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语学院简介（学院代码 310） 

 

一、学院概况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于 2001 年，1999 年开始招收英语专业本科生。

目前有“英语”和“翻译”两个本科专业以及“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是

为信息通信领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语言服务人才的摇篮。 

学院师资力量强大。现有教职工 93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24 人，博

士 14 人、硕士 70 人，三分之二以上教师有国外进修或留学经历。近 5 年来，

共出版著作 30 多部；发表论文 400 余篇，其中在《外国文学评论》、《外语教

学与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5 项，其中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2 项，省级科研项目近 50 项，

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3 项。 

学院办学条件优越。学院“智能化数字语言实验室”装备了先进的笔译、同

传、智能口语评估、智能写作评估、学习情境模拟、文本资源生成与处理等设施,

能很好地满足学生课程学习和创新实习与研究的条件。 

学院人才培养特色鲜明。依托学校信息科学特色和优势，坚持“英语＋信息

技术+方向”的办学特色，培养能够使用技术手段进行技术翻译、技术写作和技

术传播的高端语言服务人才，学生就业质量高。 

二．翻译专业学位点简介 

办学定位 

依托学校信息学科优势，为中国信息通信领域培养高级专门语言服务人才，

我校 MTI 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面向 ICT 行业的技术翻译和技术传

播人才培养模式”。 

办学特色 

内容、手段“重”技术：开设 2 门信息科技翻译课程，使教学内容和翻译内容

技术化；见习实习、学位论文和其他翻译活动主要围绕信息技术展开；开设与《翻

译技术》相关课程两门，强化技术在翻译中的作用。目前开设的部分特色课程主



要有：应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原理与实践、信息通信概论、信息科技翻译、

技术写作与文档设计、技术翻译、程序语言与文本量化等。 

 

重庆市 2018 年技术写作与技术翻译沙龙 

 

重庆邮电大学 2017 年翻译技术沙龙 

 



 

重庆邮电大学 2016 年社科论坛：技术传播视野中的信息科技英汉互译沙龙 

国际合作“显”技术 国际合作以及师资培养和学生交流等方面倾向技术翻

译能力的提高和技术传播特色的打造。优先选择国外设有技术翻译和技术传播专

业的大学为合作院校。目前已经与美国大都会州立大学联合设立了“技术传播+

翻译”双硕士项目，其中美国高校的学位为理学学位；此外，还与北卡罗来纳州

立大学建立了“3+2”（英语+技术传播科学）本硕连读项目。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9 年技术写作工作坊（与大都会州立大学技术传播系联合举办）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丁慧玲教授在我院做项目宣讲 

 
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7 年技术传播工作坊（与大都会州立大学技术传播系联合举办） 

 

校企合作“先”技术：优先选择能提供技术翻译和技术传播岗位的企业作为实

习基地。我院已在诺基亚上海贝尔成都公司以及华为成都研究所建立了实习基

地，能够提供技术写作与技术传播领域的实习岗位。目前已有共计 13 名研究生

进入华为和诺基亚实习。 

 

 

 



 

学院领导、老师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研究所调研 

 

 

学院领导、老师赴诺基亚上海贝尔成都公司调研 

 

活动、赛事“显”技术：打造围绕信息技术的二课堂活动。学院 MTI 学生

近年获重庆市科研创新项目共 7 项。其中大都涉及到技术写作、文本量化、语料

库开发以及技术翻译等语言服务的前沿领域。 

 



MTI 学生近三年获重庆市科研创新项目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指导教师 立项时间 

1 基于语料库的中外专利文本对比研究 李诗品 汪顺玉 2015 年 

2 通信技术英语汉译策略研究 黄文婷 王凤 2016 年 

3 翻译的语言理论基础研究 周先羽 林忠 2016 年 

4 丝路帆远——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 袁瑞 高黎平 2016 年 

5 
技术传播视角下中国软件产品技术文

档的可用性分析 
舒畅 汪顺玉 2018 年 

6 
重庆（入境）旅游涉外翻译中的英汉

平行语料库开发与应用研究 
张军浩 王江 2018 年 

7 
基于技术语言标准的企业英文网站文

本分析－－以重庆制造业企业为例 
胡宇 汪顺玉 2019 年 

 

鼓励并指导学生参与全国计算机辅助翻译与技术传播大赛。2015 级学生周

雅获得第六届计算机辅助翻译与技术传播大赛全国二等奖。在第七届比赛中，陈

燕骄、严琼、彭小泓 3 名学生从全国 1360 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参加了 2018

年 6 月初在北京举行的总决赛，取得了 2 个二等奖、1 个三等奖的好成绩，我校

获优秀组织奖。 

 

