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第十六届 

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会议日程详表 

10 月 27 日（星期四）报到注册  Registration 

时   间 地   点 负责人 

09:00-21:00 锦江白玉兰宾馆大堂 
禹  昱

熊建国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上午 
会议地点：逸夫楼一楼会议厅 

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主持人 

08:30-09:00 

介绍到会嘉宾 Introducing Distinguished Guests 
马锦明（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致辞 

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语言学》主编）致辞 

李行德（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系主任）致

辞 

马秋武 

合  影 同济大学综合楼前  Photo-taking 

大会主旨发言 Keynote Speeches 主持人 

09:00-09:50 刘丹青 
制约话题结构的诸参项：谓语类型、判断类型

及指称和角色 
袁毓林 

茶歇 Tea Break  09:50-10:10 

10:10-11:00 
Pierre 
Pica 

From Approximation to Exact Number: A 
Computational Analysis 

潘海华 11:00-11:40 顾曰国 Time and Language as Living Experience 

11:40-12:20 马秋武 汉语普通话语调的音系描写与分析 

午餐：12:2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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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8 日（星期五）下午   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审 
会议地点：汇文楼 218 

“青年语言学家奖”入围论文答辩会 主持人 

14:30-15:10 丁  健 
吴语前置无定受事的句法性质与形成动因 
——以路桥方言为例 

王  伟 15:10-15:50 晁璐华 潮州话二字组连读变调分析 

15:50-16:30 伍艳红 上海手语韵律结构的音系学研究 

16:30-17:00 评审专家闭门评议投票 

欢迎晚宴：17:30-20:00 

晚宴地点：同济专家服务中心餐厅一楼 

10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会议地点：同文楼一楼大厅 

大会主旨发言 Keynote Speeches 主持人 

08:30-09:10 胡建华 互动、指向与合并 

李爱军 09:10-09:50 戴浩一 
Creoles, Sign Languages, and Chinese: Implicit 
Complexity 

09:50-10:30 Gladys 
Tang Functions of Sign Language Classifiers 

茶歇 Tea Break  10:3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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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一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06 

时  间 第一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10:40-11:00 罗  堃 标题中的“又”“再”连用及相关句法问题 

盛益民 

11:00-11:20 胡  波 汉语情态助动词的词汇范畴及句法特征 

11:20-11:40 李文龙 新疆方言中选择疑问句生成过程及句法操作 

11:40-12:00 刘  颖

罗  堃 新兴的选择问句形式功能错配现象 

12:00-12:20 柳  阳 汉语及拉丁语中的介词附加语分析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许歆媛 静态存在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 

唐正大 

13:50-14:10 高玉华 A Case for Labelling in Chinese --- a language with 
neither visible phi-agreement nor overt case-marker 

14:10-14:30 裴辉强 汉越疑问代词非疑问用法对比 

14:30-14:50 隋  娜 汉语 AABB 式重叠的句法 

14:50-15:10 谢丽丽 副词对 A 不 A 问句分布的限制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宁春岩 内在思维语与外化的交际语 

陈振宇 

15:50-16:10 叶  狂 动量短语的句法分析 

16:10-16:30 叶述冕 上古汉语否定词“未”的多重功能与核心语义 

16:30-16:50 董祥冬 从估测到比较:“有”字比较句的来源和发展 

16:50-17:10 王恩旭 “V…给…”句的事件结构及其功能——兼谈

连动句的句法-语义属性 

17:10-17:30 王  倩 具有强制归类作用的“A 也是 B”标题结构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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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二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08 

时   间 第二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10:40-11:00 胡旭辉 The Syntax of Inner and Outer Aspect and the 
Nature of Verbal Le in Chinese 

李京廉 

11:00-11:20 孙天琦 旁格成分作宾语现象的生成机制分析—“空词

根”理论及词汇与句法、语义接口的推导 

11:20-11:40 王  姝 词汇完整性假设与“第、初”的词缀地位问题 

11:40-12:00 夏炎青 限定性和现代汉语的限定模式 

12:00-12:20 玄  玥 “追累”动结式与“完结短语”假设理论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陈小红 汉语 NP 分句研究 

李  艳 

13:50-14:10 尚来彬 “V 得 X”中 V 的非述谓研究 

14:10-14:30 庄会彬 广义遭受句式及相关理论问题——从“王冕死

了父亲”句式的汉日对比谈起 

14:30-14:50 张汶静 摹状类词语否定的限制性条件探索 

14:50-15:10 吴  文 跨学科融合视野下的“生物语言学”研究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唐正大 西北方言中的社会性直指及相关现象 

