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学院院标图片 

 

 

 

 

 

 

 

二、学院简介 

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1953 年，前身为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是东北地区成立
最早的本科院系之一。学院拥有一支师德高尚、治学严谨，具有丰富行业经历与
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 100 人，其中专任教师 90 人，教授 7 人，副
教授 33 人；博士（含在读）26 人，外籍教师 7 人；硕士生导师 37 人。现有全
日制本科生 1053人，硕士研究生 120人。 

学院现有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 5个语种，拥有英语（师范、涉外）、
日语、俄语、法语、翻译、德语 7个本科专业（方向）。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美国文学、英
国文学、文学批评）、翻译学（英、日、俄）二级学科硕士点；同时还设有翻译
硕士（笔译、口译）、教育硕士（英语）专业学位授权点。 

学院英语专业现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卓越中学教
师培养项目、辽宁省示范性专业、辽宁省首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优势特色专业、
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专业、标志性专业；翻译专业为辽宁省首批向应用型转变
试点专业、沈阳师范大学重点扶持专业、支柱性专业，也是东北地区首家本科翻
译专业。在 2013 年全省英语专业评价工作中，我院英语专业名列全省第二位；
2015 年获批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辽宁省教育厅支持
高校专业启动向应用型转变试点专业（英语专业、翻译专业），2017 年英语专
业获批辽宁省首批向应用性转变示范专业。 

近年来，学院与华晨宝马、简柏特、创思立信等知名企业，与辽宁省实验中
学、沈阳市第 120 中学、沈阳市第 43 中学、沈阳市宁山路小学等学校，与中国
日报社、辽宁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辽宁省外国专家局、辽宁省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等政府部门签订了共建学生实习就业基地协议。 

学院始终坚持以社会服务为己任，现有教育部考试中心雅思、托福、GRE、
日本语、韩国语等国际考试考点，并设有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国才考试”
的考点。学院组织师生积极承担省、市和学校国际会议活动的口笔译语言服务，



如：“东北亚论坛”、“辽宁引进国外项目暨高新技术展”、“辽宁省政府外国
专家友谊奖、荣誉奖”颁奖典礼等，得到极好的专业锻炼和社会反响。 

外国语学院先后被国家教委、辽宁省妇联、辽宁省教育厅授予“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被中共沈阳师范大学党委、沈阳师范大学授予“优秀人才培养标兵单
位”，并连续多年获沈阳师范大学先进集体、先进党总支、优秀教学管理单位等
荣誉称号。 
三、学科专业特色 

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始建于1953年的俄语专业和1956年开设的英语专业。

1979 年起开始联合培养招收研究生。1998 年，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

科通过全国第七次硕士学位授予权审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1 年开始招

收非全日制的教育硕士。2005年，英语语言文学二级学科获得学位授予权。2010

年，获得翻译硕士和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8 年获批外国语言文

学一级学科，下设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语语言文学和翻译学三个二级学

科。 

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各个二级学科发展稳定。英语语言文学以当代英美文

学研究为主导，注重发展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同时注重挖掘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

发展脉络。学科团队已形成“科研生态群”，以中西比较文学、创伤理论和族裔

文学为研究重点，成果具有前沿性及开拓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注重梳理

语言学史研究，结合师范院校外语专业的特点，注重语言应用研究，体现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对外宣传和基础教育的理念。翻译学以翻译理论研究为主导，注重

文化译介与典籍翻译研究。探索翻译前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领域的核心问题。

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为导向，同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和翻译行业开展合

作，建立“语言服务联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和应用能力的高端复

合型语言服务人才，助力东北及辽宁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学院不断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

性建设，与中国日报社、辽宁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辽宁省外国专家局、辽宁

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宝马及沈阳创思立信科技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签订协议，推进实习实践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2019年,成功获批“辽宁省专

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四、招生专业目录 
 
 
 
 
 
 
 
 
 
 
 
 
 
 
 
 
 
 
 
 
 
 
 
 
 
 
 
 
 
 
 
 
 
 
 
 
 