2015 级学生周雅现场领奖 



 
周雅获奖证书 

 

 
2017 级学生陈燕骄、严琼、彭小泓现场领奖 



 

陈燕骄获奖证书 

 

 

重庆邮电大学最佳组织奖证书 

 



 

三、导师介绍 

MTI 导师有 10 人，其中教授 6 人（占 60%）、副教授 4 人（占 40%），获

得博士学位的教师 8 人（占 80%）。近年来，导师科研成果丰硕，获得多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1 项。同时还出版了大量专著、译著。 

 

学院国家级项目一览表 

序

号 
姓 名 成果名称 项目来源 

立项时

间 

1.  汪顺玉 
基于文本挖掘的中国政治话语国际传播

研究 

国家社科（重

点） 
2018.06 

2.  曹  华 巴以水冲突研究 国家社科 2013.06 

3.  王  江 英美经典现代主义作家与大众文化研究 国家社科 2010.06 

4.  王  晶 
信息通信技术在虚拟公共领域中的科学

传播话语体系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7.7 

5.  王  江 身体视角下的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09.05 

6.  王  慧 
实施藏汉英三语教育促进跨文化理解与

中华民族认同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 
教育部社科 2010.05 

7.  刘世英 汉英词序的认知功能对比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1.05 

8.  汪顺玉 
基于文本挖掘的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写

作能力评估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5.09 

9.  史敬轩 英国盎格鲁萨克森神话的语本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5.09 

10.  杨  颖 
诗人的宗教意识与国家情怀——柯勒律

治保守主义的“诗意道说” 
教育部社科 2016.06 

11.  曹  华 巴以水争端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1.09 

12.  冉诗洋 
中西文化差异视阈下的《红楼梦》英译对

比研究 
教育部社科 2011 

 



 

学院近三年部分专著 

 

 

学院近三年部分译著（非文学类） 

 

 

学院近三年部分编著译著（文学类） 



汪顺玉，教授，博士，重庆市翻译学会副会长，

重庆市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外文学会语

言测试专业委员会主任，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研究》

杂志顾问、《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

委。 

学术兴趣包括语言测试与评估、社会研究方法、

学术与技术翻译。出版学术专著 1 部、译著 3 部、教

材 3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重点项目 1 项、教育部项目 1 项，

省部级项目 3 项。为学生开设《问卷设计与数据处理》、《英语电子文本分析》、

《技术翻译》等课程。主要翻译成果包括译著两部《用 R 语言进行文学文本分

析》（2018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如何解读统计报表：研究报告阅读指南》

（2009 重庆大学出版社），编译 1 部《英汉经典诗歌翻译与赏析》（2009 年重

庆大学出版社）。 

 

刘世英，博士，教授，重庆市外文学会理事，美

国乔治福克斯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与翻译。近年来，出版学术专

著 1 部；在《外语教学》、《外国语文》等期刊上发

表论文 20 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重

庆市哲学社科项目 1 项，主研省部级教学科研项目 6

项；参编教材 3 部；获重庆市电教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排名第 1），重庆邮电大学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排

名第 2），课程教学优秀奖二等奖；获 2016 年校级“优秀教师”称号。主要翻

译成果包括译著《哈佛百年经典(32 卷)》（第 2）、《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

（第 3）。 



 

 

代晓丽， 教授，博士。重庆市社科专家库成员。

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出版学术专著 1 部；在《外

国语文》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省部级教学、

科研项目 5 项；获 2013 年重庆市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主要翻译成果包括译著《征服西班牙传奇--博纳

维尔上尉探险记》（第 2）。 

 

史敬轩，教授、博士（在读）。重庆市社科专家

库成员，英国目录学协会成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古英语文学及盎格鲁萨克森神话。出

版专著《通俗英语史》，参编《跨文化交际》、《中

西人文经典著作选读》；在《外国文学评论》等期刊

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 项，

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社科项目多项；获“重庆邮电大学第二届科研成果三等奖”。 

王蓉，教授，先后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和新西兰

坎特伯雷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承担英语高级视听说、

口语、口译，多次获校级课堂教学优秀奖一等奖。 

研究方向为课程开发，设计和评价，口译理论和

实践。指导学生多次参加国内和国际大学生英语辩论

赛和演讲比赛并担当裁判，获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赛

和辩论赛指导教师一等奖；指导学生获得重庆市大学

生英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12 次， 二等奖数次。获 “重庆市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

标兵”；获省部级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3 次；市级电教科研成果二等奖 4 次。公

开发表论文数十篇，主编和参编教材 7 部，主持市级教改项目和精品课程 5 项。

主要翻译成果包括出版译著《顺利完成硕博论文》（第 3）等参编译著 2 部。 

 



