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审稿（投稿）常见问题 

 

如何选题 

1. 如何确定选题？选题有哪些注意事项和方向？ 

    首先，要明确选题是否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联系。如果从理论出发，一定要有实践案例

来演示该理论如何执行。如果从实践出发，最后一定要能够上升到理论，不一定是一个大理

论，可能是一个微理论或一个教学原则，但不能只讲实践，比如一堂 45 分钟的课是如何上

的。 

    其次，关于选题究竟选国外的还是国内的，我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向大家呈现。最近有一

位作者研究教师情绪劳动，这是国外后现代教师理论中的一种新理论，但是，她的研究对象

是中国教师，并对国内的教学提出建议。我们期刊现在刊发的文章更多是国内的研究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国外的理论不重视，而是研究国外的理论一定要跟国内的情况相联系。当

然，我们并没有计算过我们刊发的文章有多少研究国外的理论，有多少研究国内的理论，因

为这不是我们决定稿件最终录用与否的标准，关键是一线教师读了你的文章以后，会不会觉

得有灵感，有改进教学的愿望，或者说是否能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产生新的研究灵感。 

    总之，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要结合起来。 

    选题要有新意、有亮点，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能不能从这篇文章中得到启发，获得

灵感，不能光是复制前人的研究。有教师可能会有疑问：我是一个新手，我早期做研究可能

只能做一些复制性的研究。为了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复制性的研究是可以做的，但不一定都

能很快发表。 

    另外，从培养教师素质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经验不丰富的教师都要通过行动研究，把别

人走过的路再走一次，即 experiential learning。虽然撰写的文章可能发表不出来，但可以把

这种练习当作一个前期预备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发现一些问题，这也是大家正确对待实

践，自己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的过程。 

 

2. 是否接受综述类、语言加工、国际汉语教学方法、语言学史课程教学、非通用

语种教学等方面话题的论文或教材研究的非实证论文？ 

    如果非通用语种的教学论文只有实践，没有理论，是无法发表的，但若是理论联系实际

的论文，我们是欢迎的。 

    关于语言学史课程教学论文，例如教授文学、语言学概论的教师研究如何进行教学改革，

只要研究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对教授类似课程的教师有所启发，我们也是欢迎的。 

    关于国际汉语教学方法的论文，如果还是借用传统的外语教育理论来研究国际汉语教学，



可能我们就不大会刊登，但是如果基于国内新的理论假设，如续理论或产出导向法，在对外

汉语教学中进行一些新尝试，如果有创新，能够对外语教育有所启发的论文，我们也是欢迎

的。但是由于篇幅和版面有限，这类稿子不是我们的重点。 

    关于语言加工类文章，比如心理语言学方向的文章，我们是不刊发的，因为这类文章纯

理论的内容更多，与我们的课堂教学联系比较少。 

    关于综述类文章，我们也不太希望刊发此类文章，比如对 language processing 的综述，

因为对教学的启示不大，跟我们期刊定位不符。但是，如果是关于教学理论类的综述，对我

们的实践及国内教学有所启示，是可以的。不过，综述类的论文实际上不太好写，究其原因，

一是原始材料非常多，二是要梳理得特别清楚，三是要能够对未来的研究进行预测。要写好

综述，一般来讲，都需要做一个博士论文，或者一直从事某方面研究的学者来完成，国外有

期刊专门邀请在某个领域做了几十年研究的学者来撰写综述类文章，若自己的研究不够就来

撰写综述类文章，这样的文章可能很难发表。 

    关于教材研究的非实证论文，文老师曾经在国内某期刊发表过一篇关于外语教材编写原

则的文章，虽然这是一篇纯思辨性文章，但是基于作者多年编写教材的经验和教学经验凝练

出来的原则，对现在的外语教材编写仍有指导意义，那么这类观点性文章是可以刊登的。但

是，这类文章通常需要作者具备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某个领域有自己的看法，提出来的

观点有新意，比如怎么建设新文科，这就是非实证性的。 

 