 
 
 
 
 
 
 



五、导师简介 

 

闫怡恂，教授，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

学者，硕士生导师，外语学院院长兼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一流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与翻译研究，中国现当

代文学译介研究，口笔译理论与实践，语言教学研究及教师教育研

究等。获辽宁省教学名师，主持三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及省级一

流课程，获批省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主持省级以上立项 10余

项，发表核心期刊 30余篇，出版著作教材 20余部。担任教育部

师范认证专家，全国中华学术外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

论文评审专家，辽宁省外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鲁畅，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教授，日语专业学科

带头人，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学位

中心评审专家，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辽沈分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

学中日典籍文化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沈师大本科教学名师。

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中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出版专著、译著 2部；

主编教材、教学参考用《高级日语系列教程：高级日语》等 18部，

在国家级、省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汉日四字熟语研究》《论日

语词汇学习中认知策略的运用》等 30篇。获省市教学学术成果奖

4项。主持或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立项课题《日语词汇教学模式

策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史

料收集整理研究》等 15项。译著《德川世家》获辽宁省翻译学会

优秀翻译学术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日本知识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高校日本演讲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曲艳娜，女，教授，1965年生人；1987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

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2005年美国布鲁姆斯堡大学学习，获

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2004--2012年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现

为沈阳市高层次人才，外国语学院教授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 

曲艳娜教授的科研与教学方向是：英语语言学、语用学、英语

教学；曾发表《从模因看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等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课题 30余项；出版译著《世纪战争》

等 10余部，主编《英语听力能力标准研究》等著作、教材 10余部。 

曲艳娜教授曾任辽宁省高考英语专家，现为辽宁省社会科学规

划办专家库专家。曾多次为辽宁省省长、沈阳市市长等担任现场口

译。获得“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巾帼建功立业标兵”等荣

誉称号。 



 
孙若红，女，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语料库语言学和英语教学。近年来，先后主持、参与教育部和省级

研究项目 10余项，主持建设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出版专

著、教材、译著多部，并在《现代教育管理》等学术期刊上发表有

关语言学、语言教学的论文多篇。孙若红教授主要承担研究生的语

料库语言学、语言学名著选读、语言与认知研究、英语教育研究方

法和本科生的高级英语、语言学概论以及欧洲历史与文明等多门课

程。孙若红教授曾被评为“全国教育硕士优秀教师”、“校级教学

名师”、“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校优秀教师”、“校优秀指导

教师”。孙若红教授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专业比赛，多

次获得国家级“一等奖”等奖项。 

 吴琼，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英语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1年 7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获学士学位，同年留校

任教。2004年 9月-2007年 6月留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并于 2005

年 9月获得英语语言教学硕士学位。先后主持、参与省级教育教学

改革项目 5项；主讲的《英语修辞与文体写作》获省级资源共享课

程；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及英语教师教育，发表省级以上学

术论文 20余篇，主编著作、教材多部，主持、参与省级以上科研

项目 10 余项。获“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名师”、“沈阳

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名师”、校“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校“优秀教

师”等称号。 

 

吴金萍,1963年 4月生。1989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

并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外语学

院，获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曾于 1992年 8月-1993

年 7月，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学习，

成绩优异。2007年 8月至 2009年 12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鲁

姆斯堡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以全 A的优异成绩获得教育学硕士学

位。自 1989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英语教学与科研活动。教

授英语精读、泛读、高级英语、高级听力、英语写作等本科生课程

研究生和教育硕士的科研方法以及近年来还担任英语语言学硕士

生的学术论文写作课程；英语教育硕士与论文写作的课程的学术论

文写作、中学英语教学专题研究等课程。 

近几年来，国家核心期刊和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

与国家级、省级科研立项 6项。主编《全国成人高考英语考试辅导》，

参编《英语教学策略与方法》、《英语专业八级考点速记》等多部

书籍和工具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9%98%B3%E5%B8%88%E8%8C%83%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A4%A7%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BE%8E%E6%96%87%E5%8C%96%E7%A0%94%E7%A9%B6%E4%B8%AD%E5%BF%83


