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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生学位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折射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水平。
本文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调研该校自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开始以
来的133篇硕士论文和10篇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从年度分布、研究方
向、研究方法、选题范围等多角度进行考查，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中
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学位论文、西班牙语、研究生

从学位论文选题看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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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graduates’ thesis can reflect to a larg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the postgraduate formation. In this article, we take the example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ISU) and carry out an investi-
gation on the titles of those master’s thesi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 total 
of 133 from the master’s and 10 at doctoral level until the pres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panic philology postgraduat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i-
ty,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nnual quantities,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ange of topics, in order 
to base on the investigation an analysis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panic philology post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Spanish education in China, postgraduate, thesis.

引言

研究生学位论文既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体现，又是教学点培养体系、
师资条件和学术能力的综合反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折射出研
究生教育的发展和水平。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于上世纪
50年代末，1986年获准招收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2005年起
招收汉语西班牙语比较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是中国最重要的西班牙
语研究生教育点之一1 。本文我们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调研该校自
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开始以来所有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并以
此为基础，分析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学位论文年度分布情况

我们调研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西方语系西班牙语教研室保存的所有硕士
和博士学位论文。从1991年至2017年，该校西班牙语专业共有硕士学
位论文133篇；从2009年至2017年，西语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0篇

1      根据2016年全国西班牙语年会发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西班牙语硕士点16个，博士点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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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绘制（2017）

从图1中可以看出，该校西班牙语专业的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完成于
1991年，该届也只有一篇硕士论文，题目是《试论西班牙语虚拟式》
，导师是孙义桢教授。此后的13年间，每年的硕士论文数量在波动中
有些许上升的迹象。从2005年开始，硕士论文数量出现了较为显著的
增长。从2007年开始，每年的论文数量保持在8篇左右，这与专业点从
2004年起每届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保持在8-11名学生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上外硕士研究生学制通常为三年，但2007级和2008级
这两届为两年半，这也造成了2009年的硕士学位论文达到顶峰，有15
篇，但这15篇中其实包含了2届学生的学位论文，一届7篇，一届8篇。
与此相对应的是，2011年仅有一篇延期答辩的学生提交的学位论文。
由于2009级以后学制又改为三年，所以从2012年起，硕士学位论文又
恢复到每年9篇上下。2015年由于延期答辩的几位学生同时答辩，因此
当年硕士学位论文数量较多，达到13篇，此后恢复到9-10篇每年。从
论文数量中我们可以看出，西班牙语硕士研究生教育稳步发展，从最
初的每年培养1-2名硕士研究生，到之后的每年4-6名，最后稳定在每年
培养8-11名硕士。

西班牙语博士的培养情况也可以从博士学位论文的年度分布状况反
映出来。从2005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陆经生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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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绘制（2017）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届招收的三名博士研究生均于2009年
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这3篇论文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最初的三篇
西班牙语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之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博士研究生完
成学位论文，至今已完成10篇博士论文。其中博士论文较多的年份是
2009年和2016年（均为3篇），2009年的3篇论文由第一届招收的博士
完成，2016年的3篇论文中1篇由第三届招收的博士完成，2篇由第四届
招收的博士完成。2011年有2篇博士论文，均由第二届招收的博士生完
成。2012年和2017年各有1篇博士论文，分别由第三届和第四届招收的
博士研究生完成。从博士论文年度分布数量中我们可以看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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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每隔两年招收2-3名博士，至2017年一共招收17名博士研究生，其
中已有10名学生完成博士论文，列表如下：

表1

年份 博士论文数量 博士论文题目

2009 3

从汉西修辞对比角度辨析西班牙语写作教学
策略
汉语西班牙语形态学对比研究
汉西附着现象的平行研究——西语人士对汉
语附着词的习得

2011 2
类型学视角下西语形容词在名词短语中的位
置及其与汉语形容词定语的比较
汉西领属结构的类型学研究

2012 1 西班牙语定冠词回指功能研究：汉西对比

2016 3

西汉否定结构对比及在西语教学中的应用
对中国学生的西班牙语表原因支配补语教学
研究
美洲地域变体口音对作为外语的西班牙语听
力理解的影响

2017 1 西班牙语计量名词与中文名量词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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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博士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13年间培养了10名博士，发展有序而稳
定。

学位论文选题分析

上一节中，我们概述了学位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本节中我们从研究
方向、研究方法和选题范围三个角度开展进一步的分析和调研。

