银行、中水电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华为公
司、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人民日报社等国家或企事
业单位，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的好评。

⊙学生发展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创建于1290年，是葡萄牙最古老

学博士学位）以及1名讲师，中国教师均有丰富的海外求学

作为“中俄文化艺术大学联盟”中方牵头院校，我校与俄

的大学，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设有法律、

以及进修经历。除中国教师外，还长期聘请两名意大利外教

罗斯莫斯科文化艺术学院、圣彼得堡大学、普希金俄语学

人文艺术、社科类、新闻传播、医学及语言等专业，师资力

承担教学工作。

院、南乌拉尔大学和莫斯科交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大三

量雄厚。

期间通过国家留基委资助项目和各类高校交换项目赴俄高校
留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意大利语本科专业学制四年，方向为意大利语言文化。

并称为葡萄牙三大学府，成立于1911年，是一所综合性的

研究生专业学制三年，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学

大学，设有物理、医学、工程、经济、人文学、教育与心理

以及意大利国别区域研究。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在在北京语

学、建筑、体育、牙科医学、生物医学等十多个院系，并有

言大学学习期间赴意大利合作院校学习，在符合条件的情况

18个研究中心。

下还能取得北京语言大学和意大利合作学校本科和硕士双学

葡萄牙雷利亚理工学院是与我校最早建立合作关系的学
校，设有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专业。该学院为我校大三

位。此外，北语大量的意大利留学生为意语专业的学生提供
了难得的语言环境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土壤。

学生专业设置与葡萄牙历史、文学以及口笔译相关的为期一

专业设置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

学年的课程，并单独开班授课。该校每年来我校交流的葡萄

课。本科开设的主干课程有：综合意大利语、意大利语视听

牙学生与我校葡语专业学生结成语伴，相互学习，促进文化交流。

说、语音与朗诵、演讲与辩论、欧洲文化与艺术、意大利国

⊙学生发展

家概况、现代史、意大利语语言学概论、意大利文学导论、

学生在澳门和葡萄牙院校交流期间，有机会参加多种专

意语笔译理论与实践、意语口译理论与实践、高级阅读与跨

业实习、语言实践及各类文化活动，如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

文化讨论、论文写作与基本研究方法、意大利语报刊阅读、

览会（MIF），葡韵嘉年华，葡萄牙汉语教学课等，在活动

意语写作等。

中学生作为志愿者，将语言学以致用，搭建沟通桥梁。
在2018年全国高校俄语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培养特色

葡萄牙波尔图大学和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和里斯本大学

我校葡语系学生积极参加国内及澳门葡语各类比赛，如

⊙学生发展
学科竞赛。意大利语系学生几乎每年都在“全国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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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桥”和“全国意大利语演讲比赛”等全国以及省部级学科竞赛
中表现突出，获得各类奖项，在国内意大利语界具有一定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国际合作。我校培养过多届意大利驻华使馆外交官、意

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
⊙专业概况
罗马尼亚语(罗法复语）按照学校的总体办学思路，将

大利大学校长等，在国际合作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

从师资队伍、学生生源、课程设置、培养方式、学生出口等

意大利语系与意大利米兰圣心大学、摩德纳雷焦艾米利亚大

方面实现“国际化、高水平”办学目标，在多元化的校园氛围

学、博洛尼亚大学、那不勒斯东方大学、锡耶纳外国人大学

中努力培养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等多所意大利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学生可前往意

我校现有罗马尼亚语2位教授，是从上个世纪5、60年

大利合作院校学习一至两个学年，取得的学分北京语言大学

代开始从事罗语的专业人才。其中还有我国60年代派往罗马

予以认可。近年来，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

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留学生，他们在汉罗语法、语音的对

派留学名额，前往博洛尼亚大学、锡耶纳外国人大学等高校

比研究方面有突出的贡献；另外还外聘有我国外交领域的银

深造。本科生学生交流比例保持在90%以上，研究生达到

龄学者辅助教学，这些外聘的国内专家学者都有汉罗语言撰

100%。我校意大利语专业已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写的论文。同时还聘任的有罗马尼亚大学顶尖专业的毕业生

人才培养。
升学就业。北语意语系建系以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外
语人才与文化使者，他们分布于政府机关、国企、银行、媒
体、私企、外企、教育等各个领域。意语系毕业生近年来就
业势头良好，除外交部等国家部委之外，毕业生进入国际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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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国际航空

担任外籍专家和助教，他们都有多年从事罗马尼亚语和汉语

使学生们不仅能用所学的外语讲好中国故事，还能成为新时

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审专家，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

代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好交流人才。

常务理事。主要学术论文均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

北语每年都有不少的罗马尼亚、法语留学生在此学习汉
语，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罗语专业的学
生在国内学习两年以后要达到欧盟语言教学的B2标准后，大

究》、《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国外文学》、
《世界哲学》、《新华文摘》等权威核心期刊，代表作有：
《加缪的“跳跃”——论一种经验理性》、《被颠覆的“倒
错”：罗兰·巴特后期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普鲁斯特

三开始可以申请罗马尼亚政府奖学金到罗马尼亚顶尖的大学

式写作或浮出海面的冰山》、《论罗兰·巴尔特关于俳句的

去继续完成对罗语言文化专业的本课学习；也可以申请硕士

思考》。出版专著《重读加缪》、《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

以及博士的学习。到罗马尼亚完成罗语本科的语言文学学习
后，也可以申请学习计算机科学、数学、经济学等其他专业

院课程”研究》；译著《反抗的未来》（广西师大出版
社）、《加缪传》（合译，商务印书馆）。目前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20世纪“法国理论”的缘起与流变研究》。

的学习；还可以在法语水平达到B2标准后，大三、大四继续
到法国十几所著名大学留学。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的工作经历，能熟练地从事汉罗语言双向的口笔译教学工
作。
法语专业是北京语言大学老牌专业，无论师资力量，还
是教学经验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一流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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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特色专业。为了适应社会的宽口径的人才需要和实现

管玉红，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俄语系主任、专业

学生的宽口径就业需求，罗语专业除开设基础罗马尼亚语言

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评议专家，中国翻译协会会员，语言

大利驻华使馆、意大利商会等意大利驻华机构工作。部分毕

文学课程、罗汉双语翻译课、罗马尼亚概况、口笔译互译及

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外高加索研究中心主任，

业生选择在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

罗汉艺术鉴赏等课程外，还将为罗语专业学生开设同一语系

学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

的法语基础课程，以及英语课程。罗、法、英设课比例为

王秀丽，法国索邦大学语言科学系博士毕业，现任法语

威尼斯大学、米兰博科尼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等；还有个别

8:4:2。这是为了在培养罗马尼亚语和法语的复合型外语人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三届教育部高等教育外语教育

学生选择自主创业，海外创业成绩斐然，被多家意大利媒体

才的同时，还要求罗、法复语专业的学生继续保持学生原有

指导委员会法语分委会委员（2007-2011,2013-2017，

报导。此外，本专业有多名毕业生在各大高校就职，包括北

的英语水平，并且还要求罗、法复语专业的学生对英语的水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化工大学、

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还为学生提供其他公共选修课

南开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越秀外

程的平台，还要丰富学生的汉外语言人文知识。为国家培养

国语学院、吉林外国语大学等十多所全国高等院校，广受业

出掌握了丰富汉外语言人文知识的复合型罗、法外语人才，

公司、中国通号、海航集团、中国国家大剧院等大型国企，
苏宁集团、新东方教育培训集团、海康集团等大型私企，意

界好评。

普希金中心主任。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毕业，

2018-202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审专家，博士后
基金评审专家，全国法国教学研究会理事。王老师发表法语
语言学研究专著4部，翻译著作2部，学术论文30多篇，参
与和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3项，撰写教材8部（15册），其

2005-2006年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
方向：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俄汉高级翻译。主持教育部项目
一项，国家出版基金项目1项，校级科研项目5项，参与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北京市社科重点项目2项。出版译著5
部，在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此外，管玉红老
师曾在著名央企任首席俄语翻译，具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和中
俄合作与交流经验。

中《法语语言学教程》是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北京市
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王老师从教35年，坚持了德高育人，学
高教书，关爱学生，润物无声。

何宁，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副院长，德语系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本科、硕士及博士皆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后在
德国慕尼黑大学访学，并受德国文学档案馆邀请在马尔巴赫

我校学生在“全国配音大赛”及“全国法语风采大赛上”获得优异成绩

黄晞耘，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法语系教

进行课题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德语文学、德国文

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外语教指委法语专业分委会委

化。先后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两项，主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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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教育部项目一项，校级科研项目四项，并在北大《中德学
志》、同济《德国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版）》、《外国文学动态研究》、《世界文学》等杂志发表

刘波，西班牙语专业本科

论文二十多篇，并有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002届校友，毕业后进入外交
部工作。曾任外交部拉美司和
翻译司西班牙语高翻，现任中
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政务参赞、
首席馆员。

刘春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意大利研

郑雯，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西班牙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

究中心主任，2006年对外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文学

师。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硕士学

硕士，2015年取得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文化

位，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博士学位。主要

及信息技术与传播专业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文
王苏娜，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意
大利语专业教师(副教授,博士)。200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
学，获得“意大利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年至2003年，
就读于意大利特兰托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Trento）经济学院，并于2003年获得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专业
硕士”学位。2004年至2008年，就读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大学
27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Macerata）文学哲学学院，主要
从事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耶稣会士方面的研究工作，
于2008年3月以优异成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意大利语言
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意大利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
国意大利研究会理事。主要作品有《利玛窦之<畸人十篇>及
<西琴曲意八章>》（专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在意大利的传播编年》（编著）、《利玛窦对西方古典作家
作品的使用及其人文主义思想渊源——以<畸人十篇>为例》
（论文）、《四百年前东西方智者的对话》（论文）、《利
玛窦的家庭教育及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背景》（论文）等。

化及信息技术与传播、国别与区域研究及翻译。担任中国先秦
史学会国学双语研究会副秘书长、意大利中医药学会副秘书长
及翻译部主任及国际蒙台梭利学会中国代表，喜马拉雅App
《意大利语刘春红老师》主播。主要学术成果包括：《Classe
Capovolta e Didattica dell’Italiano in Cina》（专著）、
《Franchise Your Business in China》（专著）、《Poesie
nell’

Arte》（专著）、《意大利语修辞》（合著）、《The

Construction of Adaptive Learning System》（合著）、《意

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文学。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桑布拉小说
《盆栽》的轻叙事写作”，载《外国文学》；“‘倾听智
利’——纪录流亡前苏联的智利小说家”，载《俄罗斯文
艺》；“罗伯特•波拉尼奥《护身符》的解读”，载《外国文

罗万敏，西班牙语专业本
科2007届校友，毕业后进入外
交部工作。现任外交部翻译司
西班牙语高翻。

学》；“《斯德哥尔摩情人》中真实与虚构的游戏”，载《外
国文学》；“智利新小说女作家迪·埃尔蒂特评介”载《外国
文学动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拉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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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爆炸”后小说研究》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子项目
《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拉丁美洲卷》（上、

张慧玲，北京大学西班牙

意大利语试题质量研究》（CSSCI来源论文)、《外语教学与

下卷），共撰写25万字。编写教材《现代西班牙语阅读教

语系副教授。西班牙语专业

国际关系的相互促进与影响——以中国意大利语教学和中意两

程》二、三册。

2002届校友，本科毕业后考入

大利语词汇分类学习小词典》（译著）、《基于CTT和IRT的

国关系为例》(北大核心、CSSCI来源论文)、《Elementary

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系获西
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现

discussion on key issues of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in

任教于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CPCI检索国际会议论文）、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Magagement》（CPCI检索国际
会议论文）等。曾荣获2017年全国首届短期强化外语培训论
坛论文一等奖，主持校级意大利语短期培训教学模式研究项目

包华斌，西班牙语专业本科

和校级初级意大利语MOOC项目。

2015届校友，毕业后进入西班
牙IE商学院深造，获工商管理硕
士。曾供职于世界知名调研公司
苏婧，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讲授西班牙语精
读，经贸西语、西语口译等多门课程。2013年3月获得北京

尼尔森公司、滴滴公司战略与业
务决策支持部门，现任成都润茂
集团担任联合创始人。

语言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语言技能类课程的二等
奖和最佳演示奖。主要研究方向为拉丁美洲历史。在国内外
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并著有专著1部。

周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意大利语系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博士毕业于意大利摩德纳
雷焦艾米利亚大学文学哲学学院，主要从事有关翻译学、意
大利现当代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工作，以优异成绩通过论文
答辩，获得“意大利语言文学博士”学位。讲授综合意大利
语、意大利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意大利文化艺术等多门课
程。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并著有专著2
部，译著1部。

周钦，博士，副教授，多年从事西班牙语专业的教学、
研究和教学管理。任西方语言文化学院西班牙语系主任、专
业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主编《西班牙
语常用动词搭配词典》，发表专著《西班牙语动词短语功能
与用法》、译著《对镜成三人》及多篇学术论文。

蔡瑜，德语专业2008届毕
业生，现任重庆灏天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硕士期间，师从著名语言学
家钱敏汝教授；后获德国波恩大
学博士学位，师从德国著名翻译
家、汉学家顾彬教授，从事中德
文学的比较研究。为九三学社社
员，于2017年获得九三学社重
庆市委青年论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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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于2015年进入北京
语言大学德语专业学习，在校
期间曾获奥地利写作大赛全国
一等奖。此外，参加多项京津
地区德语演讲及配音大赛并获
奖。德福考试满分并获歌德学
院德语大语言证书（C2）。大
二通过外交部遴选考试，大四
赴柏林自由大学交流。2019年
入职外交部。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洪慕瑄，西方语言文化学

来，北语阿语专业在由传统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向国别和区域

院2012级葡语系本科毕业生。

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中取得喜人的成绩，在国内外语类高校

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参与了拉丁美洲研

中东学院

究所多项研究课题，如整理编

文章。2018年7月进入新华通
讯社工作。

学院介绍
北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成立于2014年10月，是国内首
个以区域命名的学院，与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阿拉伯
研究中心互为依托，并行发展。学院致力于发展独具特色的
学科建设、打造精英教育的教学模式、创建和谐向上的学习
氛围。旨在实现为社会培养一流的外语复合型人才，创造一

侯丹玮，西方语言文化学
院2016级俄语系本科毕业生，
保送上海外国语大学区域国别
研究专业。曾获2017年全国大
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2019年
全国高校俄语大赛高年级组二
等奖、国家一等奖学金、北京
市优秀毕业生及优秀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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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科研成果，提供一流的社会服务。2019年以阿拉伯研
马英伟，西方语言文化学

究中心为主体，成功申报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国别区域学，北

院2013级葡语系本科毕业生。

京市财政五年内将拨付4000万元学科发展经费，是北语外

2017年考入外交部，目前在中
国驻安哥拉大使馆办公室负责
涉外行政工作，具备出色的葡
语口笔译能力。

等荣誉。

语学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试验田。2019年，中东学院
阿拉伯语专业成功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和校级高峰团队，并
成功申报国内首个阿语国家级社科重大课题：“阿拉伯史学
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在这一年，中东学院在
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上均取得了质的飞跃。