 
王德武，男，汉族，中共党员，学士学位。1964年 9月 30日

生，辽宁黑山人。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1989

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原沈阳师范学院），留校任教至今。期间，

曾于 1993年 8月至 1994年 7月受学校公派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

立师范大学进修。2001年 10月 至 2002年 10月受国家留学基金

委指派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俄语语言学。

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刊物上先后发表论文、译文 30余篇。参与多

个省级、校级立项。 

 

郭忠壮，男，汉族， 1967 年 3 月生，辽宁省东港市人，副

教授，沈阳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6-1990 年沈阳师范学

院外语系学习， 1990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3—1994年在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进修，2003 年评为副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

亚州东斯特劳斯堡大学访问学者。曾担任任外国语学院英语一系、

英语二系主任，负责英语专业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现为辽宁大学

外国哲学专业博士在读研究生（在职，定向）。主要研究方向：英

美文学、英语教学与西方哲学。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美国文

学、英语写作、高级英语、科研方法与学术论文写作、英美短篇小

说研究、当代美国文学史等课程。先后获得“沈阳师范大学‘三育

人’先进个人”和“沈阳师范大学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近几

年，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立项 20项，在省部级以上学

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2篇。 

 
赵天舒，女，汉族，1968年 2月生，沈阳市人。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

系，主修英语语言文学。自 1990年从事外贸翻译工作 11年，曾出

访东南亚和欧洲数国担任翻译。于 2000年取得副译审职称。

2001-2007年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主修应用

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特别是跨文化交际、

英语教学法、课堂话语分析。曾出版英文专著《双向跨文化适应过

程的人种学研究》，主编教材《新策略英语阅读教材》，主持参与

省、校级科研立项数项，论文成果先后发表在英国 Palgrave出版

的《研究中国学习者》、外研社出版的《跨文化研究》及国内学术

期刊。 



 
郝军，女，1970 年 12 月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外

国语学院翻译系主任，辽宁省翻译协会会员。 

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主要代表作：《当代中国翻译理

论研究的语言学视角》、《翻译伦理视域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等

学术论文 10 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 7篇。 

主持省级科研立项及教学改革立项 8项，校级立项 7项，参与

省级立项 5项。翻译《保时捷---经典运动车的演进史》、电视剧

《末日行动》等 5部；主编、参编教材及工具书等 10余部。 

 

刘冬梅，女，汉族，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1年 7月获得

辽宁师范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 8月被评为副教授。 

在教学上，本人承担过俄罗斯文学史选、俄语阅读与写作、学

术论文与写作、俄语口译、现代俄语理论、俄语语言国情学等十多

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本人的科研方向是俄罗斯文学及俄语翻译学。

曾主持及参与立项十余项。在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本学科领域的学

术论文十余篇，主要代表作有《论<静静的顿河>中情景交融的艺术

图景》、《论葛利高里的超越意识》等。 

 

刘琦，女， 1970年 6月出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199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6年考取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1999年获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自 1999 年起在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二系工作至今，先后

为本科生讲授高级英语、修辞学、文体学、英语分析性阅读与写作，

以及英语修辞与文体写作等多门课程。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体学与语言教学。主要代表作有论文“英语

专业学生‘文体能力’内涵研究”，以及“文体学分析方法在高级

英语中的应用”。主持校改立项一项，题目为“高级英语语篇文体

学教学模式的研究”。 

 

张成羽，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 7月

开始从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工作。2008年-2009年，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做访问学者。2011年 2月-2015年 2月，担任约旦安曼 TAG孔

子学院院长。现任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及文化、文学翻译等。各类著作、译

著及编著等多部，主讲并参与多项省级、校级精品课程以及各类科

研项目。曾获沈阳师范大学课堂教学二等奖、全国外语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奖、沈阳市社会科学成果奖等。 



 吴辉，女，汉族，1970年 9月生，辽宁沈阳人，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1993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于同年 7月年到沈阳师

