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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内容 

 

 

学
科
门
类 

哲学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外国语言文学 

英语语言文学 

俄语语言文学 

法语语言文学 

德语语言文学 

…… 

新闻传播学 

经济学 

法学 

管理学 

… 



二、专业设置 

培养
目标 

语言 
技能 

社会文
化知识 

跨文化
交际 
能力 

人文 
素养 



二、专业设置 

课程体系 

通识课 
思政课、中国传统文化、
高等数学、艺术、体育等 

基础课 
听力、精读泛读、口语会
话、写作、语音、语法等 

专业课 
文学（史）、社会文化、
口笔译、语言学、修辞学、

跨文化交际等 

特色课 
本专业与商贸、旅游、法

律、新闻等结合 



二、专业设置 

英 

语 

专 

业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拥有丰富
的英语语言文学知识和相关社会文化知识，
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差异意识，语言
与文化交融，知识和能力并举的复合型、高
层次专业人才 

课程包括：综合英语、英语演讲与辩论、高
级写作、综合口译、英汉（汉英）笔译、普
通语言学、美国文学经典选读、比较文学、
语义学与思辨、英国社会文化、跨文化沟通
导论、语用与翻译、时文翻译等 



二、专业设置 

葡
萄
牙
语 

专 

业 

培养具有扎实的葡萄牙语语言和文化知识，
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均衡发展，具
备熟练的葡语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较好的
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能够胜任外事、经贸
、文化、教育等领域葡语相关工作的复合型
、高层次人才 

课程包括：基础葡语、中高级葡语、翻译理
论与实践、听力、口语、阅读、写作、葡语
视听说、葡语国家国情介绍、口译、葡语报
刊选读、经贸葡语、巴西文学和文化等 



三、发展前景 

国家机关：外交部、中联部、商务
部、海关等 

事业单位：新华社、广播电台、出
版社、高校、科研院所等 

企业单位：涉外企业、金融、培训
机构等 

国内外升学深造 



四、招生情况---全国主要外语院校 

 

 

地域分布 学校名称 地域分布 学校名称 

华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华南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华北 北京外国语大学 华东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华北 北京语言大学 华东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华北 大连外国语大学 西南 四川外国语大学 

华北 天津外国语大学 西北 西安外国语大学 



四、招生情况---北京地区主要招生院校 

学校名称（按拼音排序） 外语专业数量 专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8 英语、葡语、西语、法语
、非通用语 

北京外国语大学 102 英语、葡语、俄语、翻译
、非通用语 

北京语言大学 12 英语、葡语、日语、韩语
、非通用语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5 英语、葡语、阿语、希腊
语、非通用语 

中国传媒大学 22 英语、葡语、印地语、匈
牙利语、其他非通用语 



四、招生情况---内地高校招生途径 

大类招生vs专业招生 

统考招生vs特殊类型招生（艺术类专业、
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保送生、
单独招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等）   



五、澳门学生内地升学政策 

1.入学方式 

联合招生考试/内地统一高考/免试入学 
 

2.培养方式 

统一编班，统一培养，统一毕业标准 
 

3.生活待遇 

相同的住宿条件、学费标准，教育部专项奖学金 

 



五、澳门学生升学培养政策 

4.近年北二外招收澳门学生情况 

 

 
年份 招生人数 专业 

2017 4 葡萄牙语、酒店管理 

2018 8 葡萄牙语、酒店管理、汉语国际教育 

2019 10 英语、翻译、朝鲜语、西班牙语、葡
萄牙语 



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升学政策介绍 

1.学校简介 

1964年创建   周恩来总理    

外国语言文学&旅游管理 

培养“多语种复语、跨专业复合”的具有国
际视野、家国情怀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5个学科门类：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哲学 

44个本科专业 

28个外语语种 

            

 

 



名家名师 

新中国早期资深翻译家 

李越然、苏琦、周锡卿、

董乐山、管震湖、李传松

、王志佑、王文炯、舒雨

等先生都曾在校弘文励教 

 



55年    培养近50000名专业人才 
• 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是

1977级日语专业校友 

• 原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中
联部副部长徐绿平、原外
交部副部长程国平、原中
联部副部长刘洪才、原中
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
中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常
振明、同济大学副校长江
波、世界旅游联盟秘书长
刘世军、美国新生代华裔
电影导演胡安等一批政界
、外交界、商界、文教界
杰出人士 



2. 优势特色学科 

北京市高精尖建设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学科：28个
外语专业，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个教育部综合改
革试点专业，1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个国家级教学
团队 

专业名称 

英语◄◄ 法语 拉脱维亚语 斯洛伐克语 

商务英语 西班牙语 爱沙尼亚语 斯洛文尼亚语 

日语◄◄ 葡萄牙语 立陶宛语 阿拉伯语◄◄ 

朝鲜语 意大利语 塞尔维亚语 波斯语 

印地语 波兰语 罗马尼亚语 土耳其语 

俄语 捷克语 阿尔巴尼亚语 希伯来语 

德语 匈牙利语 保加利亚语 翻译** 



2. 优势特色学科 

北京市高精尖建设学科---旅游管理学科 

 4个专业：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人文
地理与城乡规划（旅游规划与开发） 

 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1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通过世界旅游组织教育质量最高年限认证 

 全国首批MTA招收单位 

 率先在全国获得饭店管理和会展管理硕士学位授权点 

 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联合招收博士 

 



3. 人才培养特色 

校内融合培养 

 辅修、双学位和本科专业课程一体化改革，实行外语复语（英语+小

语种）和专业复合（专业+英语或专业+小语种），最大限度增加学生

自主选择权，本科生可跨专业、跨年级选课 

 非外语类专业的学分中包含42的大学英语学分，达到相关规定要求的

，可以获得英语专业辅修证书或双学位证书 

 外语类专业的复合特色通过内部课程设置或与专业院系复合来实现，

学生可以自选语种作为第二外语的专业必修课，达到26 学分可获得

专业辅修证书，达到42 学分可获得双学位证书 

 



3. 人才培养特色 

国际联合培养--法国夏斗湖校区 

• 探索人才培养国际化新模式，在法国夏斗湖“中法国际大学城”设立

校区 

• 从在校生中遴选部分优秀学生，以全额或半额奖学金的方式资助学生

前往夏斗湖校区进行为期1-2年的学习 

• 学生完成学业可获得法国奥尔良大学“对外法语专门文凭”，非法语

专业学生还可获得我校法语专业双学位证书 

 



3. 人才培养特色 

高端人才培养实验班 

 组建以培养拔尖翻译人才为目标、以“中、英、小语种复语”方向为

特色的校级翻译人才实验班， 

 全校各专业排名前列的学生通过选拔考试在大二时进入实验班学习 

 实验班课程以翻译和复语为特色，培养能胜任外事外交工作的高层次

、复语型翻译人才 



4. 国际交流 

• 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17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建立
长期良好的合作交流 

• 每年派出500多名在校生赴外留学 

• 有1000多名国际学生在校学习 

• 承办了6所孔子学院，积极参与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5. 毕业就业 

• 98% 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 

• 40%左右的本科毕业生考取全国知名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或到国外高校留学深造 

• 近85%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北上广城市工作 

• 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比全国211院校平均水平高
10%，月收入连续四届均高于全国211院校平均水
平 



 

 

     



欢迎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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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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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业
有优势 

国际交流
广 

就业率高 

学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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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