专业介绍

阿拉伯语
汪诗雄，2015届意大利语
孙嘉若琳，西方语言文化
学院2016级俄语系本科毕业
生。2018年通过外交部遴选考
试，2020年入部，目前在外交
部欧亚司翻译处负责翻译工
作，具备出色的俄语口笔译能
力。

任录研，外国语学院亚欧
语系04级法语班本科生。2006
年通过外交部非通用语种遴选
考试，并于2007年由外交部派
赴巴黎第十一大学进修国际关
系。2008年毕业后进入外交
部，曾就职于中国驻加蓬使馆
和外交部非洲司，是队伍中的
青年骨干。2016年底被派驻中
国驻欧盟使团工作至今。

撑，2019年北语阿语专业设立了联合国及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实
验班，为探索培养新型外语复合型拔尖人才开辟了新的路径。

译《玻利维亚海洋之书》，撰
写“热点时评：巴西动态”系列

中占据领先地位，作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国别区域学的重要支

⊙专业概况

⊙培养特色
1. 特色课程：
(1) 阿拉伯语言与文化研究
(2) 阿拉伯国家社会与文化
(3) 阿拉伯国家概况
(4) 中东热点问题
(5) 阿拉伯政治经济与外交文献选读
(6) 商贸阿拉伯语
(7) 阿拉伯文学选读
(8) 阿拉伯报刊选读

⊙学生活动
近五年，中东学院阿语学子在“CRI杯”全国高校阿拉伯语
演讲比赛、北京市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沪江杯”翻译竞赛、
21世纪“外研社杯”作文大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外研社
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北京赛区）、“阿拉伯国家联盟杯”中
国高校阿拉伯语书法比赛、央视阿拉伯语大赛等，国内重要学
科竞赛中获一等奖9次、二等奖6次，三等奖5次，优秀奖1
次，整体成绩位列全国前茅。

本科毕业生，第一届全国意大

阿语是22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联合国6大工作语

此外，中东学院积极组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学生活

利语演讲比赛冠军。现就职于

言之一，其语言影响力在世界6000种语言之中位列前五，是

动，如学院新生口语大赛、阿拉伯语书法大赛、英语演讲比

“一带一路”沿线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语专

赛、“一千零一夜”新年晚会等，为学生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

吉林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系骨
干教师。从事教学工作以来曾
荣获过年度教学之星、优秀指

业始建于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开设的阿语专业点之

⊙学生发展

一，成立57年来，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已为国内外交、

为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中东学

外贸、文化、军事、科研、教育、传媒、企业等领域培养了

院积极拓展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出国学习

向全国高校的意大利文化慕课

1000多名优秀的专业人才，近年来一直保持着100%的高就

机会。2021届毕业生中，共有18名阿语学生有出国学习经

课程《走进意大利》。

业率。北语阿语专业发展势头强劲，2005年设立硕士点，

历。本专业合作院校有黎巴嫩大学、阿联酋沙迦大学、阿尔及

2012年设立博士点，2019年获批博士后流动站，已建成完整

尔第二大学等国外知名大学。

导教师、教学技能大赛冠军等
荣誉。2018年主讲国内首部面

的本、硕、博培养体系。目前在岗教师20人，在读本科生185

近三年，中东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升学深造率为34%。国

石豆，2014届北语意大利

人，硕士、博士研究生100人，是国内最大的阿语人才培养基

内深造读研的学生约占七成，国外深造读研的学生约占三成。

语本科专业与2017届北语欧洲

地之一，2008年入选教育部国家级特色专业，2019年入选教

主要高校如下图所示：毕业生主要升入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

育部国家级一流专业，目前是教育部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指导

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主要高校有英国伦敦大学、美国乔

委员会阿拉伯语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与埃及开罗

治城大学、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联酋伯明翰大学、

大学，沙特萨乌德国王大学、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第二大学，

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等。

语言文化硕士。先后通过校级
交流留学意大利摩德纳雷焦艾
米利亚大学和米兰天主教圣心
大学。目前就职于南开大学外

科威特大学，约旦大学、黎巴嫩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100%通过阿拉伯语专业四级考试，

著有《文化的演进》《魔法学

分校、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等35所海外高校建有校际

毕业生就业率100%，就业前景良好，主要用人单位如下图所

徒的神奇花园》等，并担任

合作关系，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尼罗河电视台孔

示：外交、外事、外贸、新闻媒体、教育等行业和领域的工

《意大利发展报告》编委，撰

子课堂、沙特萨乌德国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专业支持单位。近年

作。具体就业单位有外交部、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国语学院西葡意语系，代表译

写多篇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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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东学院阿拉伯语专业的校友活跃在外交、外
事、外贸、新闻媒体、教育等多个行业和领域，用自己的力量

“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14年荣获“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学生发展

名师”

出国交流

土耳其语（土英复语）
⊙专业概况
土耳其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南语支，是一种
现有6500万到7300万人使用的语言，主要在土耳其本土使

2021届毕业生中，共有14名学生前往土耳其学习交流，交
流院校有伊斯坦布尔的奥坎大学、宗古尔达克的比伦杰维埃
特大学。
升学深造
2021届毕业生中已有两名学生保送至北京大学和上海
外国语大学。另有多名同学收到伦敦大学亚亚非学院、以色

亚等地区。

列希伯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的oﬀer。

更名为土耳其语（土英复语）专业。经过数年的发展，本专
业已发展成熟，学生能习得良好的土耳其语及英语语言能
力，成为精通两门外语的复合型多语人才。从2015年9月起
招收英语(英+土复语)专业学生，截止至2017年共有36名本
科生毕业；2017年9月起招收土耳其语（土+英复语）专业
学生，目前共有本科生54名，招生规模位列国内土耳其语专
业前列。目前，本专业已与土耳其奥坎大学、比伦特埃杰维
特大学等土耳其知名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出
国深造机会。本专业学生就业前景良好，每年就业率保持在
95%左右。主要用人单位有：外交部、新华通讯社、字节跳
动等。

选建党100周年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极拓展与国外大学的交流合作，为学生提供出国学习机会。

用，并通行于阿塞拜疆、塞浦路斯、希腊、马其顿、罗马尼
2015年，北京语言大学开设英语（英土复语）专业，

就业情况

我院举办“郑和与丝路文化”全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学
生征文比赛

2020届英语（英土复语）专业本科生就业率94.74%：
直接就业8人、继续深造10人，其他1人。

联系方式
中东学院：

风采展示

涂龙德，教授，硕士生导师，《阿拉伯发展报告》副主

教授风采

编，《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集刊副主编，毕业于上海外国

82303226 阳老师

语大学，留学科威特大学文学院，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拉

middleeastblcu@foxmail.com

伯语译审、播音员，曾参与国庆60周年等活动阿拉伯语直

阿拉伯语系：

播，中东问题首席研究员。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获国务

82303334 李老师

院特殊津贴。2020年入选第五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

82303516 陆老师

学领军人才。长期从事中东地区新闻报道和研究工作，曾采

土耳其语系：

访 “沙漠之狐”军事行动、伊拉克核查危机、伊拉克战争、阿

82303226 赵老师

拉法特葬礼等重大国际事件，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新闻奖广播

zhaozhao@blcu.edu.cn

⊙培养特色

专题一等奖。2010年，出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专著《伊斯兰激进组织》。2012年以来，致力于中东问题

中东学院为土耳其语(土英复语)专业设置了科学合理的
教学方案，致力于培养国际化、宽口径、具有人文精神、创

罗林，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外国语言文

新思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高素质交流人才。

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阿拉伯语分指导委员会主

⊙特色课程

任委员；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教育部国
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

土耳其语课程

土英复语

专业

及中国对阿拉伯世界的传播策略研究。2018年5月，调入北
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讲授《新闻阿语》《时政阿语》《中
国和中东文化》《阿拉伯国情》《阿语语音》《阿语口语》
等课程。

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别和区域研究院院
长、外国语学部副主任、中东学院院长，国家级一流专业建

土耳其语精读、

英语精读、英语

土耳其语语法、

听说、英语新闻

土耳其语听说、

听说、英语阅读

基础写作、高级

与讨论、英语阅

写作、土耳其语

读和写作、英汉

口语、高级阅

互译（笔译）、

读、土耳其语翻

英汉互译（口

学于科威特大学文学院。著有

译、土耳其历史

译）、英美文

域研究的大国学科体系构建”、“外交战略调整背景下的俄罗

文化、土耳其文

学、专题口译、

选、土耳其语口

西方思想经典导

译、土耳其语视

读。

设点北京语言大学阿拉伯语专业负责人、北京市高精尖学科
国别区域学学科负责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
第五届“CRI杯”全国高校阿拉伯语演讲比赛

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首席专家，《阿拉伯发展报
告》黄皮书主编，《国别和区域研究》学术集刊主编。主要
研究方向：国别和区域研究、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语言学、
阿拉伯文学。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并留
“‘一带一路’视域下国别和区

斯与沙特关系”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专著《阿拉伯语语用学
专题研究》一部；主编《阿拉伯语口语教程》等教材十余
册；翻译出版《新实用汉语课本》、《弟子规》等教材、读
本500余万字；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

听说、报刊阅
读。

的称号；2016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0

年，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项目，任特聘教授；2021年，入

为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学生外语能力，本专业积

书写北语人的青春，践行北语人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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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教育部国际司重大委托课题“‘一带
我院土语专业教师与土耳其驻华大使约南先生合影

一路’沿线国家系列智库报告”等10余项课题。2006年荣获

周华，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本科、硕士毕业于上
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开罗大学
师范学院，2010-2013年由教育部借调到中国驻埃及使馆
教育处工作。开设《综合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泛读》《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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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语言与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课程，研究方向
为中东问题。在《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等核心期

张向华，阿语系1996届毕

刊发表《伊斯兰解放党探析》《政治合法性与苏丹巴希尔政

业生，现任中国驻苏丹大使馆

权的倒台》等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埃及女性主义思潮

首席馆员、政务参赞。毕业后

研究》，参与并完成教育部指向性课题研究。

在外交部亚非司、新闻司工
作，先后常驻约旦、叙利亚、
苏丹等国，曾参与2011年中国
公民从利比亚撤离行动，2019
年筹建中阿新闻交流中心工
寿慧生，博士，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清华大学国
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克里斯托弗·纽波
特大学政府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区域研
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美关系、比较公共政策

作，其在原国家旅游局挂职期
间，全程参与发起筹备成立第
一个全球性、综合性、非政
府、非营利国际旅游组织—世
界旅游联盟。

周晓娜，阿语专业2007届
毕业生，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沙特分公司高级经理，毕业
后一直在华为公司公共及政府
事务部工作，2008年至2013年
任职华为埃及分公司，负责埃
及政府、相关部委等政府事务
拓展工作，2013年至2019年在
华为北京办公室工作，负责中
央部委、驻华使领馆等政府事
务，任高级区域代表，2019年
至今任现职。

等。2010年获得全美中国政治学会 (ACPS )最佳论文奖。发
刘风华，博士，2003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访问学者

表多篇中英文论文，3部专著，在各类媒体发表50余篇评论
文章。北语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拔尖人才试验班项目负责人。

（1997-1998）；科威特大学访问学者（1999-2000）。
主要研究方向：阿汉语言对比研究与翻译；中东问题研究。
$$

出版专著《阿汉语言研究：对比与翻译》、《伊斯兰世界的
今天和明天》（合著）；译著《阳光之路》。主编教材及配
套多媒体教学软件《阿拉伯语语音教学》、《跟我学阿
语》。参编《阿拉伯发展报告》黄皮书（2013-2018），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加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以及国家汉办项目等课题。

石岳文，阿语专业2013届

冯韵娴，2009届阿拉伯语

硕士毕业生，现任中国驻埃及

专业毕业生。《生死96小时》

大使馆公使衘文化参赞兼开罗

作者，原中央电视台驻中东记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副局

者。2011年主动请缨成为中国

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派驻利比亚的战地记者，当利

1990年至今在国家文化和旅游

比亚首都黎波里被攻下时，她

部工作，先后常驻埃及、叙利

和其他三十多名记者被卡扎菲

亚、约旦、伊拉克、摩洛哥、

政府军围困在酒店五天四夜，

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

她也因此成为卡扎菲政权最后

国家，著有《战云笼罩巴格

时刻的见证者。目前为全球知

达》、《科威特》等书。

名短视频软件TikTok的中东地

英语课程

赵兆，文学硕士，土耳其语专业教师。毕业于中央民族

区负责人。

大学，曾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语学与语文学系学习，现任北
京语言大学中东学院土耳其语（土+英复语）专业负责人。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耳其语语法、维吾尔语语法、土耳其语汉语语法对比研究，共发表论文3篇，主持校级项目3项。

朱廷婷，阿语专业2003届
本科毕业生，2009届硕士毕业

校友风采

生，现任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马强，阿语系1982届毕业
生，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苏

陆映波，副教授、阿语系主任，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语
学院阿拉伯语系，先后获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学院访问学者。先后开设了《综合阿拉伯
语》、《翻译理论与实践》、《阿拉伯语同传》、《阿拉伯
语高级口译》等十二门课程，多次获得课堂教学评估满分的
好成绩。2018年外研社“教学之星”阿拉伯语组全国总冠军。

丹 共 和 国 特 命 全 权 大 使
（2013-2016），也是北语中
国籍校友中的首位大使。1982
年毕业后到外交部亚非司工作，
在担任大使前，曾先后在阿曼、
苏丹、科威特、利比亚、约旦等
阿拉伯国家工作，历任随员、三

2019年获得“北京语言大学青年名师”称号。曾在核心期刊发

秘、二秘、一秘、参赞等职，

表论文多篇，并出版专著《阿拉伯语回指研究》。

2011年至2013年，曾担任宁夏
博览局副局长。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毕业后到
四 川 外 国 语 大 学 任 教 ，
2012-2017于埃及尼罗河电视
台孔子课堂担任汉语教学节目
主持人，2017转任苏伊士运河
大学，同时师从著名文学批评
家阿卜杜拉吉姆教授攻读博士
学位，在她的带领下，该校孔
子学院2019年荣获国家汉办优
秀孔子学院称号。

万泽群，阿语系2009届毕
业生，现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记者，2013年至2017年驻埃及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东总站工
作期间，策划、参与了多部中
国影视剧、动画片阿拉伯语配
音版的译制、推广工作，对推
动中国阿语广播节目在埃及首
次实现调频落地播出作出突出
贡献，他制作的传播产品、采
写的新闻报道多次获国际、国
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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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教育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203&4)*+)50'$(-&-"1)$(6
)7*2-$3)72-"(2")

