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招生简章 

 

杭州师范大学（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简称 “杭师大”，位于素

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为浙江省重点建设的百年老校。杭州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是浙江省高校中较早成立的外国语学院之一，培养出了阿里

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优秀校友。学院从 2002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拥有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5个二级学科硕士点：英语

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语言与传播。同时，学院还拥有学科教学（英语）专业学位和翻译专业学位硕

士点。其中一级硕士点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为浙江省一流 A类建设学科，是

杭师大博士点培育学科。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教授 20人、副教授 33 人，

博士 50 人，博士生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44人。其中长江学者 1名、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浙江省“151”人才 3 名、杭州市新世纪“131”优秀

中青年人才 10名。近年来，学院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3项，包括重大招标

项目 1项、重点项目 3项，其中殷企平教授主持的“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

学典籍研究”是浙江省“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获批的第一个文学类国家社科重

大招标课题；获省部级课题 40 余项；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等省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20余项；出版著作、教材 80余部（册）, 在 SSCI、

A&HCI、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 180余篇，其中在Paideuma，Cambridge Quarterly，

Journal of Pragmatics，《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学与

研究》、《外国语》、《中国翻译》等权威刊物 130余篇。 

学院现为浙江省外文学会和杭州市外文学会会长单位，设有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国际期刊）和《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两个学术期刊（辑

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院校二级院

所”学科转载排名表中，连续多年名列前茅；在 2017年和 2018年的软科中国

最好学科排名之“外国语言文学”，连续两年排名第 8，进入全国前 5%；在

2017 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B 级；2018 年武书连专业排名中，我院

英语专业为 A+，日语为 A 级。近年，更有多名硕士研究生考取北京外国语大

学、日本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等国内外名校博士研究生；现有在读全日制研

究生 162 名。  

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奖学金 100%全覆盖，鼓励和资助学生参加国内

外学术会议。学院与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大学、日本

熊本大学等国外名校有着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每年都选拔并资助一定数量

的研究生赴以上高校做交换生、暑期游学或攻读 TESOL 项目（日语专业 100%

交换留学一年），开阔了研究生视野，培养成效显著。 

 



硕士学科点简介 

 

1.英语语言文学  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二级学科，学科点负责人为殷企平教授，

现有教授 6人，副教授 6人，博士 14人。本学科有三个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美国文学、英语语言与文化研究。 

 

2.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二级学科，学科点负责人为

詹宏伟教授，现有教授 5人，副教授 12人，博士 10人。本学科有三个研究方

向：当代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和应用语言学研究。 

 

3.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科点负

责人为欧荣教授，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6 人，博士 10 人。本学科有三个研

究方向：“跨艺术诗学研究”、“中国作家海外传播研究”、“中外比较文学

与文化研究”（包括中韩、中加、中德、中法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 

 

4.日语语言文学 是外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学科点负责人为王忻教授，

现有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博士 7人。本学科有三个研究方向：日语语言学、

日本文学和日语教育学。 

 

5.话语与传播  为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特色学科，学科点负责人为

长江学者施旭教授，现有教授 2人，副教授 3人，博士 6人。作为跨学科、跨

文化的研究方向，“话语与传播”涉及语言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科，旨在

分析和指导中外不同领域的交流实践，将学生培养成为科研或企事业中的交际

传播人才。 

 

6.学科教学（英语）为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点，学科点负责人为李颖教授，

现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10 人，博士 9 人。本学科以我院最早培养课程与教学

论（英语）专业研究生为依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在教师教育方面形成

了三个特色：儿童文学研究与外语教学相结合；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认知心

理研究与外语教学相结合。 

 

7．英语笔译 为翻译硕士（MTI）专业学位点，学科负责人为裘禾敏教授，现

有教授 5 人，副教授 8 人，博士 10 人。本学位点方向为英语笔译，研究领域

包括跨境电商译写、电商网站本地化和电商翻译项目管理。本学位点服务国家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与杭州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建设规划，采用产学研联合

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具有扎实的口笔译基本功、宽阔的国际化视野、专业化

的人文与科学知识与素养的复合型跨境电子商务翻译服务人才。 

 



方向带头人简介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负责人：殷企平，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专家，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省级重点学科

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负责人，兼任浙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浙江省外文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等。 

 

话语与传播硕士点负责人：施旭，博士 ，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兼职博导，澳门科技大学兼职博导，创立并主编国际期刊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国际丛书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国内辑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硕士点负责人：欧荣，博士，教授，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院长，省一流 A类学科“外国语言文学”负责人，兼任郑州大

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跨媒介研究学会理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

会戏剧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杭州市外文学会会长，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

文学学会副会长等。 

 

日语语言文学硕士点负责人：王 忻，博士，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外国

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日语系主任、市级重点学科日语语言文

学学科负责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浙皖赣分会副会长，浙江省

高校优秀教师，杭州师范大学首届马云基金“卓越教师奖”获得者。 

 

学科教学（英语）硕士点负责人：李 颖，博士，教授，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数字

化教育研究分会理事。在《外语界》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对二

语习得、教师专业发展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点负责人：詹宏伟，博士，教授，杭州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

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杭州市 131 人才，中国语言教育研

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认知功能语法理论，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一项、省

部级项目三项，在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SSCI) 和《外国

语》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 

 

英语笔译硕士点负责人：裘禾敏，博士，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

所长，兼任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语用学、

跨文化交际等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翻译》《外国语》《外语教学理论

与实践》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翻译研究论文，担任浙江省翻译协会常务

理事、浙江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专家。 

 

 

 

 



 

特聘教授简介 

 

