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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勇博士中文简历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西伊大)艺术与传播学院新闻项目主任
“全美50最佳新闻传播学教授”

个人联系方式
Yong Tang, Ph.D.
Tenure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Law
Director, Journalism Program
Department of Broadcasting and Journalism
College of Fine Arts and Communication
Sallee Hall 316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Macomb, Illinois 61455
USA
Phone: 309-749-9027
Email: Y-Tang@wiu.edu

学历教育背景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传播学院博士
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新闻与大众传播法律与政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硕士
硕士项目研究方向：国际政策与实践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
博士论文研究方向：美国外交与主流传媒
中国新闻学院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第二学士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

学术工作经历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新闻法副教授（终身教职）（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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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文理学院新闻法助理教授（终身制候选人）（2011年8月-2017
年5月）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新闻项目主任（2015年7月-）
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2014年12月-）
西伊大任教期间主要研究方向:
●大众传播法律与政策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世界各国信息自由法
●国际传播与政治制度
●中美两国新闻与传媒
西伊大任教期间主要讲授课程:
●大众传播法律与伦理
●大众传播研究方法
●国际传播与外国传媒
●当代美国大众传播中的问题
●大众传播历史
●报刊杂志与新闻特写
●电子传媒技术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研究/教学助理 (2009年8月-2011年5月)
宾州州立大学任教期间主要研究方向和讲授课程：
●大众传播法律与政策
●新闻采访报道与写作

学术期刊论文
先后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edia Law and Ethic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等经过同行评审
的国际知名传媒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学术会议论文
多次在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地参加AEJMC（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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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quium（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东南分会）、ICA（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国际传播学会）、NCA（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全美传播学会）和AAS（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
学会)等著名国际学术会议并作论文报告

其他职业活动
先后应邀担任过AEJMC、ICA、NCA、CCA、Broadcas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Routledge 出 版 社 、 牛 津 大 学 出 版 社 、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Global Media and China 等权威学术会议、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匿名学术评审人
（2010年-）
应邀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和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讲学 （2018年6月-7月）
应邀到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昌大学、云南大学、四川
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体育学院讲学和校际交流（2016年6月-7月）
以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客座教授身份在该院讲授暑期短学期课程
（包括新闻法和新闻采访） （2015年7月）（2016年7月）（2017年7月）
说服美国爱荷华州马斯卡廷市政府和当地华人将习近平1985年访美期间住过的旧居
改建为“中美友谊屋”，并邀请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参与现场报道 （2015
年9月）
应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通识教育学院邀请举办新闻法和新闻采访讲座并受聘为
该院客座教授（2014年12月）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持新闻传播法非正式论坛，向中国学者介绍来访的美
国著名新闻传播法教授、时任AEJMC会长Kyu Ho Youm博士（2013年5月）
应厦门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江西省东乡县委县政府、《环球人物》杂志社邀
请，作为美国专家到上述单位讲授美国新闻法和美国大众传播体制（2013年5月-2013
年8月）
应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邀请，多次作为特邀嘉宾与该校师生座谈，介绍改革
开放中的中国媒体（2009年9月-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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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美国西敏大学邀请，以短期访问学者的身份访问该学院，拜会了该大学的校长，
并到大众传播系和管理学院与学生们座谈交流，话题涉及改革中的中国媒体、美中
关系、中国驻外记者的生活、全球媒体面临的挑战、美国大选等（2008年9月）
应著名军校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邀请，就“外国媒体对美报道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
关系”到该院发表主题演讲，事后美国陆军战争学院院长专门给我来信表示感谢，
认为我的演讲“极大地提升了学生们对相关问题的分析能力”（2006年7月）

学术专业组织
国际传播学会（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员 （2011
年5月-）
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会员 （2011年8月-）
中华国际传播学会（CCA,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员（2013年5
月-）
全美传播学会（NC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会员（2014年9月-2016
年秋季）
美国职业记者协会（SPJ,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会员 （2015
年11月-2016年秋季）
美国PKP荣誉学会（PKP，Phi Kappa Phi National Scholastic Honor Society）终
身会员 （2016年3月-）