汉语教育学院2014年建院，其专业前身可追溯到上世
纪80年代的外语系汉语教研室，是全国高校中开设的第一个
对外汉语（现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学院直接服务于汉
语走向世界、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及“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
略需求，致力于培养国际型、复合型专门人才，并在相关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和国际化职能上积极发挥自身
优势作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先后被确立为教育部和北京市
特色专业，2019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学院同时还
是“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负责人联席会”主席单位
兼秘书处单位。37年来，该专业累计培养中国本科毕业生

学部介绍

2227名，毕业生分布在世界52所高校，其中包括哈佛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该专
业目前每年中国本科生招生规模为90人。学院在语言学及应

⊙学部简介
$&

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3个学科招收中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内设4个学院，承担组织开展本科和研

外博士研究生，在以上3个学科和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学原

究生教学，分别为汉语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

理共5个学科招收中外硕士研究生；拥有省部级社科研究基

新闻传播学院；学部内设7个研究机构,拥有1个省部级社科研

地“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和汉语教育研究所、

究基地“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学部现有6个本

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汉字研究所等校属研究所，在海内外具

科专业，即汉语国际教育、汉语言文学、国际政治、国际事务

有重要的学科影响力。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团队具有高职称、

与国际关系、新闻学（国际传播方向）、网络与新媒体。研究

高学历、年龄梯度分布合理、学科门类多样的特点，2018

生培养覆盖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中

年被评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国史5个一级学科，共计12个硕士专业，即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专业概况

汉语国际教育

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课程与教学论、教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全国高校中最早和唯一连续大规模

育学原理、专门史（中外文化交流）、国际政治、新闻传播

招收本科生的专业，排名位居全国第一。本专业先后被确立

学；与学校共建的博士专业共计7个，即汉语言文字学、语言

为教育部和北京市特色专业，2019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2018年我学部成为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业。师资队伍先后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和北京市优秀教学

点院系，2019年又获批教育部新时代高校第二批党建标杆

团队，2018年被评为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本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以教学科研并重、学科门类丰富为特

院系。学部以“洋洋宏辞、谦谦君子”为部训，重视以师生为

专业旨在培养具有全面和扎实的普通语言学和汉语言文字学

色，依托学科平台，科研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突出的科研成

本，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公民意识、人文素养、家国情怀、

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

绩。现有1个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

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和复合型高级人才。近三年，学部外语类

法，具备一定的文学文化素养，能胜任汉语国际教育及中外

教育部和北京市特色专业、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以程娟

招生学生专业英语四级通过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学部就

文化交流工作的“厚基础、宽口径、广视野、高素质”的国际

教授为负责人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教师团队被评为“全国高校

业率始终保持在96%以上，其中考研率在30%以上，出国

型、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37年来，本专业累计培养中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率在30%以上。

国本科毕业生2227名，毕业生分布在世界52所高校。

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等。

本专业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学科研团队，具有高职称、高学
历、年龄梯度分布合理、学科门类多样的特点。目前共有现代汉
语、古代汉语、汉语教学3个教研室，在职教师20人，返聘教师
1人，共计21人。其中，教授11人，副教授5人，博士讲师5人，
高级职称教师占76%；研究生导师18名，其中硕士生导师8名，
博士生导师10名；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
本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培养特色
本专业具有如下培养特色：
学科基础成熟，学科建设水平领先，有完整的中国语言文
学和教育学2个一级学科予以支撑，率先在全国完成了本、硕、
博学科一体化建设，形成了多层次的国际中文教师教育人才培
养体系；
底蕴深厚，课程体系完备，拥有语言学、教育学、心理
学、跨文化交际学等特色课程群，课程体系在全国起到引领示
范作用；
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已建立起服务于国
家需求和建设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所必需的专家和人才资源库；
人才培养特色鲜明，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培养大量优秀人
才，毕业生分布于海内外众多高校，具有独特的学术引领与国
家智库作用。
以学校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和通识教育体系打造为抓手，建
设“汉语卓越教师”中国语言文学拔尖人才实验班，全程导师
制，着力培养卓越人才。
本专业主干必修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概论、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法、教育学原
理、教育心理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
学、中国文化史纲等。此外还根据学生培养需要开设丰富的选
修课体系，包括语言学模块、教育教学模块、跨专业模块（包
括文学文化模块、新闻传播模块、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模块
等），实施人文学科融通教育，培养厚基础、宽口径专业人
才，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教学设施完备，拥有全国最大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基
地（校内三大留学生学院）作为强有力的教学支撑，同时，还
拥有上海海洋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校际国际汉语教学实
习基地。近年来探索新的实习实践模式，如中外融通、实践互
动的中外学生联合实习创新教育实践模式，取得了良好实效，
2018年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0年起，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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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师资班项目国际学生30人。培养的毕业生分布在世界52所

社长储丹丹等都是本专业的优秀校友。

目。中国文学与创作研究所成立于2014年，所长梁晓声教

高校，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

近三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业率为94.9%。其中，出

授，成立以来取得了丰富成果，培养了近400名硕博士毕业

情时代汉语国际教育线上线下融合式多元化实习/实践模式的体

大学、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很多校友已成为各高校的专业

国深造比例为19.1%，现在爱丁堡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曼

生，在本学科领域有较大影响力。文化史研究所依托中国史

系，增强学生核心技能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

负责人或学术带头人。学生毕业后也可从事外交、外事、外

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等海外著名高校深造；国内升学比

一级学科硕士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流

⊙学生发展

贸、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其他需要兼具汉语和外语能力的工

例为33.4%，除本校升学外，多人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史和中国思想史方面成果丰硕。从中外交流、文史互证、史

学部目前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丹麦等国家以

作，很多校友在外交部、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教育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北京

地结合、正统与民俗双重的新视角，展开研究，具有国内领

及中国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的十几所著名大学建立了合作

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原孔子学院总部）、商务印书

外国语大学等院校录取；就业比例为46.1%，现多人在机

先的学术带头人。

交流关系，每年有部分在校本科生出境交换学习。其中，与我

馆、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工作，并已成为业务骨干。广电总局

关、医院和今日头条、学而思、微软、新东方等企业工作。

校合作的荷兰莱顿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美国莫瑞州立大

电视剧司司长毛羽，空中客车中国公司总裁办主任陶文革，

项目试点实习实践项目，取得良好效果，将继续探索建构后疫

学、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均设有语言学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刘威，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曹文、刘长

和教育学专业，这些合作高校在各自国内语言学和教育学专业

征、施家炜、张世方、黄晓东，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文胜，

领域均具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

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副教授、儿童认知实验室主任周鹏，美

依托国际中文教育新形势和北语多元化文化背景，本专业

国佐治亚州立大学语言学系副教授、中文教学部主任郦帅，

为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37年来，累计培养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文部副主任史中琦，教育部中外语言

中国本科毕业生2227名，现有中国在校生336人，南亚国家汉

交流合作中心综合处处长方旭，《汉语世界》杂志主编、副

汉语言文学
本专业具有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资质，学科

门类齐全，专业方向完备、师资队伍和实力整齐，教学科研
水平国内领先，具有全国乃至国际性学术影响力，为学生提
供了系统学习和进一步深造的良好条件。
本专业培养中国语言文化方面掌握全面、系统、扎实
的汉语言文学与文化知识，具有人文教养与理论修养，具备
较强的汉语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胜任与专业相关的科
研、教学工作或涉外工作的普通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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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在我学部挂牌成立

⊙培养特色
学科完备，师资强大，具有本硕博阶段完整的培养路
径，为学生继续深造提供了条件。依托北语国际化氛围和优

人文学院

势，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汉语
国际教育专业师资协同合作，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具有较强
实力，为学生多方向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注重研究与创作兼

第九届汉语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

人文学院2014年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2000年的中文
系，再之前是北京语言大学历史悠久的语文系。人文学院以

2013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建设研讨会

胜，使学生具有扎实全面的汉语言文学素养，胜任与文学文
化相关及涉外文化事务的工作。

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教学科研为核心，兼及汉语言文学专

本专业主干必修课程包括：文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

业各个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培养，以及中国先秦思想史、中

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比较

外文化交流史、神话与早期文明史方向等中国史研究生培

文学原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思想史纲

养。是目前北京语言大学最具人文色彩的教学与科研单位。

论、创意写作、现代汉语等。此外还根据学生培养需要开设

每年中国本科生招生规模为60人。人文学院目前共有在职教

有丰富的选修课体系，帮助学生全面个性化成长。北京语言

师24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8人，讲师4人，100%具有

大学拥有丰富的文史类藏书资源，也有大量数据库可以作为

博士学位，师资力量雄厚。

学生学习资源。

、中国文化概

本学院下设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

依托北京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三个文化活动品

世界文学四个教研室，及三个研究所。其中比较文学研究所

牌，其中“跨文化系列讲座”旨在强化跨文化特色，“现当代

成立于1997年，塑造品牌意义的“跨文化系列讲座”100做场

文学讲座”重在讨论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现象，“斯文讲坛”

次，及每年一次的“跨文化论坛”，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

旨在传承国学精粹，普及人文通识，以上三个学术品牌活

学科，承担一系列高规格的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的科研项

动，互为补充，为学生成长和开阔眼界提供了良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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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

专业英语、地缘政治与经济。

人文学院本科生的深造情况，就国内而言，每年都有考
研本校及中国其他高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

国际关系学院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校的。还有
香港地区的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等。就国外而言，学生们因
为在学期间就有到英国、荷兰、日本及中国台北等地联合培
养和交换学习的，所以，每年也有学生申请入学外国大学继
续深造的。人文学院的就业出路，一般是报刊杂志及网络媒
体的编辑、涉及文字编辑或涉外交流的公务员、中小学教学
单位、相关公立私立公司的文员等等。
近三年，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率为93.9%。其中，出国深
造比例为9.9%，现在哈佛大学、爱丁堡大学、墨尔本大学、华

作为国内较早开办的培养外交外事和联合国研究人才的学

⊙学生发展

立全国第一家联合国研究中心，2000年正式成立国际政治硕士

敦国王学院、华威大学等大学深造；国内升学比例为

研成绩斐然，进入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进行深造的学子

点并开始招生，2007年和2012年分别开始招收国际政治专业

31.0%，除本校升学外，多人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不胜枚举；还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获得国外知名大学的硕士研

本科生、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本科生，2014年在国际政治

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四川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多

究生录取资格。

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国际关系学院。

所院校录取；就业比例为49.5%，现多人在新东方、学而

近三年，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就业率为93.2%。其

思、毕马威、智库基金会等企业工作。

中，出国深造比例为15.8%，现在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学、东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大学深造；国内升学比例

论和国际关系专门知识，精通外语，具备较强政策分析和实务

本专业人才培养以储备国际公务员和全球治理人才，

为34.1%，除本校升学外，多人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

操作能力，富有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

服务国家大战略、贡献国际和平与发展为使命，通过“专

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院校录

型人才，将来跻身于国家外交外事、涉外经贸文化、国际问题

业+外语”的教学模式，培养具备理论基础、专门知识、实

取；就业比例为48.8%，现多人在中公教育、新东方、海南

研究、新闻宣传及相关教育机构。

务操作能力和政策分析能力，兼具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

航空等企业工作。

同时培养了解中国国情，掌握扎实的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
专业知识，汉语流利，知华友华，能适应有关国家外交外事、
新闻媒体、经贸文化、国际问题研究等机构工作需要的留学
生。凡具有正式学籍，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修完规定的课
程，取得合格成绩，获得要求的课程总学分，通过毕业论文答
辩的学生，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专业目前有教师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92%。其
中教授5名，副教授4名，讲师3名。教师整体素质非常高，学
术研究成果突出，学缘多元。

能在国际组织、国际公共政策领域从事初级实际业务的国
际型、复合型、应用型国际公务员和全球治理专门人才。
与此同时，培养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政治、经济
及政府运作，掌握较扎实的中国外交及国际关系专业知
识，能够在驻华外交、经贸等机构以及其他涉华研究、教
育交流等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凡具有正式学籍，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修完规定的
课程，取得合格成绩，获得要求的课程总学分，通过毕业
论文答辩的学生，将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专业目前有教师12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到

⊙培养特色

92%。其中教授5名，副教授4名，讲师3名。教师整体素

我校作为“小联合国”，具有国际性色彩突出、文化背景多

质非常高，学术研究成果突出，学缘多元。

元的优势，为国际关系学院师生提供了大量的出国研修机会和

我校作为“小联合国”，具有国际性色彩突出、文化背

所、联合国研究中心、国别与区域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等

景多元的优势，为国际关系学院师生提供了大量的出国研

研究机构，为学生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舞

修机会和理想的人生发展空间。除此之外，学校成立的国

台。

际组织研究所、联合国研究中心、国别与区域研究院等研

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概论、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近现
代国际关系史、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
研究方法、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国际安全、和平与冲突研究、
中国政治概论、世界经济概论、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研究生袁广慕同学
作为冬奥会志愿者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

⊙培养特色

理想的人生发展空间。除此之外，学校成立的国际组织研究

国际政治专业必修课程包含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学概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安阳文字博物馆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经济概论、能源政治。

生录取资格。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在读期间出国交流机会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掌握扎实的国际政治理

著名作家梁晓声与语文教育专家的高端对话

治、全球治理与国际公共政策导论、非传统安全概论、世界

斐然；还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获得国外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

较多，为其后的学习和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每年考

除本校升学外，多人被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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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治心理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国际法与国际法

其后的学习和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生每年考研成绩

深造比例为23.6%，现在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伦

校，北语为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1993年成

国际政治

人在新东方、中公教育、字节跳动等企业工作。

业英语、世界文明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跨文化交际、公共

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在读期间出国交流机会较多，为

近三年，国际政治专业就业率为95.5%。其中，出国

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大学深造；国内升学比例为29.7%，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院校录取；就业比例为58.0%，现多

代国际关系、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专

⊙学生发展

究机构，为学生素质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广阔的舞
台。本专业的毕业生将来会成为具有青年领导力，服务多
边外交外事与全球治理的精英人才。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必修课程有国际政治学概
论、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概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当

国际关系学院代表队在2017年首届全国联合国知识竞赛决赛
中获得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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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实际问题。

新闻传播学院

本专业所有专任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专业研究领域涵
盖广泛，包括新闻史论、传媒业务实践、传播学理论、媒介
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广告与公共关系等。
凡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德智体合

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2014年，前身2008年创建的新闻传

格，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专业

播学系。目前学院拥有新闻学（国际传播方向）、网络与新媒

实习，并如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其他形式毕业作品，经

体两个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学院扎根于北

所在学院全面考核鉴定达到我校学生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并

京语言大学辉煌的跨文化交流传统，秉承北语人文社会科学的

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精神品格，以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彰显社会关怀的壮心，

⊙培养特色

大力发展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以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为特

本专业课程主要围绕专业知识体系而开展结构部署。在

色的新闻传播学科。学院立足北语跨文化交流前沿，探索“讲

课程设置上坚持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权重、本科与研

好中国故事”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以推动跨文化传播、全球传

究生教育的衔接、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的转化、国内教育与

播在中国发展为学科建设方向，助力汉语和中国文化国际推

国际交流相互促进等原则。

广。学院致力于以培养高层次跨文化传播人才为核心，系统地
构筑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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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研究方法；中国
新闻传播史；全球新闻传播史；媒介研究；媒介批评；新闻

