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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2018 年“‘一带一路’语言、文化、翻译跨学科研习班” 

通知 

 

各高校外语院系、翻译院系、大学外语教学部、对外汉语教学部： 

应目前国内各高校亟需人才培养、走出学科瓶颈的紧迫现实需求，为有效引

导中国外语和对外汉语教师应对新时期下单学科发展难、教学与科研双肩挑的严

峻挑战与压力，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政策提倡的文化共

通、资源共享的战略方针，本着“理论创新、学科交叉、面向西部、连接内地”

的理念，开设“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与翻译跨学科研究讲习班，以期拓宽教师

的学科理念，丰富教学素养，提升科研能力，从而有能力良性应对新时期新环境

下的新挑战。 

学会于 2017 年 7 月在大理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功举办第一期“一带一路”战

略下的中国外语跨学科讲习班，充分达到预期目的，获得学员一致好评、形成良

好的行业影响力。 

本期研习班计划依托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为承办单位，构建以国内著名学者

为主的涵盖语言、文化、翻译以及大数据等领域的专家教授团队，面向全国招收

研修班学员（限六十名），意在创办加强师资高水准的学术研习班，以扎实理论

为基础、学术前沿为方向，引导东部与西部发掘自身优势继而走向联合内地学术

实力、结合地方特色资源的学术发展道路。同时，本研习班意在搭建一个让国内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特色地区平等、深入交流的学术对话平台，把国内学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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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西部的同时，让国内各高校教师有机会了解西部，在东西部彼此学习和交流

中，帮助西部地区切实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学术差距，同时让东部地区深入体会西

部地区的特色学术资源，在双向学习的过程中真正实现文化共通、资源共享，最

终有效疏导出一条能够充分发挥外语优势、同时结合地方资源，东西联手跨区域

跨学科、跨资源合作的发展道路。 

培养目标：1 搭建国内东西部资源共享平台，有效促进国内高校外语教师的东西 

            部文化交流与合作； 

      2 培养教学理念先进、教学目标鲜明、科研能力合格、具备跨学科视  

        野和能力的高校外语和对外汉语教师队伍。 

讲习地点：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校本部） 

讲习时间：2018 年 7 月 19 日-25 日，每天授课 6小时，另设有研修学员与教授      

          的答疑互动环节，整个授课时间为 7天 

证书颁发：学员按要求修满全部课程后，由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 

          会”(民政部注册、教育部备案、具有法人资格）颁发盖章编号结业 

          证书。 

报名步骤：1下载报名表格 

            --登录学会网站（http://www.cacsec.com/）下载 

            --直接下载本通知后附录一报名表 

          2 通过电邮方式将报名表发送至培训课联系人信箱：  

              490915649@qq.com（报名表见附录一） 

讲习费用：肆仟元整（含资料费) 

         （交通与住宿费用自理，主办单位协助联系住宿，具体参考见附录二）) 

缴费方式：1 银行汇款账号信息： 

            户  名：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长沙韶山南路支行 

            帐  号：43001750661052506564     

          2 支付宝转账 

          3 微信转账 

          4 现金支付或刷卡（报到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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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二期 

     “一带一路英汉语言、文化、翻译跨学科研习班”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将举办第二期“‘一带一路’语言、

文化、翻译跨学科研习班”，罗选民教授为该班主持人。研究会从英汉语言对比、

翻译、跨文化对比、英语教学与研究四个方向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授课，

第二期导师团队名单如下： 
 

1 罗选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领军学者，博士生导师；墨尔本大学亚洲学者      
讲座教授；清华大学首批二级教授（2008），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六届鲁迅

文学奖评委，第二、三、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委；澳大利亚研究委

员会（ARC）、（香港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UGC）人文艺术学部

评审委员；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英文学术期刊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主编。著有《翻译与中国现代性》（2017），
Translating China（Multilingual Matters Ltd，2009）等十余部， 在
META，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Ameriasia， Translation 
Studies，《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结题、重点和一般

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

共三项。曾获湖南省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全国优秀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从 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专长：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话语分析，比较文学，英语教学 

 

2  王宏志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

授、翻译系主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复旦大学及上海外国语大

学兼任教授及博导。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文学科

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等。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刊》

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年刊《翻译史研究》主编。为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翻译史研修班”创始人，香港翻译“新芽”研习班创始人。

主要著作有《翻译与近代中国》、《翻译与文学之间》、《重译“信达雅”：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翻译与近代中国》

等十余种，另在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研究专长：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翻译史 

 
3 王  宁  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评审委员会委员，人文艺术研究院

院长兼致远讲席教授；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评审专家和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教

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文学与艺术组评审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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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在

