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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 
（050200） 

 

一、学科简介与研究方向 

外国语学院分别于 2000 年、2003 年和 2005 年获批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和

德语语言文学三个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三个二级学科点整合，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

授权点。 

本学科现有教授 8 人，副教授 32 人，拥有博士学位教师 34 人；有 2 人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

人才计划，5 人入选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学科点设有形式语言学研究中心、英美文学研究中心、

学术用途英语教学与研究中心、德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研究中心。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

在理论语言学、外国文学、专门用途英语及外语教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社会培养出大量高

素质的外语人才。 

本学科重视国际交流与国际化建设，先后与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

学院、柏林工业大学、弗莱堡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等十多所国外高校签订

了院级合作交流协议、备忘录，每年派送教师、学生到这些伙伴学校研修交流，邀请国外专家学者

到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开设专题课程、举办学术讲座。 

本学科点包含以下 5 个学科方向：  

1.语言学：本方向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理论语言学主要包括句法、语义、

形态等研究以及语言的认知研究，以句法学为主要研究特色。应用语言学主要从事第二语言习得、

外语教学、语言测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 

2.英美文学：本方向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英国和北美殖民时期以来美国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

作家、作品和文学及文化理论，重点研究现当代文学理论、现当代英美诗歌与小说及语言的文化信

息载体形式。 

3.专门用途英语：采用功能主义语言观和当代语言学研究方法，研究特定领域内语言使用特征

及相关语言教学，以科技英语和学术用途英语研究为特色。具体研究课题包括文体、修辞、语类的

理论研究；科技语篇和学术语篇的分类体系；主要科技语篇和学术语篇类型的语体、修辞和语类特

征；科技语篇和学术语篇的描写研究成果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4.日语语言文学：本方向含三个研究领域：日语语言学注重从日语语义分析和语用学角度去考

察语言；日本文学着力于利用文学理论对日本近现代文学进行文本分析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注重日

本思想史、日本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 

5.德语语言文学：本方向含三个研究领域： 文学研究运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方法，重

点研究 19 世纪德语文学和当代德语文学；跨文化交际依托文化学和交际学相关理论，分析中德两

国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交际中出现的问题；语言学研究在普通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侧重

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以及外语教学等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培养目标 

培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身

心健康，富有科学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高水平创新人才。本学科硕士学位获得者应具有较系

统的外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 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具有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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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研究能力，能够在科研、教育、文化、外事、经贸、新闻出版等部门胜任研究、教学、翻译、

管理等工作。 

 

三、学制 

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2 年，并可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0.5 年。普通硕士研究生应在学校规

定的修业年限内完成学业，不允许提前毕业。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 2700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2 必修 

M 270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2 必修 

M 240001* 硕士英语 48 3 1/2 必修 
公共课 

M 2200001 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 16 1 1/2 必修 

M≥7 

 

M 2400101 普通语言学导论（英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02 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英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03 文体学（英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04 语料库语言学（英语） 32 2 2 必修 

M 2400105 
研究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 

（英语） 
32 2 2 必修 

M 2400106 文学文体学（德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07 文学理论与批评（德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08 德语当代文学（德语） 32 2 2 必修 

M 2400109 跨文化交际研究（德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10 德语语言学导论（德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11 日本近代文学（日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12 日本思想史研究（日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13 日语学术论文研读（日语） 32 2 1 必修 

M 2400114 日语语义学（日语） 32 2 2 必修 

M 2400115 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日语） 32 2 2 必修 

M 2400116 句法学（英语） 32 2 1 选修 

M 2400117 科技英语（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18 形态学（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19 外语教学与测试（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0 认知语言学（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1 英美小说（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2 英美文学专题（英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3 19 世纪德语文学（德语） 32 2 2 选修 

 

 

 

 

 

 

 

 

 

 

 

 

专业课 

M 2400124 德语文学专题（德语） 32 2 1 选修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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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适用范围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学期 
是否

必修 
备注 

M 2400125 跨文化交际专题（德语） 32 2 1 选修 

M 2400126 应用语言学导论（德语） 32 2 1 选修 

M 2400127 日本文学选题研究（日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8 日本社会文化选题研究（日语） 32 2 2 选修 

M 2400129 日语语用论（日语） 32 2 1 选修 

适用范围说明：“M”表示硕士生。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求不少于 16 学分的专业课程，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10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6 学分（可有交叉学科课程 2 学分）。 

 

五、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0.5 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不少于 6次学术活动，其中本人进行正式学术报告不少于 1 次。每次

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2.专业外语（0.5 学分） 

指导教师负责指导硕士研究生选读相关专业外文文献，使研究生了解、熟悉外语论文的写作及

在国际会议发表论文和进行学术报告的要求。指导教师负责组织专业外语的考核。  

3.实践环节（0.5 学分） 

由指导教师负责讲授或指导研究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密切相关的课程，进行实验、实践等相关技

能训练、科学研究及创新能力培养，并由导师负责考核。 

 

六、培养环节及学位论文相关工作 

1.文献综述（0.5 学分） 

所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选定的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学位论文任务，阅读一定数量的国

内外文献。 

硕士研究生阅读至少 30 篇研究领域内的国内外文献，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

势，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不少于 4000 单词（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开题报告（0.5 学分） 

开题报告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主要介绍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

施方案、计划安排和预期成果。开题报告撰写字数为 3000 单词(字)左右。 

开题报告评审由导师负责组织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应成立由 3-5 名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硕士生

导师（半数以上）与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专家组成的小组。 

3.中期检查 

学院具体负责对研究生的课程学习、文献综述、开题报告、发表科技论文及学位论文工作的研

究进展情况等进行中期检查。 

硕士研究生中期检查在第三学期中期完成。 

4.培养环节审查 

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分，完成专业外语、学术活动、科学研究训练及

创新能力培养等必修环节以及文献综述报告、开题报告等学位论文相关工作，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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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培养环节由导师负责进行审查。 

5.论文撰写与论文答辩 

所有研究生必须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一篇达到学位要求的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要反映硕士研

究生在本学科领域研究中达到的学术水平，表明本人较好地掌握了本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

基本技能，具有从事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科学研究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学位论文撰写字

数正文不少于 1.5 万单词（字）。论文撰写的中文格式参照《北京理工大学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执

行；英文格式参照 MLA 或 APA 要求执行；日文、德文格式参照本专业学位论文撰写规范执行。 

研究生通过培养环节审查后，可进入论文评审和答辩程序。 

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距开题报告提交时间至少为 9个月。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按照《北

京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进行。 

6.学位授予 

研究生在申请学位时的学术成果要求见《北京理工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申请者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 

本学科对符合要求的学位申请人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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