学院特色优势鲜明：结构均衡、规模适度、质量优异。坚

学理论；传播学理论；人际传播与关系；国际传播；跨文化

持立足北语的国际化传统、跨文化学术资源和学科优势，谋求

传播；广播电视概论；广播电视制作；网络文化与传播；视

学科、专业、科研等要素的整合，围绕跨学科、跨文化打造

觉传播；公共关系学；传播伦理与法规；新闻采访与写作；

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生态，打造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学研究平

非虚构写作；媒体编辑；公共演讲；专业英语。学院教学设

台，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为核心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办

施完备，拥有平面排版与创意设计实验室、融媒体实验室以

学体系。

及慕课制作中心等专业实践平台。

学院拥有优秀的教学团队，打造起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识

⊙学生发展

与专业并重、本科与研究生衔接的专业教学体系，通过社会合

本专业培养的人才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功底，能

作建立起立体化的实践基地。依托各类科研和教改项目，形成

够对不断变化的全球传播现象和需求进行有创见的分析和有

驱动专业建设的“双翼”：围绕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理论

成效的应对，能够站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实践前沿，善

和策略研究，以及与高素质人才培养为中心的“产-学-研”一体

讲中国故事并且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日益紧密的全球

化专业建设。在常规教学与科研外，学院创办了“表述中国“系

合作和日益突显的国际冲突中，生产适合不同媒体环境和受

列论坛、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理论读书会、北语模课制作中

众的传播内容，能够胜任包括新闻报道、媒体实践、国际交

心、跨文化战略公众号、跨文化实践社等，拓展凝炼形成富于

流、文化评论、公共关系、广告营销等多种具体的传播业务

创新性的实践教学体系。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建设，形成师生交

和管理工作，并成为这些领域中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问题解决

流，探索教学相长、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的良好氛围。

能力的领军人才，也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新闻学（国际传播方向）

本专业已经培养大批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

本专业强调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注重理论与实践、基础

文化交流素养的复合型传播人才，担任各种具体的传播业务

与应用均衡发展。课程设置、教学安排上密切联系新闻学与

或管理工作，活跃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实践舞台上。近

传播学学科的发展趋势，突出以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为方

三年，新闻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率为98.3%。其

向的学科特色。鼓励学生参加相关学术讲座，使学生了解有

中，出国深造比例为34.1%，现在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

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开拓视野，增广见识。引导学生

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大学深造；国内升学

密切关注和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主动适应当前全球文化传播

比例为16.5%，除本校升学外，多人被北京外国语大学、上

的大环境，鼓励学生探究并积极参与中国文化跨文化传播相

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院校录取；就业比例为

关的各类实践，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相

43.5%，现多人在各大电视台、传媒公司等企业工作。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突显的国际冲突中，生产适合不同媒体环境和受众的传播

本专业结合传播学、新闻学、互联网信息技术等相关领

内容，能够胜任包括新闻报道、媒体实践、国际交流、文

域，融合新闻传播的核心知识和媒介技术的研究前沿，在课程

化评论、公共关系、广告营销等多种具体的传播业务和管

设置、教学安排上突出以网络与新媒体为方向的学科特色，培

理工作，并成为这些领域中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问题解决能

养现代网络信息社会亟需的全媒体、复合型、创新性跨文化传

力的领军人才，也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成

播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本专业注重理论与实践、人文与技

为传播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具有创新意

术、经典与创新的均衡发展，引导学生全面掌握相关的人文基

识和开拓精神的研究人才。

础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新闻传播业务技能和研究方法、网络
新媒介研究的前沿性知识、以及国际化与跨文化领域的相关知
识和技能。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成为通晓网络新媒介的
传播特点和社会影响、善于把握信息社会的文化机遇、融批判
性思维于创新性实践，拥有扎实的传播技能、广阔的文化视
野、敏锐的问题意识、深远的社会责任感的实践者、革新者和
领军人。
本专业所有专任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教师专业研究领域
涵盖广泛，包括新闻史论、传媒业务实践、传播学理论、媒介
研究、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广告与公共关系等。

表述中国：《人民文学》外文版跨文化传播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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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德智体合
格，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取得相应的学分，完成专业实
习，并如期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其他形式毕业作品，经所在
学院全面考核鉴定达到我校学生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并授予文
学学士学位。

⊙培养特色
本专业课程主要围绕专业知识体系而开展结构部署。在课
程设置上坚持平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权重、本科与研究生
教育的衔接、学术素养与实践能力的转化、核心知识与前沿性
知识的结合、国内教育与国际交流相互促进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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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必修课程包括：质化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媒介

人文心声合唱团亮相第十六届海淀文化季开幕式

研究；融合新闻学、数字新闻理论与实践、网络文化与传播、
文化研究、新媒体与流行文化、信息社会理论、公共演讲、社
会学概论、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新媒体体技
术与社会变迁、视觉传播、新媒体与危机传播、专业英语、非
虚构写作、网络直播与视频制作、文化与媒介研究等。
学院教学设施完备，拥有平面排版与创意设计实验室、融
媒体实验室以及慕课制作中心等专业实践平台。

⊙学生发展
我们培养的人才拥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功底，能够对
不断变化的全球传播现象和需求进行有创见的分析和有成效的
应对，能够站在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实践前沿，善讲中国故
事并且能够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日益紧密的全球合作和日益

人文师生参与国庆70周年庆祝大会
群众游行“圆梦奥运”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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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史、文字学。为我国语言学科的第一位女博士，第十届、第
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论文有：《汉语中古
音系与日语吴音、汉语音系比较》、《计算机与中国古籍整
理》、《会意汉字内部结构的复合程序》、《汉字研究与对
外汉语教学》、《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成分》等。专著有
《说文会意字研究》。参与编写《汉语大字典》、《中华小
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卷》、《古代汉语词典》等。

学部承办2018年北京市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决赛，参赛队伍荣获一等奖

联系我们
学生工作办公室010-8230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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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诚，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
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文献语言
学》主编。受聘为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文
化建设促进会理事、人社部国家职业汉语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以及《中国语言学》、《励耘语言
学刊》、《语言研究》编委等。曾获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
语言学奖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一等奖等多项科研奖项。

程娟，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汉语

renwenxueban@blcu.edu.cn

词汇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北语人文之声微信公众号（blcurenwen）、

学部主任。在《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古汉语
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词汇专题

抖音号（blcurenwen）、北语人文团学公众号、北语人文之声

研究》，主编或参编7部。2004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

微信视频号。

2008年获北京市首都劳动奖章；2008年“对外汉语专业建
设”获北京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2011年获北京市教
学名师称号；是“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国家级教学
团队和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的负责人。

（学部 “北语人文之声”微信公众号）
2018年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人文知识竞赛我学
部代表队获一等奖（第二名）的好成绩
（学部抖音号）

梁晓声，当代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
协委员。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4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
习，1977年毕业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1988年调入中
国儿童电影制片厂。2002年调入北京语言大学。主要作
品：长篇小说《雪城》《浮城》《泯灭》《黄卡》《红晕》
《年轮》《知青》《人世间》等，是当代知青小说和现实主
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19年梁晓声老师的《人世间》获第
十届茅盾文学奖。
张黎，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
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教育研究所所长，商务汉语研究
所所长，中国市场学会营销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曾赴俄罗
斯、美国、韩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任教或作学术访
问。独著、主编或参编学术专著、教材和工具书二十余部，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2018年度盛典暨颁奖晚会

发表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企业管理论文四十多篇，社会经
（学部哔哩哔哩号）

（学部微信视频号）

济评论四十余篇。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商务汉语及其
教学，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市场营销管理。
石定果，汉语言文字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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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日本关西大学从事教学科研与客座研究工作。主要从事
日本中国学及中日文化学术关系的跨文化研究，专著有《内藤
湖南研究》《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梅
樱短笺》《书声迢递》《内藤湖南汉诗酬唱墨迹辑释》（与陶
德民合著，第一作者）等，学术翻译有吉田干之助《长安之

为西方古典文学研究、经典文学与阐释、跨文化戏剧研究、
德国文化社会思想研究等。著有专著《女性与爱欲：古希腊
与世界》《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与比较》《西美尔与现
代性》以及论文多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古希腊悲剧在近
现代中国的跨文化戏剧实践研究”等。

春》、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桑原隲藏《东洋史说

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文化伦理
研究，兼事文学创作和翻译，主要学术著作有《历史想象的
现实诉求》《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中西文
学伦理之辩》等，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小说、随笔、诗
歌三百余篇，共计600余万字。个人微信公号“伴海耕读”持
续更新中。

苑》、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下及《中国访书记》等著作。
另在学术杂志及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百余篇。另有《中
外文化交流史》课程入选全国网络教学精品课程。
徐朝东，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音韵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
会会员、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员，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
事。主要专长与兴趣：汉语言语音史，汉语方言史，敦煌文
献整理与研究。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多项
国家社科项目或省部级项目，目前在研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攻关项目。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

%&

施家炜，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人文社会
科学学部副主任、汉语教育学院院长，全国高校汉语国际教
育本科专业负责人联席会秘书处秘书长。北京市优秀教师、
首届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获得
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第二语言习得与语言教学、国际汉
语教师发展，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译著或
编著6部、国际汉语教材2套。

李玲，女，福建周宁人。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
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老舍研究常务副会长、中
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学士
（1985）、文学硕士（1994），苏州大学文学博士
（1997），南京大学博士后（2002），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2009-2010）。在《文学评论》《南京大学学报》《文
史哲》《南开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刊物
发表论文80余篇，学术代表专著《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
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书生邓拓》（福建教
育出版社2015年），并有合著、编著多部。
曾获1999－2000年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2001年）、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2003年）、第二届
中国妇女研究奖（2009年）、北京市优秀教师奖（2013
年）等。曾在“百家讲坛”栏目做《想象女性－－男权视角下
的女性形象》和《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两场学术讲座，在
中国教育电视台做学术讲座《冰心与中国现代文化》，完成
中国大学精品视频公开课《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专题》（共
8讲）。

刘宗迪，博士，先后就读于南京大学气象系、四川师范
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
族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任职，现为北京语
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讲授课程包括神话学、民俗文化史、
《山海经》和《楚辞》导读等，主要从事神话学、先秦文
献、上古史、民俗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近期致力于《山海
经》与中国上古历史、地理、宗教重建的研究。其关于《山
海经》和古代神话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著有
《古典的草根》(三联书店，2010)、《七夕》(三联书店，
2013)、《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商务印
书馆，2016)等著作，在《读书》、《文史哲》、《民俗研
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韩德民，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1996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博士学位，出版有
《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中国文化经典全注新译精讲丛
书•荀子》《孝亲的情怀》《美学建构与中国文化精神的现
代诠释》《中国视角：当代经验与古典观念之间》等著作。

贾烈英，男，法学博士，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学部副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北京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研究基
地学术委员。两次入选北京市培养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
人工程”；2012年获得“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称号；2018年
获得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当前的研究领域有国际组织、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成果包括《新时代的全球格局与人类命
运》、《构建和平-从欧洲协调到联合国》、《中国文化常
识》（与许树安合著）。撰写国际关系和思想政治理论相关
论文数十篇，发表在《国际政治科学》、《国际政治研
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等刊物上。

云国强，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
会科学学部副主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在北语任职期间，
先后主持和参与北京社科项目、教育部课题、校级课题、梧
桐平台计划等项目共计9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各类（中英
文）论文40余篇。云国强教授先后主持北京市教改项目1
项，北语教改（重大）项目2项，以及教学委托项目多项。
2018年获北语中青年学者计划支持，重点开展新闻传播学
科团队建设；2019年所在学科团队获得“隽才计划”支持。在

钱婉约，女，文学博士、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院长。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研究
会副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日本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文学部、澳门理工

教学研究之外，还积极参与各类社会服务，担任文化部、中
陈戎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
导，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1999年获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
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2004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曾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称号。主要研究方向

央网信办等机构文化项目专家，在北京大学公共治理研究所
等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路文彬，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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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窦雨佳，07年毕业于汉语

毛羽，男，中国共产党
党员，曾任广电总局电影局
巡视员、副局长、分党组副
书记。现任广电总局电视剧
司司长。2017年9月，当选

王文胜，对外汉语专业86

储丹丹，对外汉语专业99

言文学专业，历任《中国体育

级校友，杭州师范大学国际教

级校友，商务印书馆副编审，

报》记者、总编室副主任、国

育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

中国出版集团2015年度“青年

家体育总局政府网站编辑部主

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创新奖章”获得者。现任《汉语

任等职。出任北京人民艺术剧

浙江省语言学会理事，曾获浙

世界》杂志主编、副社长，中

院演出策划。创办《田径大本

江省普通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三

直机关第五届青联委员，国家

营》微信公众号，成为奥运会

等奖。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7年课题

史上首个注册自媒体记者，四

项目负责人。

年多来已采访报道了80多场世

为中国视协第六届副主席。

界级田径比赛。

对外汉语专业83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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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革，1984年考入北
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
学）外语系（英文专业），
1985年转入中国语言文学系
（对外汉语专业），1989年
毕业。现任空中客车中国公司
总裁办主任，主要负责协助公
司管理层制订并执行公司发展
战略，同时负责公司日常行政
管理工作。之前曾在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担任教师，在新华通
讯社（总社）国际部担任编
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记
者等。

刘长征，对外汉语专业87
级校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研
究领域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学理
论、教学模式和教学法。出版多
部教学研究专著和汉语教材，参
与研制《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
纲》。

王文芝，2001年毕业于对
外汉语专业，同年进入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英语环球广播中心。
2013年调入人力资源管理中心
外籍工作人员管理处，任副处长
至今。2015年评为主任编辑。
参与北京2008奥运会、博鳌亚
洲论坛、新中国成立60周年、
西藏成立40周年等重大宣传报
道活动；完成亚洲4家整频率落
地项目的开播，4家节目制作室
验收，参加了韩国仁川49届亚
广联会议。

周鹏，对外汉语专业2000

汉语专业，后加入中国外交

胡王云，北京语言大学讲
师。2011年毕业于北京语言大
学，20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获博士学位和优秀毕业论文，著
有《国际联盟》、编有《国际联
盟与联合国大事记》，曾在《中
国国际战略评论》中英文版等刊
物上发表论文数篇。曾参与“十
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多个项
目。现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全球气候治理关键问题研究”项
目组成员。

赵坤，2003年毕业于对外

刘威，对外汉语专业86
级校友，现在美国密西根大学
任教，中国研究中心联合教
授，曾任亚洲语言文化系中文
部主任。

级校友，清华大学外文系长聘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儿童认
知实验室主任。研究领域包括
儿童语言发展、发展性语言障
碍、自闭症儿童语言和认知能
力的发展、儿童句子加工、实
验语言学等。