国内外著名出版社、著名刊物出版与发表大量学术专著与论文，如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2004)，Translated Mat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2010), 
国际发文的期刊主要有 New Literary History，Critic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等。为国际 A&HCI
源刊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副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CSSCI 集刊 《文学理论前沿》 主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专长：现代性理论、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世界文学、翻译学等  
  
4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委

员、校长助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总编辑，

现任《外语界》主编，兼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高校外语

学刊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和上海市编辑学会会长等

职。先后出版《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我国翻译

专业建设：问题与对策》等著作十余部；在全国学术期刊上发表语言

研究、外语教育教学研究、教材编写、编辑出版方面的学术论文 80

余篇。承担、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国家优秀

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各一项，还先后获“首届上海出版人奖金

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韬奋出版

奖”、“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百名优秀出版企

业家”、“第三节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等嘉奖。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专长：外语教育，编辑出版 

 
5 罗永现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学院教授，语言学博士生导师，2002-2004      

任墨尔本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

授，中央民族学院客座教授。澳大利亚语言学会会员；国际中国语言

学协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香港研究基金会特约评审人， 
Linguistics, Linguistic Typology, Mon-Khmer Studies 等国际刊物的特邀

审稿人。英国 Routledge 出版公司、荷兰 Brill 出版公司出版《语言学

百科全书》及《中国语言学百科全书》有关侗族、壮傣、加岱语等词

条撰稿人。在国际著名出版专著六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研究专长：人类语言学，话语分析，法律翻译 
 
6 刘建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      

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入选者，全国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大学英语

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家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副会长, 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考

试内容改革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高考综合改革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英语能力

等级量表建设研究”首席专家，曾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曾获广东省哲学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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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优秀成果奖、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先进个人。代

表论著有 Measuring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Knowledge of EFL 
Learners (Peter Lang 2006)，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研究专长：语言测试与评价，语用习得，外语教育  
 
7 文  旭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获得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

审专家，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家，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研究会理事，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

长，语用研究会副会长，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外文

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与汉语

的认知研究”首席专家。荷兰本雅明出版公司英文期刊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主编。主要著作有《反讽话语的认知语用研究》 

（2004）、《语言的认知基础》（2011）等，在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近百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专长：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及认知翻译学等 
 

8 程爱民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

全国中美比较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教育部留学生

教育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

员会委员(2007-2017)，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翻

译学会副会长，南京翻译家协会会长等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

审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外国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专家、国家汉

办对外汉语教学基地评审专家组成员、国家汉办少儿水平考试（YCT）
研发办公室主任(2001-2004)等。著译有《20 世纪英美文学论稿》

（2001）、《第二十二条军规》（1997）等十余部，编写教材十余部，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专长：比较文学，美国文学，对外汉语教学，跨文化传播  

 

9 司显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翔宇领军学者”特聘教授，北二外中美联合翻

译学博士项目中方博士生导师，北京交通大学语言服务（翻译)产业

方向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涵盖翻译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英汉语

言比较、语言服务等多个领域。发表研究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著

作 20 余部。主持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北京市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课题 10 多项。获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三等奖 6项，省级优秀教材一、二等奖 2项，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 1项。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

教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审核评估专家，省级学科带头人。担任国家教学成

果奖通信评委、教育部学位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评委、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评委、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等职务。为北京大学图

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评审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通讯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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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本学术期刊和高校学报的审稿人和评委。 

          研究专长：翻译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英汉语言比较、语言服务等 
 
10 梁茂成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外语教育》副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现任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料库语言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曾主持“中国

学生英语树库建设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规模考试英

语作文自动评分系统的研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国家语言

志愿者人才库建设”（国家语委重大研究项目）、“大数据视野下的

外语与外语学习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

目）等多个研究项目，并担任 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子课题

负责人。主要著作包括《语料库应用教程》（合著）、《中国学生英

语作文自动评分模型的构建》、《大规模考试英语作文自动评分系统

的研制》、《什么是语料库语言学》等，开发语料库处理和分析软件

10 余款，发表论文数十篇，是 iWrite2.0 英语作文智能评分与批改

引擎的总设计人。 

          研究专长：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 

 

11 谢旭升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翻译方向学科带头人，新疆大学教学名师，      

新疆重点文科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研究基地主任，第三届全国

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

较研究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西安外

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客座教授、沈阳建筑科技大学校聘客座教授、

陕西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研究专长：翻译理论，英语教学，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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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习班课程安排 

