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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1991年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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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统计分析

——以语言测试项目为例

辜向东、杨瑞锦，2014，语言测试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基于1991-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统计分析[J]，《外国

语言文学研究》（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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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年份立项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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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类别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青年项目 西部项目 总计

1993 / 1 / / 1

1996 / 1 / / 1

2000 / 1 / / 1

2003 / 2 / / 2

2004 / / 1 / 1

2006 / 1 / 1 2

2007 / 1 / / 1

2008 1 1 1 1 4

2009 / 3 4 1 8

2010 / 3 / / 3

2011 / / 2 / 2

2012 / 4 2 / 6

2013 1 2 3 / 6

2014 1 6 / / 7

总计 3 26 13 3 45

百分比（%） 6.67 57.78 28.89 6.67 100

表 1 立项项目类别分布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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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类别
985、211

大学

非985、211

大学
其他﹡ 总计

立项数量 25 15 5 45

百分比（%） 55.56 33.33 11.11 100

表 2 项目负责人工作单位分类统计

﹡其他类指军队系统的院校、科学院以及党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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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负责人

工作
单位

立项
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徐玉臣 长安大学

2006 科技语篇中语言评价系统研究 西部项目

2012
英汉科技语篇中语言评价系统对

比研究
一般项目

辜向东 重庆大学

2007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应

历时研究
一般项目

2014
基于证据的四六级、雅思、托福

考试效度对比研究
重点项目

表 3 获得两项立项的科研人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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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西部 中部 东部 总计

立项数量 8 6 31 45

百分比（%） 17.78 13.33 68.89 100

表 4 立项地域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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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研究内容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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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1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在外国语言

文字领域支持项目的研究成果分析

——基于Citespace

辜向东、虞程远，2015。在中国知网期刊高级检索中“支持基金”输入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份设置为“1991”至“2015”，然后检索。

检索结果“学科”选择“外国语言文字”，将节点类型（node type）设

置为“keyword”，“author”，“institute”，这里呈现的是三者的输

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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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5 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成果关键词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1991-2015 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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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015 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成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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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频次前150的文献得出的来源分布扇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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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选题与项目书拟定与修改

的思路——以本人团队三个国家社科项目为例

一般项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应历时研究，2007.3-2010.11，

（07BYY030），辜向东主持

青年项目：高考英语试卷内容效度历时研究（1977-2007），2008.6-

2010.12，（08CYY013），高晓莹主持，辜向东指导

重点项目：基于证据的四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对比研究（2014.6-

2017.12，（14AYY010），辜向东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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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
重点项目

基于证据的

CET & IELTS & TOFEL

考试效度对比研究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关注国家大事并

联系自己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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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卷调查

• 课堂观察

• 访谈

• 测试

• 文献分析

基准研究 课程教学要求

• 问卷调查

• 课堂观察

• 学生学习日志

• 国家级精品课程视频分析

• 访谈

历时研究

• 写作

• 修改

• 出版

结题报告与专著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4

CET改革
2013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

应历时研究》，2007.3-2009.12（07BYY030）。

教考结合，捕捉瞬间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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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高考英语全国卷与各省市自主命题卷共时与历时研究，2006.3-2007.12，重
庆大学人文社科青年教师科研启动资助专项（CDSK2006-19）。

 辜向东、高晓莹，2007，高考英语全国卷与各省市自主命题卷书面表达题共时与历
时分析（2002-2006）[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4）：39-47。

 辜向东、高晓莹，2007，2007年高考英语全国卷与各省市自主命题卷书面表达题共
时研究[J]，《中国考试》（12）：28-33。

 辜向东，2008，《高考英语全国卷与各省市自主命题卷共时与历时研究》[C]，成
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高晓莹、辜向东，2008，高考英语自主命题卷书面表达题的特色与问题[J]，《中小
学外语教学》（3）：18-22；载辜向东（主编）《高考英语全国卷与各省市自主命
题卷共时与历时研究》[C]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33-242。