研究方向分析

我们进一步对133篇硕士论文题目的研究方向进行考察，经梳理，这
些选题主要集中于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和国情文化研究四个方向。

（1）语言学：主要在西班牙语词法、句法、语义、词汇、篇章、语
用等层面进行研究，该方向的论文共有74篇，是选题最多的一个研究
方向。此外，除了语言本体研究之外，也有一篇论文涉及社会语言学
中有关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例如，《汉西指示用语比较研究》、《
西汉被动句的比较及翻译》、《西班牙语和汉语中歧义现象的对比分
析》、《有定性西汉对比研究》、《汉西篇章衔接手段对比》、《中
国新疆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中小学双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等。

（2）文学：主要是对西语世界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深层内涵、写
作技巧等方面开展的研究，该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共计25篇，选题既
涉及西班牙文学作品，也涉及拉美国家文学作品。例如，《小说<跳房
子游戏>与“合谋型”中国读者》、《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仙女>》、《
从女性主义视角探析<佩德罗∙巴拉莫>中的女性形象》、《<酒吧长谈
>的空间叙事研究》等。

（3）翻译学：主要研究汉西互译理论和实际应用，涉及研究内容包
括翻译理论、等值关系、文化内涵、翻译策略、可译性以及译本对比
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有24篇。例如：《预设理论及其在翻译中
的应用》、《翻译中语境对意义的确定作用》、《西汉互译中的增补
和省略》、《汉诗意象的异化翻译策略研究》、《关于译者在文学翻
译中的角色研究——<堂吉珂德>两中译本比较》等。

（4）国情和文化研究：该方向主要研究西语世界的文化内涵、跨文
化交际等内容，也有汉西文化差异对比的研究。此外，不少论文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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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文化研究与语言学和教学法相结合，开展文化在语言学、对外西语
教学等领域的应用研究。该研究方向的硕士论文共计10篇。例如，《
试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因素——西语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
、《文化范围中的价值观——中国人与西班牙人价值观一些方面的比
较研究》、《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试用跨文化视角看西班牙人》
等。

来源：作者绘制（2017）

各研究方向的选题分布图如上所示，从上图分布比例中，我们可以
看到，语言学占据最大比例，达到56%。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方向论
文最初更多的是本体方面的理论分析，如《西班牙语句外语义联系》
、《试论西语篇章的连贯性》等。而最近几年，更多论文在本体研究
的基础上开展教学应用或者翻译应用的探讨和分析，如《西班牙语非
宾语与格——汉西对比及教学策略研究》、《汉西数词对比分析及汉
语数词的西译》等。此外，在教学应用方面，除了有对外西语教学应
用，还涉及对外汉语教学应用，例如，《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学生的
理想汉字教学模式探讨：基于汉西对比理论》。

语言学之外，文学和翻译学方向的论文也占据较大比例，分别为19%
和18%。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大多选取西语世界或中国的经典作品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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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丰富多样，如《个体与集体的双重堕
落 ——论安娜•玛利亚•马图特作品中的阴影原型》、《莫言<酒国>与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叙事比较研究》、《歌与诗之间——西班牙语民
间传统歌诗与<诗经>中女性抒情之诗艺比较》、《红楼梦中的比喻翻
译》等。国情和文化研究方向的论文所占比例尽管最少，但却有逐年
上升的趋势，因为随着西班牙语学科的不断发展，除了传统的语言、
文学和翻译研究方向之外，区域国别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也体
现在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硕士论文选题关注西班牙的文化与国情，或
者开展拉美研究，例如，《美洲西班牙语同一性的文化基础》、《从
企业社会责任角度探究中企在秘鲁矿业投资的社会风险管理》等。

博士论文方面，从2009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第一
篇博士论文诞生至今，全部10篇论文的研究方向均为语言学，这是因
为国内西班牙语博士点数量仅有3家，博士生导师的数量也屈指可数，
因此博士论文的研究方面往往与博士点的研究方向密切相关。上海外
国语大学从2005年起开始博士研究生教育，挂靠于外国语言学及应用
语言学学科点之下，招收汉西比较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因此，目前
完成的10篇博士论文均为语言学方向，而且内容均是汉语和西班牙语
的比较。

研究方法分析

从研究方法角度分析，文献分析法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普遍掌握的
研究方法，很多论文后面所附的参考书目接近或者超过100条。西班牙
语硕博研究生参考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官方机构的年报、官
网、文件等相关信息；第二类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包
括期刊论文、学术专著、课题报告、会议发言等；第三类是作为研究
对象的文学作品的原著或者译著。

