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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学院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学科建设：

学院现设朝鲜语、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印尼语、缅甸语、马来语、泰语、柬埔寨语、印地语、土耳其语、波斯语、豪萨语、

蒙古语等13个语种专业，语种专业所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天津市重点学科，现有亚非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两个学术

硕士学位授予权和翻译硕士（韩语口译、韩语笔译、阿拉伯语笔译）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

课程建设：

拥有市级精品课程1个 ：《基础朝鲜语》；天津市一流本科建设线下课程1个 ：《韩国语/朝鲜语写作1》；天津市一流本科建设线

上线下混合式课程1个 ：《国际经贸阿拉伯语阅读》；天津市高校新时代“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1个 ：《世界跨文化交流》。

师资力量：

亚非语学院现有专任教师41人，具有海外留学或访学背景的教师比例达83%，拥有高级职称教师比例达20%，研究生导师的

比例达34%。

天津市教学名师 1人
天津市德业双馨十佳教师 1人

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 1人
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阿拉伯语分委员会委员 1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非通用语分委员会委员 2人
天津市“131”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1人
天津市“131”创新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7人

天津市高校“青年后备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1人
天津市高校“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1人

天津市优秀青年教师计划 1人

学生发展：

近三年获得全国高校“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征文大赛一、二、三等奖 ；“that's阿拉伯网络小说翻译比赛”一等奖 ；

全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学生微视频制作大赛二、三等奖和优胜奖 ；全国波斯语演讲比赛一等奖 ；全国印尼语演讲大赛一等奖 ；“第

十届国际口笔译大赛同声传译邀请赛”团体二、三等奖，个人二、三等奖。

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大型国际会议、展会的翻译和外事接待服务，如夏季达沃斯论坛、国际脱盐协会世界大会、东亚运动会、

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世界智能大会等。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建设需

要为目标，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国际视野及家国情

怀，掌握韩国语/朝鲜语语言学、文学、经济学等相关基础知

识与理论，具备较强的语言应用能力、跨文化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能在经贸、外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相关部

门从事国际商务、国际交流、行政管理等工作的国际化应用

型复合型创新人才。

 ◈职业前景：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各领域关系发展迅

速，现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特别是2015年以来，双方签订

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在经济发展、企业运营、群众生活等方

面交流更加广泛、深入。目前，双方共建立近200对友好省市

关系，仅在天津投资的韩国企业已超过两千多家，为韩语人

才提供广阔的就业空间。

天生我才 2022年招生专业

｜朝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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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语学院

｜朝鲜语｜

｜阿拉伯语｜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品牌特色专

业、天津市优势特色专业、所属一级学科为天津市重点学科、天津市

教学改革试点项目。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外社会实践”

 ◈核心课程：基础朝鲜语、高级朝鲜语、朝鲜语视听说、朝汉互译、朝

鲜语语法、朝鲜文学史、朝鲜文学作品选读等。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朝鲜语基础

知识和语言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系统的相关专业

领域知识与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各大城市边检

站、大韩航空、韩国友利银行、北京现代公司、天津三星电子公司、

浦项制铁等。

  ●就业岗位：翻译、教师、政府工作人员、记者、新闻编辑、文学作

家、外交人员、外资企业工作人员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2018届毕业生段文文，现就职于天津三星视界

有限公司。该生就读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奖学

金、校长特别奖学金等，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国际、国内赛事并获奖。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韩国首

尔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庆熙大学、韩国西京

大学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2021届毕业生苗滟，现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朝鲜语口译专业。该生获得国家奖学金，获得“天外青年百颗星之

公益之星”称号。曾在天津市津南区采购韩国口罩过程中进行材料

翻译、在河西区入境人员隔离工作中提供翻译服务、在天津机场担

任海关随行翻译，协助进行流调工作。曾在中原龙浩有限航空公司

实习，在朗姿韩亚资产管理公司兼职笔译工作。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熟练的阿拉伯语语言技

能、厚实的阿拉伯语言文学、历史、文化专业知识和其它相关专业知

识，能运用阿拉伯语和汉语从事教育、管理、翻译、外事、外贸、研

究等各种工作的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阿拉伯语人才。

 ◈职业前景：阿拉伯语是22个阿拉伯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联合国六种

正式工作语言之一。阿拉伯国家超过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1/10，拥有

的油气资源为全球之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和坚实的政治基础，也是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边经贸往来历史悠