 项目：高考英语试卷内容效度历时研究（1977-2007），2008.6-2010.12，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青年项目（08CYY013）。

关注改革与发展，做好前期研究准备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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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2 2005 2007 2009 2011 2013

CET

反拨效应
基准研究

高考内容
效度研究

英语专业和
TEM 相关研究

CET反拨效应历时研究

剑桥英语
考试影响
系列研究

2014 2017

CET

IELTS

TOFEL

效度对比
研究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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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基于证据的四六级、雅思、托福考试效度对比研究

2014.2.12-2.14 第1-6稿（个人草拟项目书）

2014.2.15-2.16 第7稿 （硕士生团队第一轮修改、反馈）

2014.2.17-2.18 第8-9稿（硕士生团队第二轮修改、反馈）

2014.2.19-2.21 第10-12稿（课题组和硕士生团队共同修改、反馈）

2014.2.22-2.25 定稿 （硕士生团队一起修改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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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主要参加者

二、课题论证

三、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障

四、经费预算

项目书主要内容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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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表 主要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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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1.1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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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写的第一稿和第六稿研究现状述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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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六稿研究现状述评开头的反馈（肖巍 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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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11稿研究现状述评开头的反馈（巧珍、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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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13稿研究现状述评开头的反馈（晓华 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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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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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1.2 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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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对第9稿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的反馈（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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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11稿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的反馈（瑞锦 赵路）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两个学生对第11稿选题的价值和意义的反馈（晓华 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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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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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2.1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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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项语言考试的简介固然重要，但似乎放在开头不太合适。我觉得在第一部分向后面

放一下，稍微介绍即可（因为这三项语言考试都广为人知，省下的文字可以多一些研究

背景的介绍）。开头宜稍微说明一下研究背景（如近些年基于论据argument和证据

evidence的效度理论的发展、新的效度研究方法的进展等等）。从一开始能够抓住

reviewer的眼睛似乎是最好的策略。

3）我个人觉得Cyril Weir的框架固然不错，也就是所谓的socio-psychological framework of 

test validation，可以选择作为本研究的guid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但是是否同时也可

以把本研究放置在更大的研究背景下？那就是argument-based validation (Kane, 1992, 

2001; 也包括Bachman, 2005; Bachman & Palmer, 2010)。我个人觉得，目前这三项语言考

试尽管有很多的validaiton studies，但是比较缺乏的是将这些studies组织起来形成coherent 

and forceful validity arguments。Chapelle等人2008年的著作是TOEFL考试采用argument-

based validation的代表。但是据我所知，其他两项考试似乎都没有类似的研究。如果放置

到这些背景下，再选择Weir的框架作为理论框架，是不是会更厚实一些？

国内同行对第9稿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反馈（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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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Xiangdong, 

This sounds like very interesting research, and really ambitious! 

I would be very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is research. 

I have one suggestion though: I think Weir‟s social-cognitive 

framework is not as influential as Bachman‟s or Chapelle et al‟s 

adaptations of Kane‟s work. I‟ve attached a draft chapter for a 

book volume where I compare these different frameworks. I 

would suggest that you consider using Bachman‟s AUA or 

Chapelle et al‟s validity argument framework. I‟m also sending 

you another chapter I recently published that might be helpful. 

