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预通知）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中文教学现代化，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以及汉

语作为母语教学的现代化。前十二届的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分别在美国旧

金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香港城

市大学、韩国又松大学、中国鲁东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华侨大学、韩

国延世大学、中国澳门科技大学、越南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成功举办。经中文教学

现代化学会理事会讨论决定，第十三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将于 2022 年

8 月 18-19 日（17 日报到）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疫情以来，国际中文线上教学

有许多创新成果，因此此次会议还将突出国际中文教育现代化的应用成果展示，

欢迎一线教师及相关专业研究生积极参加，同时欢迎出版社、教育科技企业及相

关社会机构和个人积极参与。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办单位：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 

二、会议承办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北京） 

三、会议形式与地点： 

线上线下融合，线下的会议地点设在北京语言大学 

四、会议主题： 

(一) 中文教学现代化的理论、实践应用与反思； 

(二) 中文教学领域的融媒体及新技术应用与创新研究； 

(三) 后疫情时代下的中文教育研究； 

(四) 汉语水平测试现代化与多元化师资培训研究； 

(五) “中文+职业技能”教育的教学现代化研究； 

(六) 中文教学现代化的数字化教材、教学设计与优秀案例（同时提交电子作

品）。 

注：择优录取的论文与电子作品将在会议举行之前汇集成册，拟由清华大学

出版社正式出版（电子作品通过二维码扫描浏览）。会议将评选优秀论文与优秀

电子作品，向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五、会议工作语言： 

中文或英文 

六、论文和电子作品有关要求： 

(一) 论文 



围绕上述任意一个主题提交论文（排版格式见附件 1），字数一般不超

过 6000 字。已经发表的论文请勿投稿。如因一稿多投带来任何问题，责

任由投稿者自负。 

(二) 电子作品 

电子作品包括但不限于 PPT 课件、微课、动画、短视频、数字化教材。

其中，视频作品时长在 5 至 15 分钟。 

(三) 提交办法 

1、 在线提交：打开 http://xuebao.eblcu.com（不需注册登录），点击网

站左下方“2022 年第十三届中文教学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线投稿” 图片

按提示提交论文和电子作品（如有）；电子作品文件大小不超 1024M，

并需要提交作品登记表（表格见附件 2）； 

2、 邮件提交：在完成在线提交的同时，论文全文电子稿发至会议秘书

处邮箱 amcle@blcu.edu.cn（邮件名称：姓名+论文名称），以收到回复

确认为准。 

(四) 截至日期 

论文全文和电子作品提交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3 月 31 日。 

(五) 审阅录用 

会议秘书处组织专家对论文集中审阅，并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向录

用论文作者发出第二号通知（会议邀请函）。 

七、会议费用： 

(一) 线上参会会务费：500 元人民币（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会员享受八折优

惠，研究生凭学生证享受五折优惠）。 

(二) 线下参会会务费：1000 元人民币（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会员享受八折优

惠，研究生凭学生证享受五折优惠）。 

(三) 往返旅费、食宿费自理。 

八、会议通知及相关事项： 

请关注学会网站（http://www.amcle.org）和中文教学现代化微信公众号（名

称：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跟进会议通知以及相关事项。如对提交论文或作品

有疑问，可以加入咨询。 

·邮箱：amcle@blcu.edu.cn 

·电话：8610-82300172 

·QQ 群：333452911 

 

附件 1：论文排版格式 

附件 2：电子作品登记表 

 

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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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论文排版格式 

⚫ 论文页面设计 

纸型：A4 

上、下边距：4.35 厘米 

左、右边距：3.25 厘米 

即一共 38 行，每行 39 个汉字 

文内不要页码 

⚫ 论文内容格式 

标题：三号黑体、加粗（标题前加前空三号空行一行） 

作者姓名：小四号宋体 

作者工作单位及通讯地址：五号宋体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五号 Times New Roman 

摘要：小五号宋体，“摘要”2 字为小五号黑体、加粗 

关键词：小五号宋体，“关键词”3 字为小五号黑体、加粗 

英文标题：三号 Times New Roman、加粗 

英文作者姓名：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英文作者工作单位及通讯地址：五号 Times New Roman 

英文摘要：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其中“Abstract”为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加粗 

英文关键词：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其中“Key words”为小五号

Times New Roman、加粗 

正文：中文为五号宋体，英文、数字为五号 Times New Roman。文中如有

图表，请给图和表分别编号（图 1、图 2 等；表 1、表 2 等），图的编号及

名称置于图下方，表的编号及名称置于表上方，图表编号及名称的字体为小

五号、加粗。行文中文献引用采用下列格式：张普（2006）……，括注采用

下列格式：……（张普，2006）。 

文内标题：一级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加粗，前空五号空行一行；二级标题用

五号黑体、加粗，前后无需空行；如有三级标题同正文。 

参考文献：五号宋体，“参考文献”4 字为小四号黑体、加粗。参考文献顺

序为外文在先，中文在后，外文按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中文按作者姓氏

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注：五号字体即 10.5 号，小四号即 12 号，三号即 16 号 

⚫ 参考文献体例 

期刊：[序号]作者．题名．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专著：[序号]作者．书名．版本（第 1 版不著录）．出版地：出版社，出版

年：起-止页码 

论文集：[序号]作者．题名．编者．论文集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题名．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 

网络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

获得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注：参考文献目录中的句号均用实心的“．”,而不用空心的圈“。” 

⚫ 论文样张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发展模式初探 

刘文娟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学院  100083 

liuwj@blcu.edu.cn 

 

摘要：现代远程教育能够使得……。 

关键词：教育；模式；现代远程教育 

Elementary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Mode 

Facing 21 Century 

Liu Wenjuan 

Chinese Colleg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100083 

Abstract: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can make…. 

Key words: education; mod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0  引言 

Internet 作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一个雏形，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罗军锋等（2014）认为…… 

 

1  现状综述 

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发展模式…… 

1.1 终身化 

终身化体现于…… 

1.2 大众化 

大众化体现于…… 

1.3 多元化 

多元化体现于…… 

1.3.1 …… 

1.4 个性化 

个性化体现于…… 

 

2  未来发展趋势 

 

3  存在的问题 

 

4  总结 

 

参考文献 

[1]罗军锋，徐菲．大数据时代的高校信息化框架．中国教育信息化，2014（3）：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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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电子作品登记表 

 

 

作品 

名称 
  

作品

大小 
 

 

项目 

国际中文教育 

课件□ 

微课□ 

动画□ 

短视频□ 

数字化教材□ 

海外华文教育 

课件□ 

微课□ 

动画□ 

短视频□ 

数字化教材□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 

课件□ 

微课□ 

动画□ 

短视频□ 

数字化教材□ 

作者 

信息 

 

姓名 所在单位（按单位公章填写） 

  

  

  

联系 

信息 

姓名  手机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作品 

特点 

包括作品简介、教学设计、特色亮点等，1500 字以内 

 

 

 

 

 

 

 



 

 

作品安

装运行

说明 

安装运行所需环境，200 字以内 

  

共享 

说明 

是否同意“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将作品推荐给相关平台供用户浏览 

□是         □否    

我（们）在此申明所报送作品是我（们）原创构思并制作，不涉

及他人的著作权。               

作者签名：1.         

2.          

3.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