对比研究法也是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中西语言、文化、国情对比
正是西班牙语专业学生的特长所在。这类选题往往通过比较研究，梳
理归纳中西语言或国情文化方面的异同，这也正是这些选题的价值和
创新意义所在。例如，《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被动结构对比》、《中国
寻根文学与拉美土著文学的联系——<广漠的世界>和<黑骏马>》、《
等值在文学翻译中的实现——<儒林外史>中西文版本的对比分析》、
《西汉食物隐喻对比研究》、《试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因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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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等。从上面列举的题目中我们可以看
到，对比研究法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国情文化各个研究方向。
由于很多西班牙语硕士研究生同时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不少语言学
的硕士论文还开展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比较，例如，《从教学角度出发
比较英语和西班牙语构词法》、《西班牙语副动词的特点与英语-ing分
词结构的比较》、《西英词汇比较与中国西语词汇教学》等。

文本分析法是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这
些研究往往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基于本文分析的论证也比较扎实。例
如，《<政府工作报告>西、英翻译中的衔接机制转换：对比及教学应
用》、《从<蓝……>的中译文看文化内涵的传递》、《从叙事空间角
度解读卡门•拉弗雷特的女性意识——以<一无所获>、<破镜重圆>和<
日照病>为例》等。此外，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多文本比较，尤其是多
译本比较是翻译类论文经常使用的方法，例如，《西汉篇章衔接手段
对比及翻译 ——以<百年孤独>与其两部中译为例》、《关于译者在文
学翻译中的角色研究——<堂吉珂德>两中译本比较》等，这些论文通
过不同译文的比较，总结翻译规律或特点，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此外，有些论文使用调研的方法，或者开展实地考察，例如，《高校
西班牙语专业跨文化能力培养调查与研究》、《汉西公示语研究及其
互译策略初探》等。还有一些文章使用SPSS软件进行定量分析，如《
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听写部分试题科学标准制定研究》。

选题范围分析

从论文选题范围来看，硕士论文的选题范围不断缩小，日趋具体。例
如，同样是研究虚拟式，1991年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试论西班牙语虚
拟式》，选题范围较为宽泛，而2007年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关于西班
牙语虚拟式教学改进的思考》，从教学的角度切入进行探讨，缩小了
研究的范围，为文章较为深入的分析做好铺垫。有些选题选择的研究
对象十分具体，这也为“小题大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例如，2013年的
硕士论文《汉西“什么”与“qué”的对比分析及在翻译中的应用》，选择
的研究对象非常明确，就是汉语的“什么”和西班牙语的“qué”，通过比
较两者的异同来分析相关翻译策略。

很多选题通过增加副标题的方式限定研究范围，例如《非语言交际 
——中国西语教学中的跨文化视角》、《浅谈翻译的文化转向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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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解读刘习良、笋季英版<幽灵之家>》、《汉语话语标记对比
研究——以转折类话语标记为例》等。部分选题通过增加研究视角、
语料来源或理论框架来进一步缩小选题范围，例如《结构-用户视角下
面向汉语母语者的西汉双语学习词典研究》、《基于中西国家领导人
政治语篇语料库的概念隐喻比较及翻译策略研究》、《西班牙语时-体-
动作形态三角结构中的时间状语短语》等。

博士论文方面，由于博士培养的起步时间较晚，博士培养开始时西
班牙语学科的科研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博士论文的作者均
已经历硕士学位论文的撰写，积累了不少科研经验，考虑到博士论文
250页以上的篇幅，从2009年起完成的10篇博士论文的题目范围均比
较合适，也有明确的切入角度，选题范围适宜。不少博士论文在题目         
中就明确了分析视角或者研究框架，限定选题范围，为之后较为深入
的论证奠定基础。

例如，《从汉西修辞对比角度辨析西班牙语写作教学策略》、《类型
学视角下西语形容词在名词短语中的位置及其与汉语形容词定语的比
较》。有的选题研究对象本来就非常具体，例如研究西班牙语定冠词
的回指功能《西班牙语定冠词回指功能研究：汉西对比》。还有些选
题通过增加副标题的方式来限定研究范围，例如《汉西附着现象的平
行研究——西语人士对汉语附着词的习得》。

从选题看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作为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最为重要的高校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的
个案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
程和学术水平。通过上文对于该校西班牙语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情况和发展趋
势。