Best,

Xiaoming 

国外同行对第9稿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反馈（Xi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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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11稿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反馈（钰文 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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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学生对第11稿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反馈（晓华 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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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学生对第11稿研究的主要内容的集中反馈（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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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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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2.2 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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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第6稿基本观点的反馈（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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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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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2.3 研究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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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七稿研究方法的反馈 （晓华 肖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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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外同行对第9稿研究方法的反馈（Guoxing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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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生对第9稿和第11稿研究方法的反馈（钰文 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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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和方法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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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2.4 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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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对第9稿创新之处的反馈（曼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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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处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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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3.1 前期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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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第一轮呈现（2014-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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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相关研究成果修改稿第二轮呈现 （201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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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定稿（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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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题论证

3.2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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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稿主要参考文献英文列的全是专著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主要参考文献定稿 （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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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项目研究的条件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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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生对主要学术简历的反馈（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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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简历定稿（201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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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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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推进与结题报告撰写

——以本人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为例

辜向东等，2014，《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应历时研究》

（上、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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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前期研究准备

——以本人和团队学习、教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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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的做学问 要做真的学问

上海交大读博（2001.3-2005.3）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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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才思泉涌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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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辜向东，2002，怀疑与误解——评《文汇报》文章“要素质还是应试

？”[J]，《外语界》（6）：66-70。

2. 辜向东，2003，走出大学英语阅读技能认识上的误区[J]，《外语界》

（4）：60-65。

3. 辜向东，2003，让事实说话：对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评论的反

证[J]，《外语界》（3）：49-53。

4. 辜向东、关晓仙，2003，CET阅读测试与大学英语阅读教材易读度抽

样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3）：39-42。

5. 辜向东，2003，The need to develop a test on fast reading in the CET[J]，

《中国英语教学》（2）：2-4，8。

6. 辜向东，2003，适合英语专业本科生使用的英语语言学教材——《英

语语言学导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6）：60-61。

7. 辜向东，2003，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 一部划时代的作品[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119-122。

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举例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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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专著与博士学位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大开眼界的UCLA 访学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里程碑似的第一次国际会议AERA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用耐心等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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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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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学习深造

奥克兰大学

香港大学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高校工作

山东大学

重庆大学

第三军医大学外语教研室

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

其它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重庆史迪威外语学校

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

司

……

指导硕士研究生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指导本科毕业生

哥伦比亚大学

夏威夷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吉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厦门大学

……

学
习
深
造

中国银行

河北省丰宁第一中学

苏宁电器

……

工
作
及
其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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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1. 郑宇静、辜向东，2015，从有效测试到有效使用：《语言评测季刊》十

年名家访谈启示录[J]，《外语与外语教学》（2）：58-63。

2. 辜向东、郑宇静，2015，语言测试的社会属性：《语言评测季刊》十年

名家访谈录及启示[J]，《中国外语》（1）：67-74。

3. 肖巍、辜向东、倪传斌，2014，CET的反拨效应机制：基于多群组结构

方程建模的历时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38-45, 97。

4. 辜向东、肖巍，2012，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进口与出口距《大纲》要求有

多远？[J]，《中国外语》（1）：4-9，15。

5. 辜向东、张正川、肖巍，2011，课改进程中的高中英语教学现状探究[J]

，《课程·教材·教法》（2）：68-73。（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

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入《中学外语教与学》2011年第8期。

近年指导的硕士生和本科毕业生发表论文举例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6. 辜向东、彭莹莹，2010，大学英语教师对CET认识的反拨效应历时研

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6）：37-41。

7. 孟凡娜、辜向东，2010，简短问答题计算机辅助评分系统的设计与实

验[J]，《外语电化教学》（1）：37-41，32。

8. 辜向东、杨志强，2009，CET二十年写作试题分析与研究[J]，《外语

与外语教学》（6）：21-26。

9. 辜向东、李志芳，2009，从“英语教学大纲”到“英语课程标准”的

词表过渡方案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3）：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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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FR: Self-assessment (A1, A2, B1, B2, C1, C2)

Nation, P. Vocabulary size test (English version and Chinese version)

教材：《现代大学英语阅读》（一周一单元）

Study Reading—A course in reading skills for academic purposes

小说： Hawking, S. My Brief History.