白  鸽 

15:50-16:10 吴有晶 再看动结式的语义功能——以韩语翻译类型

为基础 

16:10-16:30 
孙道功

施书宇 
“句法－语义”接口视域中的词汇与句法的互

动制约研究 

16:30-16:50 范立珂 试探“进、出”的位移事件表达 

16:50-17:10 李天舒 
A Study of the Syntax, Semantics and Context of Use 
of the Chinese Imperfective Structure zai-V-zhe 

17:10-17:30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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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三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14 

时    间 第三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10:40-11:00 陈  莉

潘海华 极项理论中衍推关系的核查层面 

钱有用 

11:00-11:20 王莹莹 

潘海华 The Blocking Effect Revisited 

11:20-11:40 陈振宁 

陈振宇 
条件句语义特征和现代汉语条件标记来源研

究 

11:40-12:00 陈振宇 肯定句和否定句的知识信息价值 

12:00-12:20 冯予力 
Non-trivial Distribution of Mandarin dou - A Relook at 
dou's Compatibility with Predicate Types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陈陆琴 汉语重动句的生成机制和功能语类 

朱佳蕾 

13:50-14:10 陈秀清 
隐性否定意义的来源及其对构成羡余否定的

影响 

14:10-14:30 陈  旭 汉语结果类“V 得”结构 NP2 的句法地位 

14:30-14:50 傅  玉 现代汉语比较级结构的形式句法研究 

14:50-15:10 高秀雪 去及物性结构的句法-语义界面研究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扎西措 标记与标记扩展：安多语言聚合区中青海汉语

的离格标记 tʰala 

张  翼 

15:50-16:10 张  昀 体词谓语句中的谓词性空位现象 

16:10-16:30 
朱佳蕾

花东帆 再论把字句的句法语义 

16:30-16:50 
李京廉

郭  戈 汉语提升与控制的分布 

16:50-17:10 李  永 汉语非结构化双音序列及其发展演变 

17:10-17:30 吴丹苹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抽象实体回指研究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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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四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306 

时    间 第四组：语音音系 主持人 

10:40-11:00 陈忠敏 上海市区方言浊擦音变异研究——一项正在

起变化的语音研究 

石  锋 

11:00-11:20 李  北 影响北京话单字音鼻化度的因素初探  

11:20-11:40 明茂修 汉语方言中的土家语声调底层探论 

11:40-12:00 
时秀娟,

张婧祎,

石锋 
北京话单字音鼻尾的大样本统计 

12:00-12:20 Ming 
XIU 等 

A post-thyroidectomy voice quality study in patients 
suffering or not from Recurrent Laryngeal paralysis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石  锋 

冉启斌 音节是什么？——对音节定义的几点思考 

陈忠敏 

13:50-14:10 杨茂霞 汉语方言对英语节奏习得的影响研究——以

江苏方言为例 

14:10-14:30 张  璐 上海普通话单元音系统的声学特征及其习得

情况分析 

14:30-14:50 刘黄梅 温州元音演变之粒子音系学分析 

14:50-15:10 陈荣泽 汉语方言送气声母的演变类型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曲长亮 
从 diferenciační vlastností 到 distinctive features：多语

文本在语言学史人物志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初探 

胡  波 

15:50-16:10 严艳群 万荣方言动词韵尾延长现象考察 

16:10-16:30 阿达来

提 
类型学视角下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的疑问范

畴对比研究 

16:30-16:50 杨文波 汉语方言借贷等级初探——以江西上饶铁路

话为例   

16:50-17:10 郭胜春 粤语常用时间词变异中的双音化趋势 

17:10-17:30 钱有用 On the layers of Sino-Korean pronunciations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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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五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111 会议室 
时    间 第五组：国外语言学在中国——纪念赵世开先生 主持人 

10:40-10:50 胡建华 赵世开先生与国外语言学 

胡建华 

10:50-11:00 商务印

书馆 《赵世开语言学论文集》首发仪式 

11:00-11:20 王伟 赵世开先生的语言学人生 

11:20-11:40 徐赳赳 回顾赵世开先生的编辑理念 

11:40-12:00 李行德 学术与人生：缅怀赵世开先生 

12:00-12:20  自由发言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时   间 第五组：篇章语言学在中国——纪念廖秋忠先生 主持人 

13:30-13:50 徐赳赳  篇章语言学在中国—纪念廖秋忠先生 

徐赳赳 

13:50-14:10 王红旗 话语实体的引入-追踪模式 

14:10-14:30 
毛 浩 然 /

娄 开 阳 /

徐赳赳 
篇章研究方法论与研究方法 

14:30-14:50 马国彦 
支配还是指称——动词带篇章管界的句法语

义基础 

14:50-15:10 李行德 纪念廖秋忠先生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张成成 Multimodal Metaphoric and Metonimic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al 
Cartoons—A Case Study of American Presential Election in 2016 