3. 请问期刊对外语课程思政类教学文章有没有特别要求？ 

    外语课程思政研究不要空谈理论，要有案例，案例要有理论依据。 

 

4. 现在有一些期刊采用邀请权威学者组稿的方式收集稿件，请问主编老师们对

此怎么看？这对学术生态会产生哪些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硕博生及刚毕

业的青年学者该如何规划自己的学术发表生涯？ 

    首先，我们确实邀请某些学者组稿，但不都是权威学者的稿件，我们邀请的通常是对某

个研究领域有新意的文章。 

    其次，组稿的文章也是按照正常程序审稿的，并不是说只要是组稿文章，我们就会刊发，

所以对学术生态不会产生什么消极影响。实际上，我们是想让研究有专长的人能够引领学界

的研究。 

     对于硕博生及刚毕业的青年学者，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自己在硕博期间

做的研究课题，进行深挖、拓展，但每年计划发表的论文数量是没有办法决定的，因为能否

发表不取决于作者自己。 

 

5. 请问老师们平时如何保持紧跟领域前沿，紧跟时事？如何了解前沿理论？ 



首先，要经常阅读最新的期刊，以了解最前沿的内容。其次，多关注国家颁布的文件，

多听新闻联播，多看教育部网站，以了解时事，明确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总之，自己要不断

学习，如果仅仅完成硕士或博士论文就不再继续学习，很快就会和前沿或时事脱离。 

 

论文写作 

1. 对书评有没有什么要求，必须是国外新出版的吗？可以是新出版的教材吗？ 

一般来说，所评介图书一定是与外语教育理论、外语教学实践相关的，并不限国内和国

外，但是国外的多一些，因为很多国外新出版的比较好的著作，我们不一定能很快看到，但

并不是说我们不刊登关于国内著作的书评。 

按照投稿时间来算，所评介图书最好是两年之内出版的，比如说今年要投一篇书评，建

议所评介图书最好是 2020 年或 2021 年出版的，因为审稿和排期还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可能

6—8 个月，或者即使录用了可能也要再等上 2—3 期。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是三年前出版的

图书，等到最后刊出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 4—5 年了，这可能就有点过时了。 

关于书评的内容，首先我们不希望书评是简单地介绍书本身的内容，就好像把书的摘要

和提纲目录翻译成中文展示出来。我们其实最希望作者能够呈现所评介图书在其本身的研究

领域或者学科方向上有哪些贡献，能够带来什么新的知识贡献或实践启发，希望作者能够把

书评写成论述，这样的话，书评开篇要先点明该书立足的学科领域和研究方向，然后再来介

绍具体内容，不同的内容实际上是在佐证该书是如何带来这些贡献和启发的。最后的评述特

别希望一方面能够对外语教育学科前沿作出评述，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关照国内外语教育的问

题和现状，这样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 

关于书评中对图书的内容介绍和评述所占比例，内容介绍部分最好不要超过一半。比如

说一篇 4000—5000 字的书评，我们特别希望单纯介绍书本身主要内容的字数大概为 2000—

3000 字，如果再长的话，关于图书背景、其学科贡献及对我国国内外语教育的启示可能就

没有太多的篇幅了，因为书评本身的篇幅就比较少。 

 

2. 引言部分有可能涉及一些文献，文献综述部分还会涉及一些文献，这两种文

献可能会有些重叠，该如何处理？ 

这是一种很普遍也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在引言部分和文献综述部分引用同一文献的

论证目的不同。引言部分引用文献更多地是来说明我们做的研究前人没有做过，重在讨论研

究空白，也表明我们的研究是要填补某个研究空白，并具有重大意义。而在文献综述部分，

如果我们引用了同一个文献，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解释我们的研究和前人研究的关系。 

 