Graddol, D. Profiling English in China—The Pearl River Delta

News: BBC, VOA, NPR, CNN

 辜向东，2002，怀疑与误解——评《文汇报》文章“要素质还是应
试？”[J]，《外语界》（6）：66-70。

 辜向东、关晓仙，2003，CET阅读测试与大学英语阅读教材易读度
抽样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3）：39-42。

广泛涉猎与敏锐思维

 大一泛读课阅读材料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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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向东，2003，适合英语专业本科生使用的英语语言学教材—

《英语语言学导论》[J]，《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6）：60-61。

 辜向东、向朝红，2004，给人以鱼，一日食鱼；授人以渔，终身
得鱼——《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书评[J]，《外国
语言文学研究》（2）：84-86。

 辜向东，2003，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 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119-122。

 辜向东、彭康洲， 2008，从测试有用性到测试使用论证：
Bachman语言测试理论的新发展[J]，《中国外语》（6）：37-41

，46。

普及与经典结合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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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研大纲、教材、教法，在教学与测试中找突破

教学 考试

教学大纲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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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向东，2003，The need to develop a test on fast reading in the

CET [J]，《中国英语教学》（2）：2-4，8。

 辜向东、李志芳，2009，从“英语教学大纲”到“英语课程标准”的
词表过渡方案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3）：46-51。

 辜向东、张正川、肖巍，2011，课改进程中的高中英语教学现状
探究[J]，《课程·教材·教法》（2）：68-73。（本文被中国人民大
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收入《中学外语教与学》2011

年第8期。

 辜向东、肖巍，2012，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进口与出口距《大纲》
要求有多远？[J]，《中国外语》(1)：4-9，15。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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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向东、李志芳、张书奎，2009，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快速阅读部分内
容效度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258-263。

 辜向东、李亚果，2010，改革后CET听力测试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任
务特征分析[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6）：71-74。

 杨志强、辜向东、刘晓华，2013，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CET

washback o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Revisiting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of one sampled university[J], 《中国应
用语言学》36（3）：304-325。

 辜向东、杨志强、刘晓华，2013，CET对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反拨效
应历时研究——重访三位大学英语教师的课堂[J]，《外语测试与教学
》（1）：18-29 。

 辜向东、张正川、刘晓华，2014，改革后的CET对学生课外英语学习
过程的反拨效应实证研究——基于学生的学习日志[J]，《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学报》（5）：32-39。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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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向东，2003，让事实说话：对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评
论的反证[J]，《外语界》（3）：49-53。

 辜向东，2003，走出大学英语阅读技能认识上的误区[J]，《外
语界》（4）：60-65。

 肖巍、颜巧珍，2014，将CET与学生毕业和学位挂钩一定是负
面的吗？——基于CET改革前后对教师的历时问卷调查[J]，《
外语与翻译》（录用）。

 雷雪梅、辜向东，2014， CET-4翻译试题难度一致吗？——以
2014年6月CET-4三段平行翻译试题为例[J]，《外语测试与教学
》（录用）。

反向思维，挑战权威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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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辜向东，《TEM二十年内容效度研究》，2010.1-2013.12，

重庆大学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专项基金重点项目（
ZX09ZD01）。

 辜向东、杨志强，2009，CET二十年写作试题分析与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6）：21-26。

 辜向东、彭莹莹，2010，大学英语教师对CET认识的反拨效应历时
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6）：37-41。

 辜向东，2004，过去十年反拨效应研究综述：问题与趋势[J]，《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4）：69-89。

 刘晓华、辜向东，2013，国内外反拨效应实证研究二十年回顾[J]

，《外语测试与教学》（1）：4-17。

总结与反思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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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o. X & Gu. X (2008)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n test-taking process for banked cloze,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4), 3-16.

 Zheng. Y & Gu. X (2009)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long dialogue multiple-choic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ests: retrospection approach, Teaching English in China (6), 15-26.

 Gu. X & He.Y (2011)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n testees‟ process of taking English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est in TEM 8, Foreign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3), 67-73.

 Gu. X & Shi. C (2012)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test-takers‟ cognitive and metacognitive

processes in taking a compound dictation test,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4), 400-

420.

