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端论坛
（三号通知）
近年来，应用语言学已取得长足发展，业内专家学者已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但仍有许多热点、前沿问题有
待进一步思考、探索和研究，其学科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依然任重而道远。为梳理、探究、总结当前应用语言学领
域备受关注的热点和主题，助推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和应用研究，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各学术
期刊编辑部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 2020 年 9 月 19 日至 20 日共同举办“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
端论坛”
。
自论坛通知发布以来，其主题及议程安排等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经征询专家学者意见
与建议，本次高端论坛特设主旨报告、主编论坛、专题论坛三个环节。
根据目前国内疫情防控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决定将本次论坛由线下改为线上举行。本论坛全程直播，不收
取参会费。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踊跃参会交流。论坛日程具体安排如下。
一、主旨报告
本次高端论坛共计安排国内外知名专家主旨报告六个，9 月 19 日和 20 日上午各三个。主旨报告详细日程如
下。
日期

9 月 19 日
（上午）

9 月 20 日

日程

时间

报告主题

主讲专家

主持人

开幕式

08：30—08：50

开幕致辞

孙有中

常小玲

主旨报告一

08：50—09：50

加速我国应用语言学国际化进程：思考与建议

文秋芳

李莉文

主旨报告二

10：00—11：00

A Crisis in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The
Cognitive-social Gap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James
Lantolf

张天伟

主旨报告三

11：00—12：00

外语教育教学中国化研究

王文斌

李会钦

主旨报告四

08：30—09：30

新中国汉语教学 70 年：教学法的引进与创新

赵 杨

刘

主旨报告五

09：30—10：30

Affordance and Teacher Agency in ESP
Provision: A Case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ar Design

Lawrence
Jun Zhang

主旨报告六

10：40—11：40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for Language
Teacher Development

Simon
Borg

徐

闭幕式

11：40—12：00

闭幕致辞

刘 捷

孙凤兰

（上午）

捷

杨鲁新

浩

主讲专家简介（按英文单词首字母和按姓氏拼音排序）
：
James Lantolf,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S), Founding Editor of Language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Co-Editor of Applied Linguistics
Lawrence Jun Zhang,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Z), Co-Editor-in-Chief of System and Associate Editor of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Simon Borg, University of Leeds (UK),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ESOL Quarterly,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and The Asian EFL Journal
刘 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社长，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执行主编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
《国际论坛》
《中国 ESP 研究》
《跨文化研究论丛》主编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主编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
赵 杨，北京大学教授，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主编

主持人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常小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副主编
李会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英分社社长
李莉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 ESP 研究》副主编
孙凤兰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期刊中心总监
徐 浩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副主编，
《英语学习》主编
杨鲁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基础外语教育》主编
张天伟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副主编
主论坛参会方式：腾讯会议客户端
会议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s/UfS7DvAPajPr
会议 ID：598 696 133

会议密码：123321

会议直播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nsJCaidFOXfj
二、主编论坛（论坛分组按汉字笔画排序）
主编论坛由九个分论坛组成，包括论文宣读与论文点评两大环节。各分论坛首先由相关期刊主编或副主编介
绍期刊定位与栏目特色等内容；随后由参会作者进行论文宣读，再由专家点评，专家与参会者互动。以下分论坛
将在各自的腾讯会议室举行。
日期

9 月 19 日
（下午）

9 月 20 日
（下午）

时间

分论坛

点评专家

主持人

王文斌 李雯雯

姚希瑞

14：00—16：30

论坛 1

《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论坛

14：00—16：30

论坛 2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主编论坛

赵

杨 刘 捷

鞠 慧

14：00—16：30

论坛 3

《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
》主编论坛

蔡

晖 李向东

黄 玫

14：00—15：30

论坛 4

《翻译界》主编论坛

马会娟 孙三军

14：00—15：30

论坛 5

《中国 ESP 研究》主编论坛

李莉文 徐立新

14：00—16：30

论坛 6

14：00—15：30

论坛 7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编论坛

张天伟 沈 骑

蔡 喆

14：00—15：30

论坛 8

《语料库语言学》主编论坛

许家金

赵 雪

14：00—15：30

论坛 9

《德语人文研究》主编论坛

任卫东

邱袁炜

《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
》主编论坛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主编论坛

文秋芳 常小玲

刘相东
孙 慧
张小玉
段长城
刘相东

部分点评专家和主持人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
蔡 晖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
》主编
段长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英分社副社长,《外语教育研究前沿》编辑部主任
黄 玫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
》编辑部主任
鞠 慧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汉语出版中心副总经理，
《国际汉语教育（中英文）
》副主编
李雯雯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
李向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欧亚人文研究（中俄文）
》副主编
刘相东 《中国应用语言学（英文）
》常务副主编
马会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翻译界》主编
邱袁炜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人文研究》责任编辑
任卫东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德语人文研究》副主编
沈 骑

同济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常务理事，SSCI 期刊 Language Policy (Springer)
中国编委

孙三军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翻译界》副主编
许家金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语料库语言学》主编
徐立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中国 ESP 研究》编委
蔡喆、孙慧、姚希瑞、张小玉、赵雪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期刊中心编辑
备注：各分论坛的腾讯会议室号和论文宣读者名单 9 月 15 日前将在“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
“北外学术期
刊网（www.bfsujournals.com）
”、
“高端论坛官网（https: //al2020.aconf.org/）”等平台发布，请参会者及时关
注。
三、专题论坛
本次高端论坛设“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思考”专题论坛。
主讲专家为（按姓氏拼音排序）：常俊跃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
、韩宝成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民副教
授（南开大学）
、唐锦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杨鲁新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虹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
学）
、张天伟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
、张文忠教授（南开大学）
。
日期

时间

研讨主题

主讲专家

主持人

常俊跃、韩宝成、
9 月 20 日下午

15：30—17：00

我国外语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及思考

李民、唐锦兰、杨

王文斌

鲁新、张虹、张天

张

虹

伟、张文忠

主持人简介：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张 虹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会议链接：https://meeting.tencent.com/s/UfS7DvAPajPr
会议 ID：598 696 133

会议密码：123321

会议直播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nsJCaidFOXfj
四、会议联系
会议咨询电话：010-88819582 刘老师；010-88819680 彭老师
如发生会议室变更等特殊情况，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发布在论坛微信群，请参会者提前进群。腾讯
会议室有 300 人数限制，其余参会者可通过腾讯会议直播观看。
“北外学术期刊”公众号二维码

论坛微信群二维码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国际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研究高端论坛组委会
2020 年 9 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