久，合作基础良好。中阿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化为阿拉伯语人才提供

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天津市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市级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市级“阿拉伯语翻译理论与实

践”教学团队、天津市教学改革试点项目。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外社会实践”

 ◈核心课程：基础阿拉伯语、高级阿拉伯语、阿拉伯语视听说、阿拉伯

语口语、阿拉伯语语法、汉-阿笔译、阿拉伯语阅读、阿拉伯时事研

读、阿拉伯国家国情、阿拉伯经典文学作品选读。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阿拉伯语基

础知识和语言基本技能。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系统的相关专

业领域知识与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中石油、中海油、中建总公司、中铁十八局、南

京大学、吉林外国语大学、深圳边检、阿拉伯驻华使馆、中非泰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海康威视集团、阿尔及利

亚AMC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百度、字节跳动、科大讯飞、上海世邦

集团等。

  ●就业岗位：翻译、教师、政府工作人员、记者、新闻编辑、外交人

员、国企及民企工作人员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2022届毕业生王瑞，外交部定向培养人选。该生

就读期间曾任亚非语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曾获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校长一等奖学金等多项奖励，曾获天津外国语大

学“我最喜爱的青春人物”、“优秀共青团员标兵”和“自强之星”

等多项称号。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英国伦敦学院、爱丁堡大学、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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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掌握扎实的印尼语语言文化基础和

比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印尼语运用能力、

跨文化能力并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版、

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研究、教学、

管理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专业人才。

 ◈职业前景：印尼自然资源丰富，是世界第四人口大

国、亚洲第三大发展中国家、东盟第一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迅速。近年来，随着中印尼关系快速发

展，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教育、投资以及能

源等方面的合作进展迅速。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

及京津冀区域经济建设发展，国内亟需一批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

竞争的国际化印尼语人才。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专

业建设项目；市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项目；

《东南亚文化》慕课。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

外社会实践”

 ◈核心课程：高级印尼语、印尼语口译、印尼语笔

译、印尼语视听说、印尼语阅读、印尼语写作、印

尼国家概况、中-印尼文化对比研究。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

握印尼语听说读写译能力，通过英语四六级，具

备计算机相关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北京语言大学、信息工程大

学、吉林外国语大学、海南研究院、海康威视集

团、上海印尼贸易促进中心、天津聚龙集团、快手

科技有限公司、欢聚科技有限公司等。

  ●就业岗位：翻译、教师、政府工作人员、记者、新

闻编辑、外交人员、国内外各类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如：商务翻译、市场营销、市场策划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2019届优秀毕业生蒋嘉雯，现

就职于外交部。该生在校期间获得“天津市人民政

府奖学金”、“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校长

奖学金一等奖”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项，以

及“天外优秀班干部”、“天外三好学生”和“天

外亚非精英称号”等荣誉称号。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暨南

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爱尔兰高威大学、马来亚大

学、印尼大学、卡查玛达大学、泗水国立大学、日

惹国立大学。

  ●优秀毕业生代表：程安平，2022届毕业生，免试攻

读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人华侨与国际移民方向

硕士研究生。该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曾荣获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连

续三年获得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奖学金。主持并获

批天津外国语大学本科生科研立项项目。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阿拉伯语｜

｜印度尼西亚语｜

沙迦美国大学、埃及亚历山大大学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2022届毕业生闫梦，保送至北

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

该生就读期间专业课程成绩年级排名第一；获国家

留学基金委中埃互换奖学金；曾多次获校长奖学金

一等奖、校长二等奖学金；获校级“三好学生”、

“优秀共青团员”、“天外青年百颗星——科技之

星”等称号。在校期间担任天津外国语大学学生

记者团副团长，曾获天津外国语大学“优秀校媒记

者”、“十佳校媒记者”等称号。

天生我才 2022年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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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热爱祖国，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

则，掌握扎实的马来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

具备马来语运用能力、跨文化能力并能在外事、经贸、文化、

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研究、教学、

管理工作，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能够从事外语服

务、外语教育及涉外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国际化、多

元化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职业前景：马来语是马来西亚联邦和文莱苏丹国的官方语言，