钱兆明，英美文学界学术泰斗，国际知名的现代主义研究专家，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出版社特邀编审，美国权威刊物 PMLA特邀编审，前美国新奥尔

良大学校际首席教授，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马云基金讲座教授。 

 

 

冯志伟，理论语言学家和计算语言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专门

从事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我国计算语言学事业的开创人

之一。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特聘教授。 

 

 

 

刘军（笔名：童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英语系终身职教授,校杰

出教授（University Outstanding Professor），美国学术期刊《东西方

思想》（JET）编委, 国内 《中国翻译》和《外国文学》的编委，受聘为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木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耿幼壮，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世界汉学》主编，《比较文学与世界

文学》编委会成员，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编委会成员。其学

术功底扎实、科研成果丰富，在国内具有较高的影响力。现为杭州师范大

学“马云基金”特聘教授。 

 

 

杨宇军，长期从事军事外交、国际军事合作和军队信息发布工作，参与

国防部信息发布机构的创建，多次主持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和专题新闻发

布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防教育委员会名师名家讲师团首席专家。现

为杭州师范大学“马云基金”特聘教授。 

 

李公昭，美国文学研究专家，全国美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理

事、美国《跨国美国学》杂志中国顾委。所著《美国战争小说史论》2011

年被收录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全岗特聘

教授。 

 

 

王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教育部义务

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的研制和修订工作。主要从

事语言学习理论、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师教育、行动研究等的方面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代表作：《英语教学法教程》。现为杭州师范大学“马云

基金”特聘教授。 

 

 

具体导师信息请参看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官网“研究生教育”之“导师介绍” 

http://wgyxy.hznu.edu.cn/xjsjy/dsfc/ 



 

为促进与各大院校优秀大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兄弟院校外语、中文专业优

秀大学生对我院的了解，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于 2019年 7月 5日至 7月

8日举办优秀大学生夏令营，通过教授导航、对话导师、学长交流、学术讲坛等

活动，了解营员的语音面貌、研究能力及其综合素质。本次夏令营计划招收营员

约 50人。 

 

一、申请资格 

1、“ 985”、“211”高校或外国语大学的外语专业、中文专业本科三年级

学生； 

2、普通高校外语专业、中文专业本科学习成绩优秀，报名时总评成绩排名

在本专业前 20%以内；在科研方面有突出成果或在国际性、全国性专业比赛中表

现优异者，总评成绩排名可适当放宽； 

3. 中文专业的学生须有大学英语六级良以上的成绩。 

4、身心健康，在校期间无违纪行为、未受过处分。 

 

二、申请材料 

1、申请表（见附件）； 

2、由申请者所在学校教务部门盖章的本科阶段成绩单； 

3、各类外语考试（包括二外考试）成绩单复印件； 

4、已发表论文、获奖或各类证书等复印件；  

5、一封所在院系副教授以上教师的推荐信； 

6、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申请材料按以上顺序装订邮寄。 

 

三、夏令营申请与录取办法 

    1、纸质申请材料请邮寄至以下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 2318

号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钟振国老师收（邮编 311121），电话 0571—28862159，

信封上请注明外语学院夏令营字样。为保证申请材料寄送安全，建议以邮政 EMS

快递方式邮寄。 

    2、纸质申请材料邮寄截止日期为 2019年 5月 20日（以邮寄地邮戳时间为

准），逾期不候。 

3、我院将根据申请者提交的材料，以教育背景、学业水平、科研能力、综

合素质等为主要评价依据，由专家对申请者进行入围资格评审，于 2019 年 6月

中下旬在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网站主页公布营员名单。未入选者不再另行通

知。 



4、入选者须在三日内用电子邮件确认参加夏令营，未确认者视为自动放弃。

入选者如有变更，不能参加夏令营，请第一时间告知我们，以便把机会让给其他

同学。 

 

四、夏令营活动安排 

日 期 时间段 内 容 负责 

7 月 5 日 

（星期五） 

13:00—17:00 营员报到（仓前校区宿舍区，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学

生工作办公室 

17:30 欢迎晚宴  

7 月 6 日 

（星期六 ） 

8:30—10:00 

1、开营仪式（书记、院长致辞） 

2、介绍研究生招生、培养、奖学金及就

业等情况（地点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学

生工作办公室 

10:00—11:30 营员举行破冰活动、参观杭师大仓前校园 
研究生办公室、学

生工作办公室 

13:30—15:00 学术讲座（地点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 

15:00—17:00 营员与学科带头人面对面 研究生办公室 

7 月 7 日 

（星期日） 

8:30—10:30 研究能力测评（地点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 

10:30—11:30 成长对话 研究生办公室 

13:30—15:00 学术讲座（地点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 

15:00—17:00 营员对话研究生学长 
研究生办公室、学

生工作办公室 

7 月 8 日 

（星期一） 

8:30—12:00 专业素质测评（地点待定） 研究生办公室 

下午 营员离营   

以上活动内容时间地点等届时可能会根据具体工作的安排稍作调整。 

 



 

 

欢迎加盟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成为马云的学弟、学妹！ 

 

 

五、其它事宜 

  1、夏令营期间，外国语学院为所有营员提供免费餐饮，负责外地营员的住

宿安排，承担住宿费，按普通火车硬座标准报销往返路费。 

  2、外国语学院将统一购买活动期间的团体保险（申请时填写的身份证信息

务必准确），建议各位营员自购旅途意外保险。 

3、要求营员报到后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擅自离营者，不提供相关资助。 

4、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联系电话：0571-28862159，联系人：钟老师

crazybell@163.com 。学工办联系电话：0571-28865170；联系人：林老师。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9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