曹华，博士，教授，汉族，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中东学会理事，重庆邮电大学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国际学

院院长。 

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国別区域研究、高等教

育国际化和外事口译等相关领域研究工作。近年来，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 1 项，重庆市软科学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研

究和教育改革研究项目等 10 余项，在《西亚非洲》、《探索》、等多个核心期

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  

王江，副教授，博士，博士后（北京外国

语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首批外语学科“文

峰高端人才项目省部级后备人选”。担任《重

庆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重庆邮电

大学学报》（自科版）英语编审，《数字通

信》（英文）责任编辑。 

    研究方向主要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比较文学和跨文化交际、叙事学和修辞

学。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外语类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8 篇，其他期刊论文 10 余

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 1 项，教育部社科项目 1 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1

项；获重庆邮电大学第一届、第二届科研成果奖三等奖；荣获“重庆邮电大学优

秀青年教师”、“西南大学优秀博士”称号。 翻译成果包括译著《学生服务—

学生事务专业手册》（第 2） 

 

陈卉，博士、副教授，中国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学

会理事，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外语教学。担任翻译理论与实

践、英汉笔译、应用翻译、学术英语翻译等课程的教学

工作。主要成果包括专著《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与实践》

等。 



 

王强，副教授，硕士。 

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理论，旁涉韵律与翻译、典籍

翻译、科技翻译和法律翻译。在《外国语》、《现代

外语》、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等国内外学术

期刊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持重庆市科研项目 2 项，

校级教改、科研项目 4 项；两次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排名第 4、第 8），两次获重庆邮电大学优

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3、第 2），两次获重

庆邮电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排名第 1），多次荣获校级“优秀教师”等

荣誉称号。主要翻译成果包括出版译著《英韵弟子规》（独译）、《语言研究的

数学方法》（第 1-4 章）  

 

冉诗洋，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研究，对翻译学理论研究、

翻译史研究、翻译教学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红

楼梦》英译对比研究及法律翻译研究等有所涉猎。

在《中国翻译》《外国语》《中国外语》《中国出

版》《中国科技翻译》和《外国语文》等外语类核

心、C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 9 篇，主持教育部项目 1

项，主持市级规划项目 1 项。 

主要成果包括“翻译律令‘译讯人诈伪’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论文）、“国

内《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知识图谱分析”（论文）、《中英对照大清律例》（编

著）、《商务翻译基础教程》（翻译教材）等。 

 

 



 

四、办学条件 

硬件条件：学院有智能化数字语言实验室共 11 间。其中，有口译实训室、

机助翻译室、情景教室、数字语音室、数字广播室、自主学习室、语言测试室等。

配有听说读写译训练及测试系统。 

 

机助翻译室 

 

 

口译实训室 



 

外语情景教室 

 

实习基地：学校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研究所、诺基亚上海贝尔成都有限

公司、上海文化贸易语言服务基地、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语言桥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华电翻译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校外实习实践

基地。能够提供技术写作与技术传播领域的实习岗位。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都研究所来我院招聘 



 

诺基亚上海贝尔成都公司实习基地授牌仪式 

 

国际合作：学院与澳门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都

会州立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目前已经与美国大都会州立大学联合设立了“技术传

播+翻译”双硕士项目，其中美国高校的学位为理学学位；此外，还与北卡罗来

纳州立大学建立了“3+2”（英语+技术传播科学）本硕连读项目。为研究生国

际化发展搭建了平台。 

 

重庆邮电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3+2”合作项目落地仪式 



五、招生政策 

学校政策：奖助学金覆盖面广。奖学金包括在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研

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奖励、以及长飞奖学金、共进奖学金、华为奖学金等社会奖学

金。（具体奖项设立及金额标准以当年学校发布信息为准）此外，每位研究生均

可获得国家助学金；均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国家生源地贷款、校源地国家助学

贷款）、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助研助教助管、助理辅导员）、研究生临时困

难补助等。 

报考专业：报考专业：欢迎英语类专业和具备较强中英文语言功底非英语学

科专业的同学报考；也欢迎通信、计算机、电子工程、自动化、软件等信息学科

专业背景的考生跨专业报考。 

六、就业状况 

2019 届毕业生均已顺利就业。其中，有 5 人就职于电子、信息通信、电器

等行业的知名企业，包括海康威视、联想等，主要从事技术写作与技术传播工作；

其他毕业生进入了教育机构、培训机构、军工企业、高校等企事业单位。2019

届毕业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就业渠道多元、特色鲜明，行业及社会认可度

高，较好地体现了我院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