传媒工作经历
《人民日报》常驻美国华盛顿记者（2004年2月－2007年8月）
主要业绩：
●以中国最大最权威报纸常驻美国记者的视角全方位报道美国，重点报道领域：经
济、教育、文化、社会
●亲历并采访报道的重大事件包括2004年八国首脑峰会、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2004
年美军虐囚丑闻、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2005年功败垂成的中海油并购案、2006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2006年美国国会山阿布拉莫夫“游说门”丑闻、 2006
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民主党重掌国会、年度美中战略经济对话、2007年弗吉尼亚
理工大学枪杀案、2007年愈演愈烈的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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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深度采访美国各界重要人物上百人，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国务
卿鲍威尔、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犹他州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
洪博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耶鲁大学校长雷
文、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瓦格纳、
《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贝内特、《江泽民传》作者
库恩、未来学家托夫勒、桥牌女皇杨小燕等
●发表数十篇引起较大社会轰动的独家调查性报道，如《“特富龙”事件：杜邦总裁
回应中国消费者》、《层层剥下伪书洋装》、《中国最受尊敬大学及校长排行榜，哪来
的？》、《我与美国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美国“游说街”点菜》、《探秘美军
基地》、《探访美国防部中国科》、《走访美国政府道德署》、《走进美国陆军最高医
院》、《走私化石还能追回吗？》等
●多次就中美关系中出现的重大敏感问题写成内参报道，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多篇
文章得到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批示，一些政策性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
●积累了丰富的多媒体环境下采访报道的经验。除了给《人民日报》供稿外，还经
常给《人民日报》报业属下的《环球时报》、《环球人物》、人民网等杂志和网络媒体
供稿，提供的稿件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同时也曾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广播电视媒体提供稿件，接受这些媒体的电话连线采访
●在人民网开设唐勇中文国际专栏，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中具有一定影响；
在人民网开设唐勇英文国际专栏，在海外读者中影响较大。这是迄今为止人民网英
文频道为驻外记者开设的第一个个人专栏
●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环球人物》、人民网等中国主流报刊杂志和新闻网
站上发表新闻报道作品数百万字，新闻作品被中国各大主流新闻门户网站广为转载
《人民日报》国际部新闻编辑（1995年8月－2004年1月）
主要业绩：
●协助资深编辑协调《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与遍布全世界近40个国家的驻
外记者站联络，协助前方记者进行选题策划和采访报道
●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策划报道和编辑，包括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
南联盟大使馆、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1
年中国加入WTO、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
●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在巴黎参加“欧洲记者中心”组织的国际记者培训班，所有
费用由法国政府承担。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30多名年轻记者参加了该项目培训
（2002年10月－2003年5月）
●应以色列外交部邀请，在特拉维夫参加“冲突地区媒体的作用”国际培训班，所
有费用由以色列政府承担。来自全球3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近30名记者参加了该项目
培训 （2001年3月）
●应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第6频道）邀请，作为特邀嘉宾，与主持人谈电影《半碗
村传奇》及其描述的中国农村的小学教育（2000年8月）
●作为中央随团记者，陪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乘专机出访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
坦，并参加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上海五国”元首会晤，全程报道了江
泽民主席的所有相关活动（2000年7月）
●应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外交部邀请，随《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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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匈牙利，其间拜会了罗马尼亚主要报纸《全国信使报》总编辑和匈牙利主要报纸
负责人（1998年）
《环球时报》头版主编（1996年7月－1997年7月）
主要业绩：
●负责策划重大新闻报道选题，策划的重大选题包括《朝鲜严重缺粮》、《罗马尼
亚让你开开眼》、《羊能复制，人呢？》等
●协助总编辑，负责头版的版面安排、头版文章的把关等
●与驻外记者定期联络，向其提供重大新闻报道的选题意见
●采访英国《泰晤士报》总编辑
新华社国际部实习记者（1995年1月－1995年7月）
主要业绩：
●协助资深编辑，对来自中东非洲地区的新华社记者稿件进行修改和把关
●协助资深编辑，与新华社常驻中东和非洲地区的记者站保持日常联络，对其提供
多方面的后勤支持，同时用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编译采写有关中东非洲地区的新闻，
向海内外媒体尤其是中国地方媒体和港澳媒体供稿