 Gu. X & Wang. J (2013)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n test-takers‟ processes of taking sentence

translation test in CET-4,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sycholinguistics in China,

Xiamen.

 Gu. X & Shen. Y (2014) An introspective study on test-takers‟ processes of taking vocabulary

test in reading section of HSK-6, the 5th ALTE, Paris.

 Gu. X & Lv. Q (2014) A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y of Chinese test-takers‟ strategy use when

taking IELTS Academic Reading Test. Cambridge Staff Seminar, Cambridge.

 Gu. X & Xu. J (2014) What does passage translation task measure?—Connecting translation

assessment with instruction by investigating test-taking processes, the 2nd National Symposium

on Pragmatic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

进行系列与跟踪研究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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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向东、孟凡娜、肖巍， 2011 ， Theoretical basis and experimental

application of an auto-marking system on Short Answer Questions[J]，
Cambridge Research Notes (45): 14-19.

 肖巍、辜向东，2011，《计算机技术下的语言评估》评介[J]，《招生考
试研究》（2）：101-103。

 肖巍、辜向东，2012，结构方程建模在我国外语界的使用——回顾与思
考[J]，《外语测试与教学》（4）：34-41。

 肖巍、辜向东，2013，基于神经网络的空白题识别技术及其在CET主观
题阅卷中的应用[J]，《当代外语研究》（2）：37-40 。

 肖巍，辜向东，倪传斌，2014，CET的反拨效应机制：基于多群组结构
方程建模的历时研究 [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38-45,97。

创新与合作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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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专题研讨，2006.4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国际语言测试学术研讨会 (LTRC)系列发言 , 2009, Denver; 2010,

Cambridge; 2011, Michigan; 2013, Seoul; 2014, Amsterdam; 2015, Toronto.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AILA）专题研讨，2011.8，北京

EFL testees‟ test-taking processes in four test types: verbal protocol analysis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专题研讨，2012.1, 2012.9, 2013.9, 2014.9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ET Washback on Teachers‟ Teaching Processes and Behaviors

：Classroom Observation

Impact of Cambridge English Exams in China—A mixed methods case study of „KET for

Schools‟ and „PET for Schools‟

Cambridge English Impact—20 Years of BEC in China

A TAP Study of Chinese Test-takers‟ Reading Strategy Use When Taking IELTS

Academic Reading Test

 第七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专题研讨，2014，南京
Impact studies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nglish exams on different groups of key

stakeholders

交流与促进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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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国际眼光，进入国际视野

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官网http://www.cambridgeenglish.org

KET/PET 

for Schools

BEC

IELTS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CAE

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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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多重角色的协调与平衡

——以本人随笔《半个世纪的测试人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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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培养人才 为人才创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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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求
卓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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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SAIL

As we sail through life,

Don‟t avoid storms and rough waters.

Just let it pass.

Just sail,

Always remember,

Calm seas never make skillful sailors.

WHY NOT YOU

Today is a new day!

Many will seize this day.

Many will live it to the fullest.

Why not you?

For A Better Tomorrow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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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s 
---- Langston Hughes 

Hold fast to dreams                  千万不能丢掉梦想,

For if dreams die                      因为假如梦想破灭

Life is a broken-winged bird    生活就像小鸟断了翅膀

That cannot fly.                        再也不能展翅飞翔

Hold fast to dreams                  千万不能丢掉梦想,

For when dreams go                 因为梦想一旦离去

Life is a barren field                 生活就像冬天的田野那样荒凉

Frozen with snow.                    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Reading  is  to  the  mind  what  exercise  is  to  the  body.

——Central Library Cambridge

 To  read,  write,  think  and  dream.

——Library UCSD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Alfred Tennyson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高教出版社科研立项与结项研修班



联系
方式

13983732737

1847387835

xiangdonggu@263.net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1398373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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