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分

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

答腊、廖内和林加诸岛。使用人口约1000万等。基于马来语广

泛的使用范围，马来语学生就业前景广阔。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马来语专业也得到更多的重视与支持。中马

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在

两国间建立，对马来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内马来语专业

学生就业形势乐观，前景广阔。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专业建设项

目；《东南亚文化》慕课。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外社会

实践”

 ◈核心课程：基础马来语、马来语听力、马来语阅读、马来语写

作、马来语视听说、高级马来语、高级口译、翻译理论与实

践、马来语语法、马来文学史、马来西亚概况。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马来

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英语四六级，还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相关专

业技能。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系统的相关专业领域知

识与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国家机关、部队、海康威视集团、四川语言桥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厦门点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腾讯音乐娱乐集

团、富力集团等。

  ●就业岗位：翻译、政府工作人员、外资企业工作人员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刘宇轩，2020届毕业生，亚非语学院2017-

2018学年学生会主席，新媒体中心部长，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

研究学院国际研究与外交硕士，现在海康威视任职，曾连续三

年获得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奖学金，曾获曾获天津市王克昌奖

学金、国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天津外国语大学校长特别奖学

金，曾获评天津外国语大学十佳大学生、天津外国语大学优秀

学生干部、共青团干部及优秀毕业生等荣誉。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暨南大学、伦敦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

  ●优秀毕业生代表：2020届优秀毕业生杨帆，免试攻读暨南大

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别区域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该生在校期间

学习成绩优异，曾荣获国家奖学金，获评天津市三好学生等荣

誉称号，积极参与学术论坛及专业比赛，获2017年“健迪杯”

全国马来语诗歌朗诵大赛三等奖，并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

首届“云山杯”国际远程口译大赛，荣获亚军。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马来语｜

｜波斯语｜
 ◈学费：5400元/生/年

 ◈培养目标：波斯语专业旨在培养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综合素

质和较高的人文素养，掌握波斯语语言、文学和文化等相关知

识，能够运用波斯语在对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经贸、文化、教育、科研、旅游等各行业从事翻译、研究、教

学、管理工作，具备语言运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跨文化能

力的复合型波斯语人才。

 ◈职业前景：波斯语是伊朗的官方语言，伊朗是“一带一路”沿

线重要支点国家之一，地缘战略位置重要，油气资源储量丰

富，中国和伊朗在各领域合作密切。中国和伊朗自1971年建交

以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2016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2021年，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中伊二十五年全面合

作协议》，中伊两国在政治、安全、经济、教育、投资以及能

源等方面的合作进展迅速，这为波斯语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

市场，波斯语专业学生就业形势良好。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外社会实

践”

 ◈核心课程：基础波斯语、高级波斯语、波斯语口语、波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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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培养热爱祖国，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

则，掌握扎实的泰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具备泰

语运用能力、跨文化能力，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能够从

事语言服务、外语教育以及涉外工作，并具有一定研究能力的国际

化、多元化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职业前景：当前中国经济的变化对东盟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在泰国经贸中的地位显要，2012年双方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各领域交流合作广泛、深入。截止2019年，中国已经连续六

年成为泰国最大贸易伙伴，泰国则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第三大贸

易伙伴。在天津，2012年天津与曼谷市签署两市建立友好交流与合

作关系协议书。截至2012年3月，天津已累计审批注册115家泰资企

业，合同投资额2.67亿美元。中泰两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合作将

会越来越多，将为泰语人才提供广阔的就业市场，亟需一批具有国

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泰

语人才。目前国内泰语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乐观，根据自主择业、双

向选择的就业原则，该专业目前毕业生去向主要为国家机关、中外

企业等。泰语专业毕业生能够在经贸、对外交流、文化科教、旅游

等部门从事翻译、管理等工作。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

《东南亚文化》慕课。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学习”+“涉外社会实践”

 ◈核心课程：基础泰语、泰语口语、泰语听力、泰语阅读、高级泰

语、泰语视听说、泰汉互译、泰国文学赏析、泰国报刊选读、商务

泰语与写作。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泰语听说

读写译能力，英语四六级，还具备一定计算机相关专业技能。具备

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系统的相关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京东数科、格力集团等。