 
西语研究生教育长足发展

上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表明，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长足发展，这主
要体现在学位论文数量稳步上升和研究方向日趋拓展这两个方面。本
文第一节数据统计显示，西班牙语硕士论文的数量从1991年起稳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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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从最初的每年1-2篇硕士论文，到之后的每年4-6篇，最后稳定在每
年8-11篇。博士论文则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自2009年出现第一篇
博士论文以来已完成10篇博士论文。研究方向也从最初的以文学和语
言学为主，发展到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和文化国情研究四个方向。
此外，每个方向的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我们以语言学为例，研究领
域已从最初的西班牙语语言本体研究拓展到汉语和西班牙语对比，近
年来，又从语言本体拓展到社会语言学。

西班牙语硕士论文数量的增长和研究方向的拓展也表明硕士生导师的
队伍有了扩充，不同的导师有不同而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这也保证
了硕士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多元化。稳步增长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确保了
高层次、研究型西语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发展，也为研究方向的不断
拓展和丰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博士研究生培养则从无到有，实现了
零的突破，提高了国内西语人才培养的层次，是西班牙语学科建设取
得的重大进步。

研究生科研能力不断增强

从科研能力上看，西语研究生的学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表
现为选题范围缩小，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法也日趋多样和成熟。上
文第二节分析表明，西班牙语硕士点建立之初，受到当时国内整体西
班牙语界研究水平的局限，部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范围较大，但是
这些论文作为国内最初的西班牙语研究生培养的成果，仍然具有较大
的突破和创新价值。随着研究生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西语界科研成
果的日益积累，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断缩小，很多研究生基于前
人研究的成果，从不同角度切入或者研究其中更为具体的某个方面，
从小处着眼，细致考查和研究。选题范围的缩小也确保了研究内容的
不断深化，很多论文选题都有明确的研究视角、语料来源、理论框架
和研究对象，这些较为具体的选题确保了学位论文不是泛泛而谈，而
是针对特定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研究方法方面，上文的分析也表明，西班牙语研究生掌握的研究方
法也从最初的文献分析法拓展到对比分析法、文本分析法、调研法、
错误分析法等，同时，能够根据不同的选题选择切当的研究方法。此
外，还有部分研究生能够利用SPSS等数据统计软件开展定量分析，进
一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研究生在科学研究素养方面的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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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也从侧面反映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在本科以语言技能训练
为主的基础上，研究生阶段更多培养学生使用西班牙语进行科学研究
的能力，研究生也普遍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同时展现出较大的科研
潜力。

国际化培养初显成效

从很多硕博学位论文选题中我们还能看出，西班牙研究生国际化培养
也初显成效。国际资源的引入，拓展了研究生的科研视野，丰富了研
究生的经历，也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的培养水平。博士研究生方面，很
多学生参加了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因此很多选题都是国际西语学界研
究的前沿话题，外方导师的引入不但优化了学缘结构，也使得国内西
班牙语博士培养的水平进一步提升。

很多硕士研究生在第二年都有留学的机会，这个阶段也正是选题确
定的时间，因此，很多论文选题与留学经历紧密结合。例如，有的研
究生留学古巴，最后的硕士学位论文就以古巴西班牙语变体为研究对
象，题目定为《古巴通俗西班牙语中的非洲词汇》。有的研究生在西
班牙留学，能够实地考察西班牙公示语的翻译，因此结合中国相关翻
译的特点撰写学位论文《汉西公示语研究及其互译策略初探》。有的
学生利用国外留学期间的机会调研使用不同西语教材的中国学生，撰
写教学法方面的论文《使用不同教材的中国学生西语学习情况对比研
究》。有的学生在留学期间选修了当地大学篇章语言学的课程，最后
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与篇章语言学相关，题目为《西班牙语的冠词
和汉语的量词：篇章层面的对比研究》。还有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有
担任汉语教师的经历，因此开展调研，收集相关材料和数据，撰写有
关面向西语学生汉语教学的论文《针对母语为西班牙语学生的理想汉
字教学模式探讨：基于汉西对比理论》。

结论

从上文西班牙语硕士和博士论文选题分析来看，西语研究生的研究数
量稳步上升，研究方向日益拓展，选题范围不断缩小，研究方法日趋
多样，中国西班牙语研究生教育自设立以来已取得长足发展，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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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质量也日趋稳定。当
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抓住发展机遇，挖掘潜力，注重
吸收国内外多元力量，开展跨学科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进一步提高
西班牙语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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