3. 讨论部分是文章的重要部分，但是很难写，是否可以从审稿的角度简单介绍

一下如何进行讨论？ 



每篇文章的结果不一样，讨论的角度就不一样。 

讨论最常见的问题是很多作者只是简单地对前文结果进行总结，讨论深度不够。因此，

建议大家在讨论部分更多地进行阐述，来分析、解释你发现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所探

究的若干事物之间的关联。但是，讨论这一关联时，需要与研究结果相勾连，当然，除了基

于结果，也可以在前人研究理论的指导下，加上自己的逻辑和推断，作出适当或恰当的推测，

这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不能讨论得太没有边际。讨论部分一般会出现两类问题：1）太过描

述性、总结性；2）太泛泛而谈、太脱离研究结果。 

讨论部分和期刊的定位也有联系，讨论本身也要体现学术性与应用性结合、科学性与社

会性并重，既要紧密结合自身的研究，又要体现足够的学术性，不能只谈自己的感受，而是

从学术角度结合相关文献进行探讨，或从真正挖掘研究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这一角度出

发，进一步提炼和升华。总之，要超越前面的具体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总结。 

 

4. 教学实践类论文是更偏向于以学期还是学年为单位？ 

大家可能知道，有一种研究是课例研究（lesson study），就是反复上一节课，然后进行

研究，所以研究的关键不是以什么为单位进行，而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不需要那么

长时间，但有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两节课就能解决的。 

 

研究方法选取 

1. 请问选取文章一般会考虑研究方法的权重吗？比如，定性、定量文章，或者

采用混合方法的文章，会考虑全定性的文章吗？有无研究类型或者研究方法的

偏好？ 

我们对研究方法的选择没有偏好，因为方法是用来解决研究问题的，我们其实更关注大

家的选题，至于研究方法，最重要的评判依据是所选用的研究方法到底能不能解决我们希望

解决的研究问题。 

 

2. 实证类研究受欢迎，还是理论深度高的研究受欢迎？ 

不管是实证类研究，还是理论深度高的研究，都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的核心问题，

或者实际中比较真、比较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来选择自己的选题，并开展研究。 

 

3. 常用的语言数据统计方法有哪些？ 

从数据统计的角度来说，可以分成参数类和非参数类，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方法。我

们的编辑团队、庞大的审稿专家队伍都是比较熟悉各种各样的统计方法，所以大家还是要根

据研究的实际需要来选择研究方法，包括统计方法，不必特别担心方法过新或太过传统，导



致审稿人对您的文章评价产生一些影响。 

 

4. 请问贵刊要求量化研究提供原始数据文件统计分析结果，对于质性研究需要

提供什么素材？ 

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要求作者提供量化研究中 SPSS 整个文件夹，但是如果作者使用

了问卷，一定要把问卷附在文章后面，也许文章刊发的时候，我们没有版面向读者呈现完整

问卷，但可能会通过文字提醒读者，若有需要，可以与谁联系。无论如何，不管是使用问卷

还是进行访谈，我们都需要看到作者的原始问卷或访谈提纲，若只呈现了数据，是无法判断

研究内容是否正确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作者提供访谈转录的全部文字（可能几万字），但是在文章里提

供素材的时候，肯定有引用，在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中，也一定要能够说明数据是怎么分析

得来的。虽然我们相信作者不会造假，但还是希望作者能够向我们提供判断你的研究是否可

靠的数据。 

 

审稿意见处理 

1. 遇到过审稿专家要求把研究问题放在文献综述之后，不放在引言，但是文章

没有专门进行综述，因为现有的研究文献比较少，在引言第二段梳理了研究现状，

于是没有按照要求修改，同时查看了该刊刊发过的文章，也有将研究问题放在引

言的情况，有两点想咨询专家：1）这种情况该如何回复审稿专家？2）研究问题

放在哪里比较合适？ 

文献综述实际上是在论证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研究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是要颠覆前人

的研究、拓展前人的研究还是综合前人的研究，所以我们无须把综述写得特别长，关键是要

说清楚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研究之间的关系，这是文献综述的核心要义，与研究文献的多或少