出版新闻书稿
《走马西来欲到天：唐勇看美国》之《对话政商翘楚》，唐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版
《走马西来欲到天：唐勇看美国》之《走访文教精英》，唐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版
《走马西来欲到天：唐勇看美国》之《闯荡南北东西》，唐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版
《走马西来欲到天：唐勇看美国》之《解读风云变幻》，唐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4年版
《中国记者观察：外国医疗保障制度》，崔寅主编，唐勇著美国部分，中央党校出
版社2008年版
《中国记者观察：外国科普教育》，吴迎春主编，唐勇著美国部分，中央党校出版
社2007年版
《驻外记者手记》，张晓健，闵勤勤主编，唐勇著美国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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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记者眼中的外国农村建设》，人民日报国际部编，唐勇著美国部分，中央党
校出版社2006年版

获奖以及荣誉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杰出国际化成就院长奖（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ollege of Fine Arts & Communication Dean’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Campus）(2018 年 5 月)
美国西伊大杰出多元化服务校长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ident’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Diversity Service)（2017 年 5 月）
美国广播公司 ABC15 访问教授（Scripps Howard Foundation

资助）（2017 年 8 月）

美 国 西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杰 出 多 元 化 服 务 校 长 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ident’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Diversity Service)（2017 年 5 月）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杰出学术成就院长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ollege of Fine Arts & Communication Dean’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Scholarly/Professional Activities（2017年5月）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年度杰出专业成就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nnual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Award)（2017 年 3 月）
曾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西伊大官网、西伊大校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官网、美国中文电视台 SinoVision 的采访（2011 年-2016 年）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杰出教学成就院长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ollege of Fine Arts & Communication Dean’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2016 年 4 月）
中国四川恩阳中学杰出校友奖 （2015 年 10 月）
中华国际传播学会杰出服务奖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2015 年 5 月）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年度杰出专业成就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nnual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Award)（2015 年 3 月）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官网对其个人成就进行了报道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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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psu.edu/story/333856/2014/11/10/academics/graduate-studies-penn-state-help
-shape-journalist-turned-educator
美国西伊利诺伊大学年度杰出专业成就奖 (West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nnual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 Award)（2014 年 3 月）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形象大使/杰出校友 (Faces of Penn State)（2013 年 3 月）
http://web.archive.org/web/20130916072307/http://faces.psu.edu/faces/yon
g-tang/
论文《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与保密：历史的视角》荣获美国最权威的新闻类学术会
议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EJMC) 最佳论文奖（教授类）（2012 年 8 月）
美国网站 journalismdegree.org 将本人列入“全美 50 最佳新闻传播学教授”
（Top 50
Journalism Professors in 2012）排行榜，是唯一上榜的华人教授（2012 年 6 月)
http://journalismdegree.org/top-professors/
http://www.wiu.edu/news/newsrelease.php?release_id=9938
论文《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获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 2011 年会论文最
佳展示奖（2011 年 8 月）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古德温新闻奖学金（2010 年 1 月）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博士项目全额研究奖学金（2009 年 4 月）
美国乔治• 华盛顿大学弗里曼全额研究奖学金 (2007年3月)
《人民日报》国际部授予“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5年－2006年）
驻美期间，在《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发稿量连续数年位居所有驻外记者前三
名 （2004年-2007年）
驻美期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多次被评为人民日报社精品奖、好新闻一等
奖 （2004年－2007年）
人民日报国际部部务会通报表扬，充分肯定本人在美国分社工作期间积极创新抓独
家报道和原创性新闻的成绩 （2004年7月）
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最高奖）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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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优秀驻外记者积极供稿奖 （2004年－2006年）
中国新闻奖最佳版面奖提名（2002年5月）
中国全国英语专业八级统一考试二等奖（1993年5月）
四川外国语大学优秀学生奖学金（1991年－1992年）
（中文简历更新到2018年12月）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