范学院任教。其中 2000年到日本青森县做中日友好交流工作，主

要担任青森县知事翻译，2001年—2003年留学于日本北海道教育

大学，2004年被评为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汉翻译研究和日本语教学；先后在国内外刊

物上发表论文 10余篇；主编、参编教材著作 10部。主持及参加了

辽宁省教育厅等省级科研立项 10余项；并在日元贷款等多项辽宁

省大型活动中担任翻译工作。 

 
高丽英：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9年辽宁大学获俄

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历任俄语精读、语法、经贸、俄语词法学、

俄语写作与修辞等本科及研究生课程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俄语语

言学、修辞与文化。发表了数篇省级及国际论文和译著。主持辽宁

省教育厅项目及校级重点课程项目。多次获全国俄语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奖。受国家公派地方合作项目的资助，2016年 9月至 2017年

7月莫斯科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 

 
汪璐，男，1971年生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

教授，硕士生导师。1993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

留校任教至今。2002-2004年就读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语言大学，

获语言学硕士学位，2006年于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通过论文答

辩，获教育学（对外俄语教学法）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翻译

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出版专著 1部，教材 3部，主持省

级立项 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项目多项，在俄罗斯及国

内发表各类学术论文多篇。 

 杨春虹，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硕士，副教授。1993年毕业于

沈阳师范学院俄语专业。1999年—2000年赴俄罗斯后贝加尔国立

师范大学工作学习。 

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化学 

为本科生讲授《基础俄语》《中国传统文化（中俄）》等多门

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俄语语言文化学》《俄语高级写作》及《文

化与翻译》三门课程。主持或参与文化部、省、市、校等各级科（教）

研项目十余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指导硕士

研究生 5人。 



 
张辉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公派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外院 MTI教育办公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翻译研究与教学。先后发表《口译

网络资源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华文化典籍的翻译

与传播》等论文十余篇；主译一部，参编/译多部；主持及参与省、

校级科/教研立项多项；主讲两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并荣获

教学成果奖。沈师大青年优质课大赛获奖，入选师大百节精彩一课；

第九届“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赛亚军带队及指导教师，沈师大

特殊贡献奖；多次承担省、市政府外事口笔译工作。兼职 BFT口试

考官。 

 范晓郁，女，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英语教学、翻译

教学 20 余年。 

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及外语教学。 

主要代表作：发表《英汉翻译中的语义对比》、《E-mail辅

助英语写作教学》、《PETS五级写作的命题规律及应试策略》、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文化及英语听力教学》、《卡特

福德翻译转换理论视角下的商务翻译研究》、《高级英语课程中的

修辞研究》、《公示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探究》等论文，并在《作

家杂志》及《当代作家评论》分别发表译文《麦让迪与飓风》和《端

木蕻良和莫言小说中的“乡土”精神》。翻译并参与编写各类书籍

或教材数部。 

 
张若昕，副教授，硕士，美国布鲁姆斯堡大学访问学者，硕士

生导师，外国语学院英语二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

语教学及教师教育研究等。主持一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并参与省

级一流课程建设；主持省级以上立项 7项，发表多篇学术期刊，出

版著作教材 7部。近年来先后承担了综合英语、高级英语、英国文

学、英美文学名篇选读、二战后英国作家研究和英美长篇小说研究

等多门本科和研究生主干课程。 

 

李红梅，吉林省磐石市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

年 7月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外语系，到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任

教至今。2001年考取日本宫崎大学硕士研究生，2003年获硕士学

位。2012年 2月至 5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 3个月。现任沈

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主任。主要担当研究生《翻译研究方

法》《译介学》等课程，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口译教学等。 



 

李莉,女,1975年 3月,辽宁沈阳人,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教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 

2003年起就职于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至今，现任英语二

系教师，主要讲授《高级英语》《中学英语学科教学设计》《语言

测试》等英语专业课程及教师教育类课程。 

 
王宇弘（1975-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

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沈阳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翻译研

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英汉对比、文化典籍翻译，现已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和译文十余篇，其中 CSSCI期刊 6篇。其它代表性研究成果