没有必然的联系。 

关于如何回复审稿专家，如果有些审稿意见您觉得特别难处理，或者说您还有其他的想

法，还是非常鼓励作者如实把这一情况陈述出来。因为我们的修改说明实际上是一个回应，

作者并不一定必须按照审稿意见来修改，审稿过程和复审本身是一个作者和编辑、审稿专家

进行交流的过程。所以只要您写清楚原因，说明做了哪些处理，我们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要进一步修改，也会再次给您作出反馈。 

关于研究问题放在哪里比较合适，我们觉得这与整篇文章的写作布局和架构有关。如果

文章的引言部分论证得很清楚，研究空白讲得很明白，研究问题相对来说又具有较强的逻辑

性和结构性，那么研究问题可以在引言末尾直接提出。有的时候需要通过文献进一步论证自

己的研究和前人研究具有什么关系后，才可能更顺理成章地提出研究问题。所以还是取决于

自己研究的特点，没有一定之规，但一般不会在引言开头提出研究问题。 



 

2. 作者认为研究有意义，反馈意见却认为无意义，如何处理？ 

我们特别尊重作者对自己研究的评价，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尽最大的努力，根据期刊的

宗旨、定位、学术规范等对您的研究作出评价，所以如果双方意见不一致，我们觉得可以鼓

励大家通过各种途径来沟通，但是沟通可能不会影响或改变整个审稿流程，这也是国际国内

各个学术期刊在处理稿件流程时的一个通行标准。 

 

3. 投稿时，初审认为不错，但要求字数不超过 8000，把字数降到 8000 后，外审

专家却说写得不够全面、深入，然后按照外审专家的意见修改后，字数往往会超

过 9000，请问这一问题该如何处理？ 

初稿不超过 8000 字是一个硬性要求，否则可能在预审时就会被退回去修改。但是在修

改过程中，我们确实有很多稿件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如果不是超特别多，还是可以在

外审过程中接受稿件字数略微超过规定的上限。当然在终审时，整个内容确定以后，还是要

压缩回 8000 字以内的。 

 当然极少数的情况下，可能也还会超过 8000 字，所以这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大家在

外审阶段不必过多关注这一问题，还是我们共同努力提升稿件本身的质量。 

 

审稿流程 

1. 审稿周期大约是多久？从投稿到录用，再到见刊需要多长时间呢？ 

审稿包括预审、初审、外审、复审和终审五个环节。预审阶段主要看文章是否符合本刊

的定位，即是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术性与应用性结合、科学性与社会性并重。同时，预

审阶段也会看文章的要素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投稿的各项基本要求，包括字数、参考文献等

方面。初审阶段实际上是再一次核实文章的方向是否符合本刊的定位。研究设计有无较大问

题，从而决定是退稿、退修，还是进入外审阶段。在外审阶段，我们会邀请两位专家对文章

进行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作者根据修改意见修改之后还要进行外审复核，复核通过之后可

以进入复审，复审之后提交主编终审，这其中每一步都可能会退稿或退修，大多数文章需要

退修 3—4 次，即使到了终审阶段，多数情况下，文章也还要退修几次才能够通过，或者最

后还是会退稿。 

所以即使所有流程都顺利，且外审复核和复审都只有一次，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从投稿

到录用也需要 3—6 个月的时间，如果中间需要多次外审复核和复审，那么审稿的周期自然

也会相应加长。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如果希望加快进度，一是投稿之前仔细了解期刊的各项

要求，确保定位比较准确，也符合稿件各项要素的要求。二是在收到修改意见之后，认真对

照意见进行修改，写清楚修改说明，在两周之内完成修改，及时返回，这样可能会节省一部



分时间，从而加快整个审稿流程。 

另外，文章何时见刊也需要看期刊本身栏目的安排，如果某一期期刊栏目的稿件比较多，

还需要根据投稿的时间等待排期。一般情况下，外语教学类的文章比较多，可能等的时间也

会相应长一些。关于整个审稿流程，大家都可以通过在线审稿系统实时查看，同时我们每次

退修都会发邮件给作者，大家也可以通过邮件和我们联系，随时查看文章进展。 

 