曹文，对外汉语专业86级
校友，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
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校学术
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语
言科学院院长；中国语言学会
语音学分会理事，中国声学学
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
会委员。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史中琦，对外汉语专业98
级校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
育学博士，现为哥伦比亚大学
东亚语言文化系高级讲师，中
文部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
目标动机理论、商务汉语、教
育技术应用等，主编出版多部
汉语教材。

部，先后在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馆、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工作，
并在外交部多个司局工作任
职。2014年加入百度，2016年
起兼任百度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2017年加入鑫苑置业（中

安康，2007级国际政治专
业校友。在校期间担任模拟联
合国协会主席。2011年毕业后
进入外交部，目前在外交部国
际司工作，负责联合国相关事
务。

国）有限公司，出任科技集团
副总裁。

程苏东，男，博士，07级
文学本科。现任北京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在海内外
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霍英东青年
教师基金项目，曾获首届教育
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2010）、北京市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2012）、入选中组
部第四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人才（2019）。

韩晓萌，2008年起就读于
新闻学院，本科期间多次获评
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2012
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传播
学专业。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教
育报刊社，担任编辑职位。参
与上海教育综合改革、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迎接十
九大，教育看变化”等主题采
访，曾获全国教育好新闻一等
奖。希望未来深耕教育领域，
成为专家型记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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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类

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类分流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数字媒体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
与技术实验班），毕业学士学位为工学。

728**3)*+)9(+*%'$&-*()72-"(2"

我院同时拥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权、语言智能与技术二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
招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硕士、博士，课程与教学论
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院拥有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完整的学
科体系，横跨工学、文学、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

学院介绍
信息科学学院依托北京语言大学文理融通、中外融合的
国际化特色，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外语能力强，熟悉人工智
能与大数据，特别是具有信息处理基本素养的通用人才。
49

我院现有教职工43名，其中教授11名，副教授20名。35
划2022年开始招生）。目前，学院正在大类招生培养基础上，
积极探索学院内“完全学分制”的灵活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在校本科生693名，硕士研究生120名，博士生26名。

学院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注重夯实计算机专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多数教师是从国内外
引进，他们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水平高。近年
来，我院先后承担了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教育部重大专项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在

余篇被国际三大检索收录。科研成果曾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

展的重大战略和全球人才市场的需求。

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科研奖励。拥

信息科学学院成立于2000年，前身是1987年成立的“语
言信息处理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中国第一批以“中文信息处

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理”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所之一。学院现下设计算机、信息

⊙培养特色

管理、数字媒体三个教学系，以及语言信息处理、语言智能

学生成长成才，确定了符合我院自身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了大一有课程实践种子计划，大二有学科创新创业项目，大三有

究所。教育部与我校共建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

校企合作实践，大四有毕业设计，大学四年有学科竞赛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学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院成立

我院多数教师具有博士学位，是一支有爱心、责任心

习的积极性。
本科四个专业方向，总体上在计算机科学的基础上，突出英语能力的培养和语言信息处理的学科特色，核心课程见下表。

专业名称

强、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水平高的师资队伍。近年来，我院
先后承担了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多项科研项目。在国内外知名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
科研论文。科研成果曾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多项科研奖励。拥有多项国家发明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利。我院实验室2007年被授予“北京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

心建设单位”。
点（双万计划）”，2021年，获批“人工智能”本科专业（计

计算机类通识课
高等数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应用、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计算
机网络、软件工程、汇编语言、编译原理
管理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

离散数学

设计、计算机网络，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信息技术导论

信息资源组织与管理、管理统计学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文献检索与科技写作
（语言智能与技术实验班）

专业方向课
网页设计、Web应用开发、计算机网络工
程、计算机安全、算法导论、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人工智能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语言程序设计

信息科学学院下属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
每年与商务印书馆、人民网等联合主办的“汉语盘点”

专业课
电路分析基础、数字逻辑、数据库原理与

线性代数

信息技术实践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2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我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法国南巴黎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
每年在信息科学学院开展专业实习

信息科学学院多年来形成“立德守信，文理融通，知行合一，打造精品”的育人理念。学院高度重视学生专业发展，积极推动

学习、语言大数据与知识工程、语言监测与社会计算四个研

院，与信息科学学院共同建设。

&!

国内外知名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百篇科研论文，其中百

业本色，突出语言智能的特色。培养的人才能够满足国家发

体中心挂靠在我院，2019年成立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研究

信科学子担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大型活动志愿者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数据结构

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图形学、数字图像
处理、计算机动画原理与技术、智能交互
媒体开发、游戏软件设计与开发
语言学基础、计算语言学、编译原理、数
据库原理与应用、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
系统、算法导论、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
理、人工智能

会计学、经济学、金融学、机器学习、ERP
原理与应用、电子商务、商业智能、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文本内容计
算、数据可视化、Web应用开发、项目管理
网页设计、Web应用开发、计算机网络工
程、计算机安全、算法导论、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人工智能
网页设计、Web应用开发、计算机网络工
程、计算机安全、算法导论、机器学习、自
然语言处理、数字信号处理、大数据技术与
应用、人工智能

!"#$#%&'()%&*)&"')%+',*-.*/"'0%#1"/2#.3'4+5#22#6%'!/678*/"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我院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多学科相互交融、文理融通的

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

风采展示

特点，有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培养的人才符合
市场需求，具有不可替代性，核心竞争力强，有可持续发展性。

心主任，《中文信息学报》副主编。研究方向为语言资源
建设、语言信息处理、语言监测。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教授风采

我院实验室2007年被授予“北京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实验教

金、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语委重点等项目，参与国家语委
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编写。主讲《文本

学示范中心”，2012年被评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

内容计算》《语料库语言学》课程，曾获得省部级科技进

位”。拥有多台高性能服务器，有400多套设备供课程教学、学

步一等奖一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

生课下自由实验，以及创新创业实践项目使用。原则上每一位
研究生在实验室都有独立的工位和计算机。

⊙学生发展

刘贵龙，男，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高

我院长期与英国亨利商学院、荷兰莱顿大学合作，每年免

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

试推荐一定比例本科毕业生到英国、荷兰攻读硕士学位。我院

书长。主要从事计算智能、粗集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已主

还与美国俄勒冈大学、莫瑞州立大学，英国伯明翰大学、纽卡

持完成两项教育部科学技术重点项目及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智能、数据挖掘及粗集理论。发表学术

斯尔大学、雷丁大学，澳大利亚科廷科技大学、斯威本科技大

论文60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在国际SCI收录的杂志论文20多

学，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芬兰于韦斯屈莱应用科技大

篇，发表被EI收录的国际杂志论文与国际会议论文10多篇。

学，香港教育学院和台湾东海大学等国（境）内外多所著名高校
签订协议，每年选送一定比例优秀在校学生，免学费交流学习。
毕业生升学率50%左右，深造的学校包括英国牛津大学、
帝国理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华威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佐治亚理工大学、达特茅斯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

宋柔，教授，计算机应用和应用语言学博士生导师，
曾主持2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在人工智能程序设计

邵艳秋，女，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

语言和自然语言处理的多个领域取得成果，发表百余篇论

师。研究方向为自然语言处理。2006年博士毕业于哈尔

文，开发多种软件，培养十余名博士和多名硕士，获省部

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
2009年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级科技进步奖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近年来，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

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清华、北大、人大、北航、北理工、

金、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重点项目等课题。2014

北邮、浙大、中科院、中财、中科院、中传媒、北师大，香港

年入选北京语言大学中青年骨干基金支持计划。曾获黑龙

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境）内外知名高校

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北

攻读硕士研究生。

张劲松，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

我院就业率多年来保持在95%以上，毕业生因学科交叉、

合作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

复合型培养模式受益，深受用人单位欢迎。据第三方独立调查

京语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科研专门委员会主任，信息学

统计显示，近年来我院本科毕业生的平均月工资，位列全校各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本国际电气

学院第一。

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日本情报通信机构等教学科研院所。主

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优秀博士后一等奖等奖项。在国
内外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

要从事语音技术及智能语音教学技术等方向研究，主持和参与

我院高度重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造浓厚的学术氛

了包括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

围。学院采用各种激励措施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各类学科竞

及日本总务省支持的多项科研项目。在国际、国内发表学术论

赛。学生每年申报并通过国家级、北京市级、校级学科项目逾
荀恩东，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40组，每年受项目支持的本科学生人数超过学院总人数的1/4。

京语言大学信息科学学院院长，语言智能研究院院长，语

文200余篇，其中SCI/SSCI/CSSCI/EI/CPCI收录八十余篇，
申请/获得国外内国内科技发明专利十余项，多次获得国内外
最佳论文奖。

言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
徐燕，博士，200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

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特聘研究
员,

机科学系，获计算机软件与理论博士学位；2005年至

BCC语料库研发者。主要从事语言智能理论研究和应

2008年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方

用开发。近年来，专注汉语句法语义分析及应用。主持多

向为信息检索、虚拟现实、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教育技

项科技支撑项目、国家863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术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艺术基金、教育

和社科基金项目，承担多项部委和公司合作的项目。多家

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北京市自然基金等项目的研究

学术刊物、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评审人。

工作。在计算机学报、软件学报、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上均
以第一作者发表过文章。发表论文60余篇，获得发明专
利1项。

学院学生科研成果参加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

杨尔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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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凡，信息科学学院
2005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
科，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硕士。现任新华社技术
局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曾派
驻欧洲四年，借调至中组部、
中纪委工作，具有扎实技术素
养和丰富管理经验。曾获第六
届中国王选新闻科学技术奖二
等奖。

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理事、青少年信息与智
能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国赛
组委员会秘书长；曾获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高等院校优秀
专业课主讲教师，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师德先锋、教学
标兵等称号，研究方向为信息系统与知识工程、智能决策
等；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EI/CPCI检索20多篇；主编
&$

机科学硕士、博士。现任墨尔
本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系高
级讲师（终身教职）。曾获澳
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科研项目2
项，在中国计算机协会A类期刊
发表论文30余篇，Google学术
于字节跳动等企业。

2008年起工作于信息科学学院数字媒体系。讲授课程有数
字图像处理、数字视频处理和模式识别。研究方向包括模式
识别、计算机视觉和人机交互等。指导硕士生已毕业4人，

王琳琳，信息科学学院

在读3人；博士生已毕业1人，在读3人。曾在南京大学、香

2010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

港大学、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科研工

科，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

作。曾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

术硕士、博士。现任剑桥大学

基金项目三项、国家973计划项目两项。发表多篇SCI和EI论

机器智能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文。

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担任
多个国际期刊和会议审稿人。

信息化类教材10多本，其中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1本、教育
部文科教指分委立项教材7本。

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计算

引用1000余次，科研成果应用

张习文，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吉梅，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

戚建中，信息科学学院
2012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

杨镭，信息科学学院2013
届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本科毕业
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 )专业硕士毕业。现供
职于中国平安金融。
&%

校友风采
牛萌萌，信息科学学院
2004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本科毕业生。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教育专业硕士、蒙特雷国
际研究院翻译专业硕士。曾就
职于Adobe，现在谷歌
（Google）就职，担任项目经
理，负责Google Translate产品
的神经网络翻译系统相关工
作。

刘潇然，信息科学学院

张依宁，信息科学学院

2010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

2013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业本科，荷兰莱顿大学信息科

本科毕业生。毕业后被英国牛

技硕士。曾任职于丹麦诺和诺

津大学计算机系录取，牛津大

德总部，担任CTO

学毕业后至今，供职于英国电

of

VP的Chief

Staﬀ。现任苹果（Apple）

信（BT），现任部门主管。

公司（新加坡）大客户经理。

徐娟，女，工学博士，1997年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
担任信息科学学院语言智能与技术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从事
计算机辅助对外汉语课堂教学、网络汉语教学、汉语教学信
息化的研究与应用等。作为项目负责人已完成国家社科基
金、国家汉办、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13项研究课题，发表有关数字化对外汉

李澳，信息科学学院2004
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
科，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美的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

语教学研究的论文40余篇，同时担任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副

司董事、总经理，美的资本执

会长兼北京秘书处秘书长。

行委员会成员。负责智慧家居
生态，AIoT、半导体等新技术
应用领域的决策与管理。

李伟，信息科学学院2011
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
2014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

刘晓琳，信息科学学院

（保送），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2014届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本科

院语音信号处理博士。曾在微

毕业生。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软亚洲研究院、新加坡通信研

（CMU）娱乐技术中心（En-

究院、阿里巴巴达摩院任职。

ter t ainm ent

现任字节跳动AI

Center）硕士毕业。现就职于

Lab高级研究

Tech nolog y

员，负责口语测评研发和落

美国Hype

地，以及海外新加坡分部管

美术（Technical Artist）。

理，专注基于深度学习的发音
检错研究。

VR公司，担任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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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位教师有博士后工作经历。金融系专业教师教学
科研能力强，在国际国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和参
与教学科研项目多项。

商学院

本专业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本专业获批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培养特色
本专业注重对学生英语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培养，利用国

728**3)*+)):01-("11

外原版教材及双语教学模式传授专业知识，致力于培养用英
语进行业务交流的复合型金融专门人才。
本专业开设的主要课程包括：微积分、政治经济学、微

⊙办学特色

学院介绍
商学院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多元文化

&&

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会计学、线性代数、金融学、财务
公司金融、统计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风险管理、

——各专业双语教学专业课程占比70%以上

计量经济学、投资学、商业银行模拟实验课和金融实验课。

◆强化贯通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

验室，可容纳100余个终端，内置金融模拟操作系统和商业

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用双语讲授专业课为

——国际通用惯例与中国特色实践紧密贯通

银行模拟操作系统。本专业依托该实验室已为学生开设“金

教学特色，现已发展成为兼具金融、经济、国际经济与贸易、

——经济、管理、语言、信息科学深度融合

融实验课”和“商业银行模拟实验课”两门专业课程。

会计、财务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多学科、兼收中外学生同堂

◆注重实践教学，培养应用型人才

上课、兼顾国际惯例和国情特色的院级教学独立单位。

——专业课注重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经济系，同时设有区域经济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MPAcc中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并培养实际操作能力

经济学（经济金融统计与分析
⊙专业概况

心、MF中心以及商务培训中心，拥有多媒体金融实验室、

⊙师资优势

ERP实验室、智能财经实验室和国际贸易实验室。学院招收金

◆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教师职称、专业和年龄结构合理

融学、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财务管理和人力资

◆均具有硕士、博士学历，教师博士化率达到91%

源管理专业本科生及国际政治专业（国际经济方向）、计算机

◆多数教师具有海外留学或教学经历，能用英语教授专业课

应用技术专业（智能金融与数据分析方向、智能财务与数据分

◆ 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业界名家来院讲学

本方法，熟悉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实践，特别是宏观经济核

◆ 大力聘请学有所成的海外归国人士来我院执教

算、统计和计量分析技能，又具有坚实外语、计算机水平和

析方向、区块链与金融科技方向）硕士研究生、会计硕士和金
融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目前，本科生在校生人数784人，研
究生在校生人数191人。