包括：学术专著《英汉语通感隐喻对比研究》，由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出版；译著《五十年兄弟情谊》，由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出版社

出版；主持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修辞学

研究”等研究课题。 

 

李敏，女，辽宁大连人。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教

学副院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斯特劳斯堡大学访问学者，辽宁省

青年教育科研骨干，辽宁省精品课及资源共享课主讲教师，获沈阳

师范大学“首届青年教学标兵”,沈阳师范大学首届“爱岗敬业好

老师”等荣誉称号。英国伦敦三一学院 （GESE）口试考官，全国

（BFT）英语口试考官，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 5)口试考官。主

要研究兴趣为英美文学、文学文化翻译及口笔译教学。先后在国家

级、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级科

学研究项目及教学改革项目 20余项，主编或参编教材、译著 5部。

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类项目，获批国家级项目 1项，省校级项目

10余项；指导学生参加专业类竞赛，荣获辽宁省一、二等奖 20余

项。 

 张林，男，副教授，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英国伯明翰城

市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辽宁省侨联委员。沈北新

区政协委员。2001年入职沈阳师范大学。曾获得沈阳师范大学“青

年教学标兵”“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全国口译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优秀指导教师”“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

年教师优质课大赛”特等奖等称号和奖项。多次为辽宁省政府、辽

宁省委宣传部、沈阳市政府等单位担当笔译、交替传译、同声传译

等翻译工作。 



 

徐明玉，女，汉族， 1981 年 10月生，辽宁省辽阳人，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1999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2008

年获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翻译与文化比较中

心（CTCCS）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硕士学位，2020年

获辽宁大学文学博士研学位。2003年留校任教至今，2008 年晋升

讲师， 2016年晋升副教授。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基础英语、

翻译实践、口译实践、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等课程。 截至目前，

发表译文、论文 10余篇；主持省部级项目 7项，参与国家级项目

多项。 

 

 

王晓娜，女，1984年生，博士，副教授。2006年毕业于中南

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获学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北京语言

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17年毕业于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15

年 10月至 2015年 12月，在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学与翻译系以科研

助理的身份工作和学习。主要研究领域：理论语言学、英汉语言对

比研究、外语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目前已主持省级项目 1项，

主持校级项目 3项，参与省部级项目 3项，发表期刊论文 9篇，其

中 1篇 SSCI，1篇 CSSCI，编著 2部。 

 

 

 

 

 

 

 

 

 

 

 



六、代表性成果 

论    文 

出版社 题      目 时  间 作  者 

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学报 

独树一帜的莎士比亚叙事研究──从

《1599：莎士比亚生命中的一年》说起 
2017年 党伟 

出版广角 《薛定谔之猫》的译介与出版价值评析 2017年 焦君怡 

辽宁大学学报 
福克纳与大江健三郎小说中的身份主题

比较研究 
2018年 姜文莉 

Journal of 

Linguistics 

Review of Contrastiveness in 

Information Structure, Alternatives 

and Scalar Implicatures 

2018年 王晓娜 

中国外语 
典籍翻译的道与器——潘文国教授访谈

录 
2018年 王宇弘 

当代作家评论 贾平凹《废都》英译出版及其他 2018年 闫怡恂 

东北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译者选择的场景框架认知模式分析 2018年 闫怡恂 

外语与外语教学 
基于场景框架认知模式的译者主体创造

性研究——《青衣》平行语料库分析 
2019年 闫怡恂 

新文学史料 
《马伯乐》的续作与翻译——葛浩文、

林丽军专访 
2019年 闫怡恂 

项    目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时 间 主持人 

教育部 
文化符号视域下的莎士比亚传记形象研

究 
2018年 党伟 

国家社科规划办 
儒家经典俄译符际文化信息守恒与

失恒研究 
2019年 佟颖 

教育部 中国当代翻译（学）家口述史研究 2019年 潘佳宁 

平台基地 

级  别 名    称 时  间 

省  级 辽宁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2019年 

校  级 沈阳师范大学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 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