2. 刊发周期漫长，可不可以退稿？ 

如果期刊已经确认要刊发一篇稿件，但作者提出要退稿，可能不是那么符合学术规范，

因为期刊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审稿。 

因此，建议作者首先要遵守学术规范，如果一稿两投，这本身就是违规的。如果确实觉

得流程长，愿意重新再去试，我们也不反对，但是如果稿件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审稿流程，通

过了预审、初审甚至外审，这时候作者要是再退稿可能不是很好，当然作者有权利要求退稿，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终审退稿大概有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也在尽量减少终审阶段进行退稿。因为前面经过了那么多流程，到了最后还要

退稿，这对双方都是一个不太愿意接受的事实。 

虽然终审阶段的退稿率没有那么高，但还是存在退稿的情况，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有时候审稿人对我们期刊的宗旨把握得没那么准确，等到终审阶段，主编发现稿

子不太符合期刊的宗旨，但是，这种稿件即使被退掉了，也能投到其他更适合刊发的期刊上。 

第二，作者将文章改得面目全非，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容。一般情况是作者发现文章

改不出来，所以没有按照主编的意见进行修改，而是干脆重新弄了，这其实相当于换了一个

题目，是需要重新审稿的，所以只能退稿了。 

第三，文章到了终审阶段，突然发现研究设计有特别大的漏洞，逻辑也不严谨，但这种

情况很少见。 

总之，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终审阶段发现稿件确实有问题，要坦诚地与作者沟通，

讲明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作者有疑问，有时会打电话来沟通，我们会再跟作者讲一遍，一般

都能把作者说服，不要让作者觉得我们跟他过不去，非要让他退，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每一

次退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很难过的，犹豫半天，和大家讨论还有没有挽救的可能性，有

时候实在没办法挽救了，就只能退稿了。 

希望大家明白的是，既然有终审这一环节，就有退稿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尽量把这一

比例降到最低。实际上主编每次都付出很多的精力和心血来看每一篇文章，除非这篇文章在

研究设计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会退稿，其他的文章，主编都会提出非常详细的

修改建议，有的文章要经过多轮指导和修改，最后才能录用。 

 



4. 根据贵刊意见得知，文章选题很好，后面论证欠缺，那么被拒稿后，重新修改

的稿件能否再投贵刊？ 

如果我们认为选题很好，又适合在我们期刊发表，后续作过大修，论证有实质性的改进

以后，还是欢迎大家再重投的。 

 

作者资历 

1. 稿件录用与否是否与作者资历有关？ 

作者资历不是判断的依据，因为我们的审稿采用的是匿名评审制度，审稿专家并不知道

作者是谁，期刊非常注重培养年轻的作者，稿件录用与否，不看作者的学历、职称、职业和

院校，只看文章的选题是否符合本刊录用的标准，所以还是希望各位老师作好学术规划，聚

焦某一个研究领域去深入思考，从而能够写出更好的文章。 

 

其他 

1. 比较关心版面费的标准，可否介绍一下？ 

我们是不收版面费的。本刊从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进行论文代发业务，也不收取作者

任何费用，请各位作者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2. 对已在期刊发表过一篇文章的作者，下一篇的投稿是否有时间间隔，比如说

刊发一年后是否接受再次投稿？ 

对同一作者的文章一般一年不会有两篇，但即使是跨了年，连着两期也不会刊登同一作

者的文章。 

 

3. 联系编辑部有哪些方式？ 

作者可通过如下三种渠道与编辑部取得联系 

 

1）电话：010-88819032/9537 

2）电子邮箱：fleic@fltrp.com 

3）在线投稿系统：http://submit.celea.org.cn/fleic 

本刊编辑部仅会通过以上邮箱、电话以及投稿系统联系作者，通过其他渠道联系作者的

信息均不可轻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