本专业以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多元文化
背景为依托，重视统计学与金融学的学科交叉，实施经济金
融、统计与外语专业“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培养既具有扎
实的经济学类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现代经济学基

国际视野，能在国际组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金融机

金融学
⊙专业概况

济统计与分析软件，本专业依托该实验室为学生开设“统计
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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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概况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于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文理
兼收。自2008年起招收外国留学生，实行全英文/双语授课。
本专业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依托学校语言文化环

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教学和科研团队的博士化率为100%，学缘结构

合理，在年龄构成上以中青年为主。科研上，近年来主要围

合理，在年龄构成上以中青年为主，所有教师均可熟练使用
双语讲授专业课程。近年来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对外直接

发展”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为社会发展培

发表和专著出版。

金融系现有专业教师中，中青年教师博士化率达

本专业拥有集演示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于一体的经济金
融统计与分析实验室，可容纳100余个终端，配备有计量经

本专业教学和科研团队的博士化率为100%，学缘结构

济学、对外直接投资等现实问题，完成多项课题研究、论文

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专门人才。

经济学，经济法、经济思想史、当代中国经济等。

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绕国民经济统计与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一带一路”区域经

水平，能在银行、证券、基金、信托、期货和保险等金融机

学、政府财政统计学、广义政府会计学、产业经济学、区域

构从事统计调查、经济金融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工作的国

本专业以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多元文化

融学理论基础、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良好的外语和计算机

计、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金融会计、财政

境，着力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际、协调发展”

背景为依托，以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际、协调
养既具有开放、包容、创新的思维与能力，又具有扎实的金

析、国民经济核算、宏观经济分析，金融学、货币与金融统

本专业拥有集演示性、实践性和创造性于一体的金融实

背景，以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际、协调发展”的

学院下设金融系、会计系、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管理系、

开设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统
计学、应用多元统计分析、计量经济学、应用时间序列分

分析、概率与数理统计、国际金融、财政学、金融市场学、

◆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国际化人才
——本科阶段参加英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

实际应用能力较强的复合型经济学专门人才。

本专业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培养特色
本专业注重对学生专业知识和外语能力的培养，强化专

投资、区域经济、精准扶贫等现实问题，完成多项课题研
究、论文发表和专著出版。
本专业归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培养特色

业基础训练，重视通识教育和中国国情教育；面向社会需

本专业实行中外学生同堂、小班授课；强化专业基础训

求，注重学科交叉和英语学习，致力于培养专业基础扎实、

练，重视通识教育和中国国情教育；面向社会需求，注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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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交叉和英语学习；强调实践教学，重视学习能力和创新能

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会计学原理、中

级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资产评估、金融学、公司治

力培养。

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财务分析、成本会计、管理会

理、战略管理，创业学等。

开设课程：经济学、会计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

计、财务管理学、审计学等。

本专业拥有ERP实验室、智能财经实验室和万德金融数

⊙国际交流

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中国对外贸易、国际金

本专业还有ERP实验室、智能财经实验室和万得金融数

据库，为学生提供实验操作平台；与国内知名的投资顾问公

依托北京语言大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国际化环境，

融、国际商法、跨国公司、国际贸易模拟实验、市场营销

据库，为学生实验操作提供最新软件和平台。此外，本专业

司、大数据分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实习

学院与国外著名高等学府的商学院开展了多项国际学生

学、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国际商务谈判、国际文化贸易

还与国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投资顾问公司、大数据分析公

基地，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习场所和就业机会。

交换学习项目，为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等。

司等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习

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近年，根据我校与国外大学的

场所和就业机会。

校际交流协议，我院可选派优秀学生去以下学校交流学

本专业设有国际贸易实验室，能够满足学生合同订立、

习。

单据制作、国际结算等贸易实践模拟要求。

会计学
⊙专业概况
本专业以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为依托，
以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际、协调发展”的国
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接轨国际、立足
57

学生发展

本土”为办学宗旨，以“国际准则”+ “双语教学”＋“信息技
术”为教学模式。
本专业培养的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良好的
会计学理论基础，具有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具备较
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能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
会计师事务所、涉外企业从事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工作
的高级财会人才。
本专业拥有一支责任心强、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
富的教师队伍，所有教师均为来自国外或国内知名院校的
博士，大部分具有高级职称。
本专业属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合作交流学校

财务管理

英国摄政大学
英国伯明翰大学

⊙专业概况

英国赫尔大学

本专业以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多元文
化背景为依托，以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

学生文化节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

人力资源管理

识和创新精神，适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具有人文精神和
科学素养， 掌握现代经济管理活动的基本原理、普遍规
律、一般方 法和技术，具备会计、财务管理、投资、金

⊙专业概况

融、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够在企事业单位、行政
单位等机构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
本专业属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培养特色

际、协调发展”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以“接轨国际，立足本土”为办学宗旨，实施“双语教学”＋

本专业实施“双语教学”+“案例教学与讨论”+“模拟与实

“国际实践”等先进的教学模式，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创新精神，适应国家

识、团队精神和沟通技能的复合型、应用型财务管理人才。

经济建设需要，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掌握现代经济

开设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统

管理理论及管理办法，具有国际视野、本土情怀、创新意

计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市

会计作为商业通用语言，国际化、信息化已成为专业发

场营销学、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理论、高

识、团队精神和沟通技能，能够在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
等机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专门人才。
本专业属工商管理一级学科，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展的必然趋势。为培养成高级复合型专业人才，本专业学生

⊙培养特色

在本科四年教育中须完成“专业+外语+信息技术”的系统训练。

本专业在人才培养中注重突出学院“专业＋外语”的办学

开设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

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大学

⊙学生获奖
近年来，学院“专业+英语”特色办学成效显著，学院学
生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数学
建模竞赛、商务谈判大赛等国内外比赛中屡获奖项。

学院部分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情况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英语辩论赛
北京市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
CIMA全球商业精英挑战赛

课堂教学效果、强化创新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基于企业调查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会计
学、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财务管理学、
市场营销学、运营管理、创业学、公司治理、劳动关系与劳

职场体验日-中信建投专场

美国韦伯斯特大学

特色，同时注重实践教学。除案例教学外，本专业坚持改进
理解企业实践，完善理论知识结构，训练学生发现问题、研

师生参与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圆梦奥运”方阵游行

美国莫瑞州立大学

本专业以北京语言大学得天独厚的语言环境和多元文
化背景为依托，以培养“专业领先、外语突出、面向国

践”的教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本土情怀、创新意

⊙培养特色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

际、协调发展”的国际化、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北京市大学生数学竞赛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工法、绩效与薪酬管理、应用统计学、微积分、概率论与数

未来国际商务（英语）谈判精英赛

理统计、线性代数、组织设计与工作分析、员工招聘与开发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

等。

58

!"#$#%&'()%&*)&"')%+',*-.*/"'0%#1"/2#.3'4+5#22#6%'!/678*/"

⊙就业去向
学院始终将就业工作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紧密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结合。“专业+英语”的特色办学模式，一方面塑造了学生过
硬的专业素质，另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突出的英语能力，提
升了学院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优势。截至目前，学院共向社
会输送本科、硕士毕业生两千余人，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
95%。毕业生分别进入外交部、审计署、新华社等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花旗银

刘百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会计、

行等金融机构，瑞士再保险公司、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和公司理财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近几年，出版《内部

等知名外企以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五矿公司等国有

控制》专著一本，完成省部级课题8项，并获省部级以上二

大中型企业。此外，部分同学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

杜金富，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院长，经济研究院院长，

等奖两项。并在《财务与会计》、《统计与决策》、《经济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山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央

大学等高校硕士研究生，部分同学凭借优异的GMAT、

纪委驻银监会纪检组原组长。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GRE成绩分别被美国杜克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帝国理工学院、澳
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等知名院校录取。
59

师》、《现代财经》等杂志发表论文50余篇。

王岚，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间关系、协作创新和供应链金
融。在《Asia Paciﬁc Journal of Management》（SSCI检
索）、等核心期刊发表文章3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7项科研项目， 2013年入选北
京市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兼任澳门城市大学商学院MBA
论文指导教师。

目《政府资产负债测度核算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主编
《金融市场学》等教材十余部，其中《货币与金融统计学》
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金融市场学》为名家经典教
材，出版《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等著作六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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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50余篇。

巩少伟，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省级教学名师。主要
研究领域为市场营销管理及文化产业，出版学术专著5部，
主编《市场营销学》等相关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
15项，在《人民日报》等学术期刊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
曾获省政府哲学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在教学领
域所主持的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市场营销学》，目前已被
学习强国平台收录。社会兼职：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宋晓玲，博士，教授，商学院副院长，中国智能金融专

朱尔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
学里诺分校，研究方向为文化金融和区域经济。近年来先后
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SCI)、《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并
获《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完成科研项
目7项、专著4部、译著1部。现为中国经济学家学会
（CES）、美国经济学会（AEA）会员。

委会成员。研究方向为金融科技、可持续金融，近年来密切
我院学生在竞赛中获奖

⊙联系方式
商学院咨询电话：010-82303169
学院网站：http://bs.blcu.edu.cn/

学院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数字普惠金融、大数据与智能金融等交叉学科问题研
究。出版学术著作3部，在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科学》、《财经
问题研究》等境内外期刊和国际会议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近
50篇，其中SSCI、EI、CPCI-S/SSH收录10余篇，CSSCI收
录20余篇；荣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河南省
教育厅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8项科研成果奖；主持
“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河南省教育
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等多项课题，参与河南省政府决策
课题、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等多项课题。主要讲授投
资学、金融学、数据分析与建模等课程，着力探索金融学科
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科技与教学有机融合问题。

勾东宁，博士，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宏

张原，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劳

观经济、公司金融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管理世

动经济学、国际金融学，曾在《世界经济》、《金融研究》、

界》、《世界经济研究》、《统计与决策》、《中国金融》

《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

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

论文90多篇，出版专著6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

译著2部、教材1部，完成科研项目18项。

会科学基金等项目，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

!"#$#%&'()%&*)&"')%+',*-.*/"'0%#1"/2#.3'4+5#22#6%'!/678*/"

ˇ
ˇ
ˇ

北京语言大学报考指南

郑元，商学院2005届金

梁尘笑，商学院2016届

融学专业毕业生，2005年进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2019年

入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工作，

获得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硕士

现任香港工银亚洲私人银行

学位，现就职于Deloitte

部总经理。

Consulting LLP（德勤管理
咨询公司）阿姆斯特丹。

王博雅，商学院2016届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生，
免试攻读本校国际政治专业
(国际经济方向)硕士研究
生，现就职于华晨宝马汽车
有限公司。

张爱玲，经济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直接
投资方向的教学及科研工作。获评北京语言大学教学名师
（2018），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2009），担任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专家
委员会理事。

刁璐，商学院2017届金
融学专业毕业生。2020年获
得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
院硕士学位，现攻读中国人
民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

梁凤鑫，商学院2016届
会计学专业毕业生，免试攻
读本校商学院会计专业硕士
研究生，现就职于宝马汽车
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经济

王鹤霖，商学院2019届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
生，现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研究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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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花，管理学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财务会计和财
务管理。近年来先后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Taxation”、“金融发展研究”等国内外期刊上发
表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2项，出版学术著作1
部。

冯丛丛，商学院2008届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现就职
于外交部财务司。

邵震宇，商学院2006届
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现任安
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
司法证及诚信合规服务部业

王亢，商学院2011届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
现就职于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

务合伙人。

校友风采

高冲，商学院2010届金
融学专业毕业生。曾在普华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
所、毕马威咨询（中国）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现
就职于国家审计署投资司。

郭子萌，商学院2020届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毕业生，
现免试攻读浙江大学硕士研
究生。

童秋霞，商学院2018届
会计学专业毕业生。毕业后
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
生，现就职于联想（北京）
有限公司。

周婷，商学院2016届会
计学专业毕业生，免试攻读
本校商学院会计专业硕士研
究生，现就职于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委组织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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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

艺术学院

教学设施（实验室等）：学生专业绘画教室、专业写生
教室、临摹教室、多媒体教室、图书室
学生活动：名师进课堂、国际学生交流写生活动、博物
馆、美术馆参观考察、周末山水风景写生等。

教学科研力量：艺术学院绘画专业现有专任教师11
名，其中教授2名，副教授4名。聘请艺术界德高望重的艺
术家马振声先生、杨晓阳先生为我院名誉院长，张立辰先

);*33".")*+)<%&)

生、赵振川先生为我院的客座教授。绘画专业教学经验及教
学成果丰硕，艺术创作实践和科研成果突出。教师曾获北京
语言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发表学术著作12部，学术论文
71篇，承担科研项目18项，其中省部级项目4项。
学科优势：绘画专业现有本科、硕士学位（艺术专业硕
士学位、艺术学理论学术硕士），形成了从实践到理论多层

学院介绍
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成立于2014年，前身为北京语言
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学院以“传承、传播、交流、创新、发
63

展”为宗旨，致力于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和国际化人才培养工
作。是一个国际化鲜明、教学成效突出、对外交流频繁的艺术
教学研究型学院。
艺术学院目前设有绘画、书法和音乐三个专业方向，面向
国内外招收中外本科学生。2018年学院获批教育部艺术专业
硕士学位点授权，并于2019年招收首届中外硕士研究生。学
院承担全校中外学生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艺术研究、国际艺
术交流与中外学生艺术教育等任务。下设蒋兆和艺术研究中
心、中国工笔画研究创作中心、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等机构。

次的人才培养结构。有近二十年本科教学经验和十几年研究
生教学经验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教学成果，在中国工笔人物

⊙师资力量

画创作方面尤为突出。艺术学院绘画专业学生多次入选国家

艺术学院师资力量雄厚，艺术学院现有教职工19

级专业展览，获得金奖、铜奖、优秀作品奖。
一级学科：美术学

人，其中教授3名，副教授5名。近年来艺术学院教师认

⊙培养特色

两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全面、系统的书画基本功和中国

并出版艺术相关著作十几部，其中《造型语言基础》列为

美术基本理论知识、较熟练地掌握中国绘画的多种表现形

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类专业“十二五”规划教材。

式、表现语言，具备独立创作能力；具有较丰富的中国文化

我院教师有中央文史馆馆员一名，西泠印社社员一

素养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立足传统，有志于传承、传播、推

名，中国书法家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一名，中国美术家协

广中国文化、艺术。从事相关艺术专业工作，适应中外艺术

会会员两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两名。艺术学院还聘请
了著名画家刘文西、马振声，著名书法篆刻家欧阳中石。

副教授5名，聘请了国内外艺术界一批有名望的画家、书法

黄惇，歌唱家戴玉强、董华等为兼职教授并亲临指导教

家、音乐家兼任学院的客座教授。学院科研成果显著，承担了

学。

64

学位证书类别：美术学学士

真教学、开拓进取，承担了国家级项目十余个，其中承担

艺术学院师资实力雄厚，现有教职员工22名，其中教授5名，

名师进课堂

交流，适应海内外进行中国美术教育，美术机构及相关专业
方向的工作，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专业化、国际化复合型人
才。
绘画专业建设以“专业＋X”的艺术教育思想和观念，形
成专业课程优势和特色，确立“四横三纵”人才培养课程体