赵蓉晖 

15:50-16:10 
黄芳、邹

漫云等 
倾听患者的声音：基于糖尿病患者访谈的语言

学分析 

16:10-16:30 荣  佳 微博新闻报道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以英国脱

欧的微博报道为例 

16:30-16:50 吕  斌

苏  杰 
拟剧论视角下的上海多语服务现状分析 

16:50-17:10 赵蓉晖 新时代背景下对语言社会功能的再认识 

17:10-17:30 黄立鹤 基于复合型数据库的语言研究及其方法论依

据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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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六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308 

时   间 第六组：语言习得论坛（主席：李爱军） 主持人 

10:40-11:00 王功平 

李爱军 

泰国汉语二语习得者普通话陈述句焦点重音

产出实验 

陈  桦 

11:00-11:20 毕  冉

陈  桦 
二语学习者汉语视听韵律的多模态感知机制 

11:20-11:40 于  珏 
英语学习者口语语篇中的停延模式及其交互

作用 

11:40-12:00 郭恩华 论系统功能符号学与社会符号学在多模态话

语分析中的异同 

12:00-12:20 
Ahmatjan 

Tash, Jingyu 
Zhang 

The Effect of Animacy on L3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sych Verbs by Uyghur Learners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侯建东 中国英语学习者对英语所指主语与虚主语的

习失研究 

尹玉霞 

13:50-14:10 
张玲,田

海文,赵

洪磊 
标记理论与维汉语被动句习得的实证性研究 

14:10-14:30 王雨铖

金  美 
会话分析视角下《老乞大》《朴通事》的结构

和功能类型 

14:30-14:50 钟  虹 相同学科中文与英文博士论文文献综述的论

证策略差异研究 

14:50-15:10 徐  珊 Prosodic Features of Verbal Irony Read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6:00 
Yaqiao 

LU, 
Thomas 

LEE 

Intransitive verbs in child Mandarin: acquiring 
the unaccusative vs. unergative distinction 

于  珏 

16:00-16:20 胡建华

郭秀丽 

汉语儿童早期疑问句获得顺序与双向生长模

式 

16:20-16:40 周  荣 《语块能力训练图集》对韦尼克失语症患者语

言康复的应用研究 

16:40-17:00   

17:00-17:20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 20 - 



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手语论坛  Forum for Sign Language 
第七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418 

时   间 第七组  手语论坛（主席：邓慧兰） 主持人 

10:40-11:10 Onno 
Crasborn Sign Language Corpora as Linguistic Tools 

邓慧兰 

11:10-11:30 王仲男 A Study of Phonological Process in Shanghai 
Sign Language 

11:30-11:50 朱  潇 上海手语话语音系短语切分研究 

11:50-12:10 Sasaki, 
Daisuke 

Documenting Sign Languages in East Asia: 
Interviews with Old Deaf Signers 

12:10-12:30 李惠中 
The Influence of spoken languages on Signed Languages - 
taking loan words from Chinese Sign Language (CSL) and 
Korean Sign language (KSL) as examples 
午餐：12:3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主持人 

13:30-13:50 朱君毅 Reduplication in HKSL 

龚群虎 

13:50-14:10 倪  兰 上海手语的重复与一致关系 

14:10-14:30 张晓倩 Personal Pronoun Copy in Shanghai Sign 
Language: a functional view 

14:30-14:50 Eita 
ENDO Doubling in Japanese Sign Language 

14:50-15:10 李  佳
邓慧兰 

Strategies of Reflexivization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HKSL) 

茶歇 Tea Break 15:10-15:30 主持人 

15:30-15:50 甘翎慧 Wh-cleft in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施婉萍 

15:50-16:10 余思美

黄耀良 
Non-manual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pronouns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non-linguistics element in HKSL 
storytelling 

16:10-16:30 Lin 
Hao 

Mouthings in the interrogatives of Chinese Sign 
Language 

16:30-16:50 
Laura 

Lesmana 
Wijaya 

Role-Shifting in Jakarta Sign Language: Head, Eye and 
Body Movement in Constructed Actions 

16:50-17:10 刘鸿宇 基于语料库的上海手语多功能语法语素［－结

束］研究 

17:10-17:30 魏  丹
顾定倩 北京手语句法特点研究 

    晚餐：17:30-18:30 

晚餐地点：校内半亩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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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一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06 

时  间 第一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08:00-08:20 祁  峰 从汉语及吴方言的特指问句看疑问和焦点的