日期 地点 授课教师 时间 主题 

2018.7.19 
单雪梅院长

主持 
09:00-09:40

开幕式：新大副校长、学会会长、学员

代表致词 

罗选民 10:00-11:40
大学外语人才培养终极目标与社会责

任 

文  旭 12:00-13:40 认知翻译学：基于跨学科的理论思考 2018.7.19 

王  宁 15:00-16:40
社会科学的多元评价标准：超越 SSCI

和 AHCI 的单一模式 

文  旭 10:00-11:40
语言、文化与认知：语言研究的跨学科

视野 

王  宁 12:00-13:40 经典的形成：世界文学与翻译 
2018.7.20 

王宏志 15:00-16:40 翻译研究的历史导向：概念与方法 

王宏志 10:00-11:40
翻译与中国近代史：从马戛尔尼使团的

国书中译談起 

司显柱 12:00-13:40
经济学视角语的言研究：语言服务

产业 

2018.7.21 

罗永现 15:00-16:40 人类语言学与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 

司显柱 10:00-11:40 翻译研究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路径 

刘建达 12:00-13:40 新时代语言测试的研究模式 
2018.7.22 

程爱民 15:00-16:40
孔子学院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路径

与形式 

刘建达 10:00-11:40 应用语言学研究与外语教学的新动向 

程爱民 12:00-13:40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

与外语人才培养 
2018.7.23 

梁茂成 15:00-16:40 英语作文智能评阅研究：个案的分析 

  罗永现 10:00-11:40
国际性与实践性：墨尔本大学翻译专业

学生的培养理念 

庄智象  12:00-13:40 跨界思考：英语学科建设的深度融合 2018.7.24 

梁茂成 15:00-16:40
大数据视野下的语料库语言学研究与

开发 

谢旭升 10:00-11:40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公示语翻译： 

文化内涵与语言转换 

  罗选民 12:00-13:40 语内翻译与中国文化/文学经典的重构

  庄智象  15:00-16:40
一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与一流学术期

刊建设研究 

罗选民主持 18:00-19:00
1\答疑与导师/学员互动 

2\ 闭幕式，颁发结业证书 

2018.25 

 

 

 

 

 

 

 

学术

交流

中心

三楼

会议

室 

 外院领导 19:30-21:30 招待晚餐及联欢会 



 

 9

主办单位与承办单位简介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文名称 China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缩写 CACSEC）是由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英语、汉

语、对外汉语、英汉语言和文化对比、英汉互译等教学与研究、具有讲师或相应

职称以上的教育工作者与科研人员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组织，

为国家一级学会。其宗旨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精神为指导，开展英汉语言对比、跨

文化和英汉翻译三大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推动教育改革，提高学术水平，促

进中外交流和人类文明。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挂靠中南大学，最高权力属于全体会员大会，领导机

构为常务理事会，下设秘书处，现任会长罗选民。研究会设有英汉语言对比学科

委员会、英汉翻译研究学科委员会和英汉文化对比学科委员会，下设十五个二级

机构，即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中西语言哲学专业委

员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外语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英语教学研究分会、

专门用途英语专业委员会、功能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外语教师教育与发展专业委

员会、语料库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形式语言学专业委员会、高校外语学刊专业委

员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二语习得专业委员会和法律语言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是民政部注册、教育部备案、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一

级学会。2016 年通过由民政部组织的国家一级学会专家组合格评估。 

 

新疆大学 

新疆大学是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建设高校、国家西部大开发

重点建设高校、国家教育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建高校。学校先后被

列入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实施高校，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

改革试点高校。先后与美国、俄罗斯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 多所大学和科

研院所建立了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与 60 多所国外大学和教育机构签署了教育

交流与科研合作协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设立了 3 所孔子学院/孔子课堂，

其中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于 2016 年，荣获国家汉办“全球优秀

孔子学院”称号。学校现已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区域学、生态学、信息学

等项目学校，教育部中俄大学校长、中日大学校长、中阿大学校长、中韩大学校

长、亚洲大学校长论坛项目学校；学校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自主招生项目学校、

孔子学院奖学金项目学校和新疆政府奖学金项目学校、教育部富布莱特项目学

校、教育部美大处项目学校。2011 年教育部中亚大学生交流基地落地新疆大学。

到 2020 年把新疆大学建成“西部先进，中亚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奠

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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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与翻译跨学科研究讲习班 

报名表 

 

------------------------------------------------------------------------------------------------------- 

汇总表 

 

提示：请报名人员将报名表及汇总表下载填写后发送至：490915649@qq.com 

 

 

研修班学员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职称：  

研究方向： 工作单位： 

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通信地址： 

邮编： 

您对培训课程的希望或建议 

 
 
 
 

姓名 

 

职称 

 

学历 研究方向 工作单位 手机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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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交通： 机场至新疆大学本部 出租车约 60 元 

       火车站至新疆大学本部 出租车约 20 元 

学员/教员住宿：新疆大学学术交流中心 

餐饮：新疆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凭研习班证件用餐(早、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