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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直博生专业目录

学科、专业名称及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050101 文艺学

01 儒学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研究 韩德民

02 海外汉学与中国学
徐宝锋

张西平

03 艺术史与艺术批评 尹成君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语法语义学及语法习得 施春宏

02 商务汉语与教学研究 张 黎

03 汉语教学分析与计算研究 郑艳群

04 现代汉语语法、词汇及教学研究 杨玉玲

05 汉语篇章/话语及教学研究 郑贵友

06 社会语言学与语言应用 张世方

07 语言测试与学习 王佶旻

08 汉语词汇及词汇教学研究 张 博

09 第二语言习得与认知 江 新

10 语言符号学 卢德平

11 句法语义学 熊仲儒

12 母语与第二语言习得 郝美玲

13 应用语音学 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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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认知神经科学 张林军

15 训诂学、古代与当代韵律语法 冯胜利

16 汉语词汇语义学 孟 凯

17 汉语语法及语法教学研究 郭晓麟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01 汉字学 陈双新

02 历史句法语义 帅志嵩

03 训诂与历史词汇 华学诚

04 古文字学 罗卫东

05 汉语语法史和语法学史 魏兆惠

06 汉语语音史 徐朝东

07 汉语历史语法与历史语义 吴福祥

08 汉语方言学与语言资源研究 王莉宁

09 汉语方言及其变异研究 黄晓东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出土文献与古代语言学文献 魏德胜

02 书法文献与书法史 朱天曙

03 古代语言学文献 华学诚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献 方 铭

02 唐宋文学与古代文论 郭 鹏

03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研究 张廷银

04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李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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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易学与中国文学 李瑞卿

06 先秦文学与文献 刘宗迪

07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刘青海

08 先秦两汉文学 陈民镇

09 中国诗学与魏晋唐宋诗歌艺术 韩经太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性别文化 李 玲

02 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 赵冬梅

03 中国当代文学 路文彬

04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 于小植

050107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01 民族语言文化研究 郭风岚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张 华

02 西方文学经典与比较文学 陈戎女

0501Z7 语言认知科学

01 语言认知 陈香兰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01 英美小说 胡 俊

02 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 张生珍

03 当代英语小说 穆 杨

050209 欧洲语言文学

01 汉语法语篇章语言学对比研究 王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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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法国文学 黄晞耘

050210 亚非语言文学

01 日本文学与文化 关立丹

02 日语教育 杨 峻

03 日语语言学 孙佳音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学研究 吴 平

02 语义-语用学及语言哲学 王 欣

03 智能外语教学与研究、二语习得 于中根

04 对比语言学 官 群

05 商务英语与语言服务 王立非

0501Z1 汉语国际教育

01 汉语语法及应用研究、华文教育传播与语言资源研究 王治敏

02 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研究 张 浩

03 汉语修辞学及修辞教学研究 李胜梅

04 汉语国际传播与管理、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与方法 吴应辉

05 语言文化研究 杨建国

06 汉语教材与教师发展研究 姜丽萍

07 商务汉语与在线教育研究 沈庶英

0501Z2 语言智能与技术

01 大数据与语言教育 徐 娟

02 语言智能与技术 荀恩东

03 计算语言学 邵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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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语言数据挖掘 刘贵龙

05 语音习得与智能技术 张劲松

06 语言与视觉媒体技术 张习文

07 语言信息处理 杨尔弘

08 大数据与语言教育 李吉梅

0501Z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01 儿童语言学 李宇明

0502Z1 国别和区域研究

01 中东研究 罗 林

02 欧洲安全战略与大国关系 黄 靖

03 国际组织研究 贾烈英

04 美国国家软实力研究 云国强

0502Z2 翻译学

01 翻译学
高明乐

吴 珺

02 翻译理论与实践 管兴忠

03 文学翻译、商务翻译 吕世生

0502Z3 语言与人脑科学

01 理论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人类认知与语言结构 陆丙甫

02 理论语言学及生物语言学 司富珍

注：每位导师限招收一名直博生，招收直博生后，该导师本年度原则上不再招收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