国家级艺术基金2项，科研项目十余个，在国内外多种艺术赛

系。培养具备“专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素养能力，具备

事中成绩优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了与艺术

国际视野下的多元文化融合的能力，具备“专业+外语”的国

相关的专著、教材十余部。

际交流能力，具备“专业+艺术素养”的融会贯通综合能力。
主要课程（专业必修课）

学院具有良好的国际艺术交流氛围，国际交流频繁。先后

绘画专业的课程结构为：基础专业+实践+专业理论+绘

与美国、日本、法国、韩国、乌拉圭、墨西哥、保加利亚、缅

画方向（三下、四上）+毕业创作的培养模式。

甸等国举办中外艺术交流展览、展演及学术互访活动。学院注

专业基础课：山水、花鸟、人物、绘画造型、构图、书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活动、赛事、艺术节中

法、篆刻、工笔重彩、水墨、壁画、重彩

学生已获得50余项荣誉，就业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毕业后

美术理论课：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艺术概论、书

可选择考研或出国，也可以进入学校、文艺团体、企事业等单
位。

国际学生交流写生活动

“博艺雅集”系列活动

论画论
特色类课程：美术专业英语

名师进课堂

书法学
北京语言大学于2010年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
2017年书法本科招生。目前已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博士
研究生以及留学生教学不同教学层次。本专业培养理论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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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兼具，书画印融通，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综合素质
强，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能在海内外进行中国书法
教育，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外艺术交流的复合型人才。

音乐学（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

教学科研力量和学科优势：专业教师都具博士学位，具
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书法专业以书法篆刻技法、书法史、书

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

论、中国画为基础，将书法篆刻创作、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

专业成立于2016年，于2017年开始招收民族器乐演奏和声

合，依托北京语言大学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
文艺学、专门史等学科背景，关注中国书法篆刻创作与研究
的学术前沿，为中国文化艺术的域外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一级学科：美术学
学位证书类别：美术学学士

乐方向本科生。
本专业旨在培养从事音乐国际传播与交流的全日制本科
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我国对外音乐传播事业和国

音乐季

际音乐文化交流迅速发展的需要，培养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
良好的品德修养，有扎实的人文基础与音乐表演能力,熟练

⊙培养特色

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并具有丰富的国际传播知识，能够独立

基础理论与创作能力兼具；书画印相互融通；具备宽阔

从事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有关的表演、教育、传播、创意工

的国际文化视野，综合素质强、传统文化和书法艺术实践全
面发展；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能在海内外进行中国
书法教育，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外艺术交流。
教学设施（实验室等）：专业书法教室、书画展厅
65

学生活动：文化考察活动、书法第二课堂

风采展示
教授风采

作的复合型音乐人才。
教学科研力量和学科优势：音乐专业现有专职教师7
名，长聘教师7名，均毕业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博士以
上学历占比38%，海外占比25%。依托学校办学优势突出

66

国际化艺术人才培养，强化专业与语言教学复合培养。
一级学科：音乐与舞蹈学（1302）
学位证书类别：艺术学学士

⊙培养特色
音乐专业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依托

⊙学生发展
升学深造
我院近五年毕业生分别升学至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

融合，外语课程设置贯穿本科四年，形成专业+外语的人才

术研究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

主要课程（专业必修课）
中国民族器乐演奏、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国音乐史、
外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

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毕业学生赴英国爱丁
堡大学、谢菲尔德大学、意大利罗马美术学院、法国巴黎
美术学院等国外学校。

业、音乐英语、中国音乐国际传播、音乐文化项目实践、跨文化

设计、艺术交流等方向工作。

学设施。现有专业教室，琴房等专用教学设施。
学生活动：自专业设立以来，逐渐积累形成了定期举办
的独具特色的学生专业活动。如音乐季、留学生音乐会、全
英文音乐实践汇报等。

主任；学校教学专门委员会委员；学校教师聘任与人才专门
委员会委员；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鲁迅美术学院
国画系教授。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等多家

我院近五年就业率总体保持在95%以上。其中30%
考研率，30%出国升造，40%左右从事美术教育、艺术

教学设施（实验室等）：现有专业教室，琴房等专用教

齐鸣，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笔画创作与研究中心

单位和机构收藏，各类报刊上共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

就业情况

式、钢琴、世界民族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音乐文化产

交流与传播、音乐教学法等课程。

书法第二课堂

留学生音乐会

学校国际化办学和语言教学的优势，着力推进专业与外语的

培养模式。

文化考察活动

师生论文入选2020ISME大会

⊙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
电话：010-82303219
邮箱：artblcu@163.com
网站：http://ysh.blcu.edu.cn/
微信公众号：blcuysxy201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朱天曙，北京语言大学书法学和文献学专业教授，艺术
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书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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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
长。曾获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啄木鸟年度奖、第三届中
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等，作品多次参加中国书协、中国
美术馆等主办的重要展览。

刘山花，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重彩画研究会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理事、青年
艺委会副主任，（全国）教育书画协会高等美术教育学会理
事，发表出版论著十余篇，作品多次入选专业性组织专题展
览并获奖。艺术创作不仅追求题材的时代性，更注重形式的

王艳莉，文学博士，博士后，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工支部书记。从事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相关教学与研究工
作。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专著1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王洪杰，任职于北京市
朝阳区文化馆，现为北京李
可染画院青年画院院聘画
家。2009年毕业于北京语言
大学艺术学院绘画专业，作
品曾在全国第七届工笔画大
展、第11届全国工笔画作品
展获奖，作品先后入选第11
届、12届全国美展，百家金
陵中国画展，北京国际美术
双年展等重要展览。其作
品、多篇论文发表于重要期
刊，出版有《当代中国工笔
画·人物》。

十余篇，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获多项艺术科研优
秀成果奖。

吕婷茹，中共党员，
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语

完美和绘画语言的内涵。

言大学艺术学院，在读期间
担任校艺术团舞蹈队队长，
任职于北京语言大学校团

尹成君，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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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曾赴美国中田纳西州立

师，北京语言大学学科建设专门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

大学孔子学院从事国画、中

蒋兆和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为多所高校特聘教授。

文等教学工作。毕业后就职

近年来出版著作多部，各级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主

于《中国美术报》社，现就

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项，北京市人文社会

职于中国美术报网任项目总

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项等。为国内外著名大学、美术馆等作

监。

讲座10余次。
张宇辉，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出版著作：《中国传统
王杨，艺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

绘画教程——工笔花鸟篇》《中国传统绘画教程——人物画

美协、北京美协会员，曾任艺术系教研室主任。附中、本科、研

篇》《柔道图谱》《唐代仕女画研究》，论文发表《丝绸之

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于人民日报、美术

路艺术考察课教学整合实践与分析》等。

观察等核心期刊。多次培训孔子学院外派中方校长、教师、志愿
者并参与编写教材。作品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李盎，中共党员，艺术
学院文艺学硕士中国书画方
向，大学期间担任学院学生
党支部书记，书画作品多次
参加书画界展览。现任北京
市密云区溪翁庄镇中心小学

校友风采

书法教师。
顾亚婷，2009年毕业于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艺术
系，2014年由日本美术院同

陈霞，艺术学院党总支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博

人清水逹三先生推荐,进入日

士，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理事，音

本美术院。2016年毕业于日

乐专业学科带头人，担任中国民族声乐本科教学。承担北京

本京都造形艺术大学大学院

市课题两项，在核心期刊发表10余篇文章，多次担任国内重

日本画专业取得博士学位，

大声乐比赛评委，指导学生参加国内竞赛并获奖。曾获“北
京市德育先进个人”称号。

2016年现为日本美术院研究
梁文斌，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副教授、硕导。艺术
学院书法教研室主任，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助理。
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奖获得者。中国书坛＂兰亭七子＂，
全国七十年代书家艺委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会员。2018年起任教于日本
京都造形艺术大学美術工芸
学科日本画研究室，现为非
常勤讲师。

张文娉，2017年硕士毕
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艺术学
院，在读期间多次参与境内
外艺术文化交流项目。2014
年，2017年分别荣获北京市
优秀毕业生、北京市基层工作
优秀毕业生。现自主创业，公
司服务于文化部、科技部等部
委及北京市部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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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国内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301医院）、北京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14家医
院，北京健翔学校、北京安华等24所特教学校，北京海淀
区政府、天津津南区政府、河西区政府、北京市东城区残

语言康复学院

联等政府部门，声望听力、东方启音、北京星星雨、西安
智慧岛等15个康复中心，为学生专业能力的实践深化和今

728**3))*+)
/$(.0$.")="8$>-3-&$&-*()9(1&-&0&"
学院介绍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成立于2016年6月，其基础
和前身为语言病理与脑科学研究所及语言障碍与脑科学实验

特殊教育（言语听觉科学）

室。目前下设语言病理与脑科学研究所、语言障碍与脑科学
MEG实验室、语言听力康复中心3个实体研究机构。
69

学院现有教职工13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
2人，临床治疗师3人。学院设有“特殊教育学（言语听觉科
学）”1个本科专业、“语言病理学”1个硕士专业以及“语言学
及应用语言学”1个博士专业，目前在读本科生65人，硕士生
40人，博士生10人。
学院目前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
般项目各1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项目1

!

语言听力康复中心

后临床实习项目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主要课程

⊙学生发展

语言导论、基础心理学、言语听力科学、特殊教育

学院与美国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沟通科学系开展2+2联合

学、循证科学基础、人体解剖生理学、沟通科学导论、语

培养项目，达到培养要求将同时授予中美两校的语言病理学

言治疗中的伦理学、人类发展、儿童语言习得、发展性语

专业硕士学位，并有机会考取美国言语听力学协会（ASHA）

言障碍、语言治疗方法学等。

认证的美国语言治疗师资质（CCC—SLP）。此外，学院与

教学设施

几所国际知名大学共同承担了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与荷兰乌

该专业依托语言病理与脑科学研究所以及语言障碍与

特勒支大学儿童发育中心合作的“早产儿的早期语言发展及干

脑科学MEG实验室（国内第一个儿童脑磁图实验室）开展

预”项目，已获欧盟资助 25 万欧元；与美国西北大学失语症

科研研究。同时，学院设有语言听力康复中心，用于支持

神经康复中心合作的“汉语语法失语症的诊断与神经康复”项

本学科的临床和实践教学。

目已获中美两校启动资助2.5万美元；与美国杜克大学生物遗

⊙专业概况

传工程实验室、德国 ANT公司合作的“自闭症障碍儿童的嗓音

特殊教育（言语听觉科学）是涉及语言学、心理学、

学习脑机制及其遗传基础研究”项目。

神经生理学、医学、教育学、工程学等多领域的综合性交

我院本科毕业生多数选择去国外或留在国内继续深造。

叉学科，具有临床科学性质。本专业旨在培养儿童语言障

截止到目前，我院已有多名学生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法国

碍脑机制、脑功能障碍的早期诊断、乃至康复干预技术相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美国北卡中央大

关领域的研究、康复和教育工作专门人才，是国内高校中

学、日本九州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录取，也有学生去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国内名校就读。目前，中国的言语

首个侧重培养语言治疗师的本科专业。

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学院与美国西北大学、美国杜克大

学生就读期间，将系统学习听力、言语产出和语言习

学、美国北卡中央大学、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荷兰乌特勒

得、理解和产生等相关理论知识，掌握各类听力语言相关

支大学、英国南安普大学、日本金泽工业大学等国际知名院

障碍的表现和机理，并践行相应的康复治疗方法。毕业获

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得教育学学士学位。

治疗和康复专业人才稀缺，该专业毕业生可在各省市地区的
医院、康复中心、特殊学校等单位从事言语康复治疗工作，
语言障碍与脑科学 MEG 实验室
（国内第一个儿童脑磁图实验室）

就业前景广泛。

⊙培养特色
学院重视本科生培养,施行导师制教学。学院依托北京
语言大学的国际化交流平台,对外开展了多样的国际合作项
目。目前与美国北卡中央大学签订了“北语-北卡语言病理
学硕士2+2联合培养项目”,现累计有11名学生赴美国北卡中
央大学学习。学院还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美国爱荷华
大学、美国西北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
共同承担了国际合作科研项目，使学生在本科期间就能充
分享受到国际化的教育资源。
国家博物馆参观学习

学院还重视学生实践水平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学院与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视察语言康复学院
语言障碍与脑科学MEG实验室

学院第一届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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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青青，中共党员，
2016级特殊教育（言语听觉
科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曾
获校级一等奖学金、校级优
秀团员等荣誉；曾任学校体
育新闻中心主任、院会体育
部部长等。曾参加“中非论
坛”、“一带一路”、建国70
周年庆典群众游行等大型志
愿活动。后免试保研到北京
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学
习。

术兴趣主要分两块，第一块为与语言相关的研究，如区别于
动物交流系统的人类语言独特性、语言习得和语言在线加工
的心理及生理机制、言语障碍的产生机理等；第二块为与神
经发展障碍有关的研究，包括社会性认知如面孔识别、心理
理论、社会性认知障碍如自闭症等。在SSCI

期刊发表论文

多篇，专著一部。

校友风采
陈傲，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
2020级同学于北京市睿智全纳教育康复中心
进行志愿活动

康复学院副院长。2013年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取得博士学
位，之后先后在乌特勒支大学医学中心、澳大利亚西悉尼大
学等研究机构进行博士后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婴幼儿语言习

周雪寒，2015级特殊教

育（言语听觉科学）专业本科

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获国

得、学前儿童语言发展评价、语言障碍的早期筛查等。在

家奖学金，并获“北京市三

《Brain and Language》、《Journal of Language, Cogni-

好学生”、“校优秀毕业生”

tion, and Neuroscience》、《Language Sciencess》等国

等荣誉称号。英国曼彻斯特

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

杨诗婷，2016级特殊教

育（言语听觉科学）专业本

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获得国家
励志奖学金、校级三等奖学金
和“社会工作”单项奖学金；曾
担任学生职业发展协会外联部

大学听力学专业硕士研究

部长、副会长；语言康复学院

生，现就职于绵阳市儿童医

组织部部长。考研至北京师范

院。

大学心理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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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级新生运动会

曹依帆，中共党员，
2016级特殊教育（言语听觉
科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曾
获国家奖学金、校级二等奖
学金；获北京市优秀毕业
生、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团
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称
号；曾参加“一带一路”、70
周年群众游行等志愿活动，
获北语“十佳志愿者”，后工
作保研至本校。

杨晓彤，2015级特殊教

风采展示

育（言语听觉科学）专业本

教授风采

科毕业生。获得东芬兰大学
国际学生全额奖学金，目前
孔令志，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嘈杂环境中的言语感知机理，目前的研究兴趣是言语感知能