互动 

花东帆 

08:20-08:40 武黄岗 
汉语量词短语结构中形容词的句法-语义问题

分析 

08:40-09:00 邱  莹 羡余否定式的多重界面研究 

09:00-09:20 王月婷 古汉语“及物”系列变读规则所反映的语言运

作模式 

09:20-09:40 张  翼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Semi-fixed Construction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X-lai-X-qu in Mandarin Chinese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二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08 

时   间 第二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08:00-08:20 方  迪 事件语义视角下“连 XP 都/也 VP”格式的语

义蕴含 

隋  娜 

08:20-08:40 寇  鑫

袁毓林 
事件属性名词与自指“的”字结构研究 

08:40-09:00 Yuxia 
WANG  

The Online Comprehension of Mandarin Focus 
Adverb Sentence 

09:00-09:20 沃  龙 乌克兰语空间问题研究 

09:20-09:40 方  强

王义娜 构式压制与词项压制关系的语言主观性视角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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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三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314 

时  间 第三组：句法语义 主持人 

08:00-08:20 白  鸽 光杆名词短语类指功能的库藏制约：跨语言的

考察 

严艳群 

08:20-08:40 管春林 “才怪”否定句及其类型学意义 

08:40-09:00 周晨磊 青海贵德周屯话的“给”——兼与普通话和西

北方言的“给”比较 

09:00-09:20 盛益民

陶  寰 
话题显赫和动后限制-塑造吴语绍兴话语序类

型的两大因素 

09:20-09:40 陈  立 配价视角下哈萨克语直接宾语的语义角色分

析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四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123 会议室 

时   间 第四组：语音音系 主持人 

08:00-08:20 欧  琛 镇海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音系分析 

梁  洁 

08:20-08:40 张  琦 烟台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分析 

08:40-09:00 
衣莉,李颖

异,李晗,木

觉珏 
正在进行中的声调演化—兰州单字调 

09:00-09:20 尹玉霞 汉语三声变调和句法与音系接口若干问题 

09:20-09:40 刘  璐

王  蓓 
韵律结构如何影响焦点的实现范围—汉语普

通话中单焦点和双焦点的实验研究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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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五组会议地点：同文楼 111 会议室 

时   间 第五组：语义、语篇与语用 主持人 

08:00-08:20 丁  丁 “X 人”式使感形容词研究 

毛浩然 

08:20-08:40 杨  雯

刘长江 基于人际关系管理理论的交际模式研究 

08:40-09:00 庞玉厚 Home 空间构式的认知阐释及其启示 

09:00-09:20 蒋长刚 法律条文中“的”字结构的句法语义特征与语

体动因 

09:20-09:40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分组会议  Session Speech 
第六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223 会议室 

时   间 第六组：历史语言学 主持人 

08:00-08:20 李  艳 现代历史语言学研究中的方法论 

高秀雪 

08:20-08:40 刘春陶

章富刚 
汉语官话中的“弄”作为实义动词单独使用和

作为“准词缀”用法的不同历史层次考察 

08:40-09:00 汤  燕 安徽舒城话的尝试貌标记“瞧”及其历时来源 

09:00-09:20 景高娃 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完成范畴标记的语义来

源、演化过程和机制研究-以结束义来源为例 

09:20-09:40 赵绿原 甘沟方言持续体标记“着哩”的来源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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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手语论坛 Forum for Sign Language 
第七组会议地点：汇文楼 418 

时  间 第七组：手语论坛（主席：邓慧兰） 主持人 

08:00-08:20 任媛媛

赵晓驰 手语语料库的基本标注 

吕会华 

08:20-08:40 赵晓驰

等 国家手语词汇语料库的建设与使用 

08:40-09:00 李富强 中国手语和美国手语的参数设置差异——以

轻动词和动结式为例 

09:00-09:20 吕会华 中国手语名词短语语序研究 

09:20-09:40 施婉萍

等 
Comparing the Basic Constituent Orders of HKSL, 
JakSL and SLSL 

茶歇 Tea Break 09:40-10:00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上午     大会全体会议 Plenary Speech 

会议地点：同文楼一楼大厅 

大会主旨发言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 

10:00-10:50 Charles 
Yang To 73 and Beyond 

李行德 
10:50-11:40 张洪明 

韵律结构与韵律类型——兼论如何建立汉语

韵律音系学 

闭幕式  Closing Ceremony 

11:40-12:00 马秋武 会议总结发言 
徐赳赳 

12:00-12:10 胡建华 致闭幕词 

       午餐：12:20-13:30 

午餐地点：校内学苑餐厅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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