  ●就业岗位：翻译、教师、政府工作人员、记者、新闻编辑、文学作

家、外交人员、外资企业工作人员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王瀚阳，2020届毕业生，签约于中国国际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在学期间成绩优异，曾获国际区域问题

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奖学金公派到清迈大学留学、校长

二等奖学金、校长三等奖学金、优秀团员标兵、亚非语学院学业精

英等荣誉，连续三年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该生学习成绩优

异，大学四年专业学习成绩及综合测评成绩排名前列。

 ◈深造情况

视听说、波斯语语法、翻译理论与实践、波斯语口译、伊朗国家概

况、伊朗历史、伊朗社会与文化。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具备熟练的波斯语听、说、读、写、译能

力以及较好的表达应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和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

和语言实践能力；通过大学生英语四六级考试，具备一定的计算机

相关专业技能和金融学相关知识和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中联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社、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中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国际建设有限公司、郑

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等。

  ●就业岗位：翻译、教师、科研人员、政府工作人员、记者、新闻编

辑、外交人员、外资企业工作人员等。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伦敦大

学亚非学院、荷兰莱顿大学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马楚欣，2022届毕业生，保送至上海外国语大

学攻读硕士研究生：该生就读期间专业课程成绩排名第一；获首届

“全国波斯语朗读演讲比赛”高年级组第一名；连续三学年获得校

长奖学金；多次荣获校级“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青团干部”

称号；参加第五届全国互联网+大赛，以“小语种+机器人”的创业

模式，闯进天津市决赛；参与全国第十届残运会志愿服务工作。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波斯语｜

｜泰语｜

天生我才 2022年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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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费：5400元/生/年    ◈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培养目标：缅甸语专业培养具有高语言专业素质以及较高人文

素养，对对象国历史、文化、国情、文学等方面具备扎实的专

业知识，能够运用缅甸语从事教育、管理、翻译、研究、外贸

等方面的缅甸语专业人才。

 ◈职业前景：中缅两国在各领域尤其是经贸、文化领域中的交流

合作日益密切，中缅经贸合作取得长足发展，合作领域已从原

来单纯的贸易和经援扩展到大型工程项目、相互投资、人文交

流等多边交流与合作，中国已成为继泰国之后缅甸第二大贸易

伙伴。早在2011年，中缅宣布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

缅双边关系提升到了新的起点。2017年两国同意共建“人字

型”中缅经济走廊，打造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大合作格局。

2018年缅甸“一带一路”指导委员会宣布成立，负责推动“一

带一路”倡议相关工作。旨在积极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深

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缅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中缅交流与合

作的不断深化为缅甸语人才在商贸、外

事、文化、翻译等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就

业空间。

 ◈专业建设项目成果：天津市普通高等学

校应用型专业建设项目；《东南亚文

化》慕课。

 ◈培养特色：“小班授课”+“国际交流

学习”+“涉外社会实践”

 ◈核心课程：基础缅甸语、高级缅甸语、

缅甸语视听说、缅甸语口译、缅甸语笔

译、缅甸语写作、缅甸文化、缅甸文学

赏析、缅甸语报刊选读。

 ◈毕业时具备的专业技能：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系统掌握缅甸语听说读写译能力，英语四六级，还具

备一定计算机相关专业技能。具备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系

统的相关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

 ◈就业情况

  ●就业单位：外交部、海关、警务系统、云南联合外经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建设工程公司、顶针信息咨询公司等。

  ●就业岗位：政府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外交人员、教师、翻

译、国企及民企工作人员等。

  ●优秀毕业生代表：张蕴婕，2020届毕业生，现就职于外交部。

 ◈深造情况

  ●深造院校：云南大学。

  ●优秀毕业生代表：杨千璕，2022届毕业生，推免至云南大学攻

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硕士。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亚非语学院

｜缅甸语｜

｜泰语｜
  ●深造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泰国清迈大学、泰国博仁大学。

  ●优秀毕业生代表：卢心贝，2020届毕业生，该生于2020年考

入泰国清迈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我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

多次获得校长奖学金等其他奖学金，并于2018-2019学年获国

家留学基金委全额奖学金委派至清迈大学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