在芬兰攻读语言教育专业硕
士学位。

力早期发展的脑发育研究

联系我们
刘丽雅，2016级特殊教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院

育（言语听觉科学）专业本
两年获校级一等奖学金和全

院院长兼党总支副书记，语言障碍与脑科学MEG实验室主

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

任，语言病理学和言语听觉科学学科带头人。研究领域涉及

曾获“校级三好学生”、“校

认知心理学、儿童早期语言发展、语言障碍和成人失语症的

级优秀团员”等荣誉称号；

大脑机制等。近5年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重
大研究项目7项，发表论著70余篇（部）。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

科毕业生。在校期间曾连续

高立群，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康复学

战立侃，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认知科学系、认知与认知
障碍尖端研究中心认知科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学

语言康复学院

电话：82303468
邮箱：yukangyuan@blcu.edu.cn
网站：http://yky.blcu.edu.cn/

曾任学院学生会主席。硕士
录取至英国爱丁堡大学发展
语言学专业。

大学综合楼B座1235室）

语康院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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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系

B类：汉语语言学类课程

基础条件。

(Courses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培养特色

C类：语言学相关交叉学科类课程

培养特色概述——“语言学+跨学科+外语”

(Courses for Cross-disciplinary subjects)

以“语言学+跨学科+外语”为目标特色，核心专业课

D类：语言学技能与方法类课程

程与国际知名大学语言学系专业课程完全接轨，同时在高

!"#$%&'"(&)*+)/-(.0-1&-21)

语言学

(Courses for Methodologies)

年级阶段开设特色型交叉学科选修课程。在外语能力训练

（2）专业高级阶段(Advanced courses)

方面，除核心课程用英文授课外，还开设有足够量的外语

A类：普通语言学类课程

技能训练课程，学生在毕业时将具备与外语专业同等水平

(Courses for General Linguistics)

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语言学系全面启动“年度学业导师

B类：汉语语言学类课程

制”计划，有条件的教师除承担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指导工

C类：语言学相关交叉学科类课程

作外，还分担本科生的学业导师和人生导师工作任务，为

D类：语言学技能与方法类课程

学生学业发展、生涯规划提供近距离的指导。目前已有多

教学设施——“生物语言学与脑科学实验室”

名本科生在导师指导下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主持承担大学
生创新性科研项目。

⊙专业概况

语言学系依托学校长期积累的语言学图书资料和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构成的鲜活的语言资源库进行教学

主要课程

与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还建设用于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实验

（1）专业基础阶段

室，包括正在建设中的“生物语言学与脑科学实验室”。

A类：普通语言学类课程

所属学科类别及授予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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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提供了人力资源方面的

语言学本科专业所属学科大类为“外国语言文学”，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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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s for General Linguistics)

“语言学专业”文学学士。
培养目标
总体目标是培养具有系统的现代语言学基础知识，掌握
必备的语言学实验方法和研究方法，具有初步跨学科交叉应
用兴趣和能力、开阔的国际化视野、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和
初步科学研究能力的，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语言学专门

学院介绍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是依托北语独特的办学优势、丰
富的留学生语言资源、优良的语言学研究传统而建设的、以
语言学人才培养和语言科学研究为主要目标任务、以创新型
“新文科”为建设理念和指导原则的国际化教学科研机构。语
言学系下设理论语言学教研室、应用语言学教研室、语言与
脑科学教研室、通识课程教研室以及生物语言学与脑科学实

人才。
师资队伍特色

招生办主任王悦老师和司富珍教授作客“教育面对面”

语言学系正在建设一支专业化、年轻化、国际化的师资
队伍，现有师资力量教学与科研实力雄厚，近期还将有更多

文化考察活动

高端人才加盟。
语言学系率先启动国际化师资管理体制，首先于2018年
10月聘任了以著名语言学家Luigi

Rizzi担任语言学系荣誉系

主任，随后，又组建了“语言学系国际教授委员会”，聘请美
国乔治城大学的David

Lightfoot教授、瑞士日内瓦大学Ur

验室，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体系高度国际化。主

Shlonsky教授、意大利帕维亚高等研究院的Andrea

要成果涉及理论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神经语言学、生物语

授等国际知名语言学家以国际教授委员会成员身份加盟语言

言学与脑科学、语言与人工智能、语言符号学、语言与人类

学系，为学生开设课程，从事集中授课，联合指导学生，开

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句法制图理论和生物语

展合作研究，多方面参与语言学系工作，在人才培养和学科

言学方面的研究在国际国内具有一定影响。

建设的国际化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师资力量的国际

Moro教

语言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志愿者活动

殷蓉（左）、李婧（中）、汤文丽（右）
分别被清华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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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发展

或主持承担大学生创新研究项目。同时，他们也有很多机

出国交流

会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的活动中。

语言学系与国际语言学界有着密切的合作与交流。目

就业情况

前，语言学系已经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语言学系、瑞士日内

语言学专业是一个适应范围非常广泛的专业，毕业生

瓦大学语言学系、匈牙利罗兰大学语言学系等国际知名大学

就业面广，就业形势良好。根据对国际国内相关调查统计

的语言学系就学生交换学习等事宜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同

数据，对语言学专门人才需求最高的领域包括：（1）语言

时，与牛津大学语言学系、剑桥大学语言学系、南加州大学

学相关教学与科研岗位；（2）语言人工智能相关数字科技

语言学系、乔治城大学语言学系、石溪大学语言学系、美国

领域；（3）中小学教师岗位；（4）语言培训机构；（5）

亚里桑那大学语言学系以及亚洲多所知名高校的相关院系有

语言政策相关行政管理岗位；（6）法律和刑侦市场；

熊仲儒，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语言学

（7）技术资料和书刊写作；（8）词典编撰和书报刊编辑

Giuseppe Samo 副教授，瑞士日内瓦大学语言学博

着长期友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

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言学、句

士，意大利锡耶纳大学语言学硕士。现任语言学系副教

出版行业等。

法语义学与英汉语法对比，主要学术兴趣是探索功能范畴

授，硕士生导师。理论语言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涉及

升学深造
语言学系本科生未来可以通过保研、考研、出国深造等
方式继续在语言学专业或语言学相关专业（如心理学、认知
科学、人工智能、人类学等专业）领域深造。

风采展示

在句法语义中的作用，在论元结构、特殊构式、词类与左
缘结构等领域着力较多。

教授风采

历史语言学、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多个领域，主要
研究兴趣为句法理论在语用学、计算机语言学和数据科学
领域。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于2019年出版专
著一部A Criterial Approach to the Cartography of V2。

科学研究
语言学系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创新性思维和实际参
加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的培养，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研究
75

生已经在语言学研究中崭露头角，已经入学的两批语言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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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本科生，目前也已经有同学独立撰写并发表语言学论文

Luigi Rizzi，教授，语言学系荣誉系主任，欧洲科学院
院士，法兰西学院和意大利锡埃那大学双聘教授，曾在
MIT，日内瓦大学等任职，是国际著名语言学家，句法制图
理论之父。

卢德平，教授，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博士生导
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符号学理论与
实践、语言哲学专题、话语和社会等。在Semiotica，
Signs

and

Society,《世界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

究》、《外语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孙晓晨，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北
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博士后。现任语言学系语言与脑
科学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阅读
能力等认知能力的发展机制，包括脑神经机制和遗传基础。

博士生龚锐同学在国际学术会议做大会报告

⊙联系我们

司富珍，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语言学和哲学系博士后。现任语言学系系主任，博士生

陆丙甫，教授，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博士。现任语言

电话：010-82303981/82303424

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生物语言学与人脑科学实验室主

邮箱：lingusitics@blcu.cn

任，北京语言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句法制图国际研究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类型学、

网址：http：//linguistics.blcu.edu.cn/

协会会长，中国形式语言学指导委员会副会长。主要兴趣

功能主义语法、应用语言学。自80年代开始积极引进国外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综合楼

包括生物语言学与人脑科学、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哲学思

新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为语言类型学

想、汉语形式句法、语言理据、语言学研究方法等。

的研究而努力，在海内外发表了一百多篇有影响的论著。

3层语言学系

王文颖，博士，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语言学系应用语言学教研室主
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功
能语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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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培养特色

展、第二语言认知与习得、国际中文教育心理学、语言测

培养特色

试、人才选拔和人力资源测评、国际学生心理咨询和治

结合我校在中外语言文化研究、教育和传播的优势和

疗、语言和大脑、人工智能等。

特色，我校心理学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为：（1）培

728**3)*+)?1428*3*.4

养能够从事心理语言学/语言心理学研究、语言发展与语

心理学院设立教学实验室和科研实验室。教学实验室

言教育研究、汉语教育心理学研究、心理测量与语言测试

包括基础心理学教学实验室、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学实验

等领域的研究型人才；（2）培养能够在语言教育（包括

室和应用心理学教学实验室。科研实验室包括语言心理学

国际中文教育、母语教育、外语教育）、人才测评与选

实验室、儿童心理学实验室、心理测评实验室。实验室配

拔、儿童青少年教育与成长、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

备经典实验仪器、眼动仪、脑电仪、近红外光学成像仪等

跨文化适应、人力资源管理、用户体验分析等领域发挥作

仪器设备。这些设备开放共享，为实验教学、学生自主科

用的应用型人才；（3）利用“小联合国”的校园环境，培

研创新、科研实践活动和毕业论文研究提供支撑服务。

养具有多语言、多文化视角和世界眼光的心理学专业人

学院介绍

心理学

主要课程

座、与学生互动交流；学院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多种实践

专业核心课程：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统计

活动，包括参加校内外学术会议、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和文

⊙专业概况

史、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

专业简介和培养目标

学、认知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心理咨询和治疗。

心理学专业依托“小联合国”的国际化环境，立足于我校

学生活动
学院经常邀请知名心理学专家学者到学校举办学术讲

才。

学、心理测量学、心理学研究方法、人格心理学、心理学

77

教学设施

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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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语言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儿童语言发

在语言学研究和国际中文教育的特色和优势，致力于培养具
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和良好的国际文化素养、通晓心理学专业
知识与实践技能、在语言心理学和语言教育领域有突出特长
的、有较强外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具体而言，心理学专业
的毕业生掌握心理学专业核心知识，具备从心理学视角提出
心理学学科建设座谈会（2017年）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生能够升学深造，

北京语言大学心理学院是在基础心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国家机

（2006年）、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8年）的基础上成

关、企事业单位从事心理学相关工作，包括教学、培训、心

立的具有本科生、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培养体系的教学和

理咨询、人力资源管理、人才测评和选拨、用户体验分析等

科研单位。心理学院立足于北京语言大学作为“小联合国”的优

工作。

势和特色，致力于将心理学与语言学、语言教育（特别是汉语
作为第二语言教育）相结合，培养具有扎实心理学基础和国际
化视野的专业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心理学院目前招收心理学专业本科生，以及基础心理学、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同时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
学科之下招收心理语言学方向博士后。2022年将招收心理语言
学博士研究生（一级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学）、应用心理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未来计划招收语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理
学、心理测量学等专业方向博士研究生。
北京语言大学拥有先进的心理学实验设备，包括脑磁图仪
（MEG）、近红外脑成像仪、脑电仪、眼动仪等精密仪器设备。

师生参加第21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心理学院-学术讲座活动

教学科研力量和学科优势
心理学院拥有一支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国际化的专
兼职教师队伍。我校心理学科在语言心理学、发展与教育心
理学、心理测量学（侧重语言测试）等研究方向上独具特色
和优势。心理学科的教学科研将与语言学、语言学习与教学
（特别是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跨文化心理学等学科领域
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北语特色。
一级学科和学位证书类别
北语心理学专业属于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心理学
类”，学位证书类别为理学。

心理学院开展“勿忘历史、砥砺前行”的主题党日活动

心理学院-眼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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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展示

校友风采

教授风采

交流能力。学院依托北语作为“小联合国”的国际化平台，与
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鼓励和支持学生赴
境外高水平大学访学、联合培养。
升学深造
学院培养的本科生约60%以上可以通过保研、考研和
出国深造等多种途径，到心理学、语言学、教育学等许多相
关学科领域升学深造。
就业情况
国家和社会对心理学专业人才需求正逐年增大，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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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军，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入选者。承担了多项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的自然和社
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
多篇。任国际权威学术期刊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编
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脑机制、语言障碍的
神经和遗传基础、视障和听障人群的脑可塑性。

马腾，2014年硕士毕业
于北京语言大学基础心理学
专业，同年获全额奖学金
奖、赴美国阿肯色大学沃顿
商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
位，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
Cary Deck与Peter McGee，
从事实验与行为经济学研
究。201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
就职于湖南大学经济管理研
究中心，现为助理教授。

姜上，2016年硕士毕业

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领域和就业前景广阔。除了升学之外，毕

江新，教授，博士生导师，心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校

业生可到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区等机构从事教育、心理

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学士、硕士，中国

咨询、人力资源测评、人才选拔、员工培训、危机预警与干

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

预、社区建设、社会治理等工作。此外，我校心理学专业的

家，中国心理学会眼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心理

毕业生在儿童语言教育（母语和外语）、国际中文教育、跨

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理事、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心理

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已在

文化适应、国际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等行业就业将具有独特的

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业委员

SSCI期刊Applied Psycho-

优势。

会常务理事。曾入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项目、教育部新

专业。在读期间曾担任学生
会副主席，曾获国家奖学
金、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

linguistics上发表论文。毕
业后获得惠灵顿维多利亚大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心理学、第

学全额奖学金的资助，赴新

二语言认知加工与习得。已出版专著2部、编著2部，发表
论文60余篇。

于北京语言大学基础心理学

西兰攻读博士学位。
郝美玲，教授，博士生导师，《语言教学与研究》特
邀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2003年起在北京语言
大学工作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语言发展、第二语言
习得，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已主持完
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为北语
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负责人。任中国英汉比较研究会心理语
言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徐洪凯，2017年硕士毕
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基础心理
学专业，同年考取了北京语
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神经
机制。研究生期间，参与了
多次学术会议和技术培训

心理学院-学术讲座活动

班，现已在国际期刊发表论
文两篇。

⊙联系我们
王佶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
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谢松成，2020年硕士毕

划”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英汉语

业于北京语言大学基础心理

比较研究会语言测试与评价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清华大学-

学专业，兴趣广泛，精通
python、matlab、R、linux

长水学习与人类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全国语言与术语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涉及语言测试，语言认知
心理学院咨询电话：82306940

与习得，心理测量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以及教育教学评

邮箱：psychology@blcu.edu.cn

估等。主持和参与研发多种汉语考试，出版专著3部，编著

网站：http://psy.blcu.edu.cn

7部，发表论文40余篇。

微信公众号：北京语言大学心理学院（blcu_psy）

shell等多种编程语言，擅长
张秀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博士，研究方向为心
理语言学。主要关注语篇理解以及语用推理的认知神经机
制。目前共发表文章9篇，其中SCI/SSCI文章6篇，CSSCI
文章3篇。

ERP及fMRI数据分析，硕士
期间与导师共同在SCI期刊
JASA发表论文，目前在北京
语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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