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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理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

建设，共同探讨语言学前沿问题，增进各分支学科的

交流与沟通，促进我国语言学的繁荣发展，齐鲁工业

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拟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举办“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

学前沿线上高层论坛”，此为我院举办的科技翻译系

列活动之一，诚挚欢迎外语界专家、学者、硕博研究

生参会。 

本次论坛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跨学科属性显

著，报告内容涵盖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多个方

面，如功能语言学、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语言学

与应用语言学的疆界与界定、语料库语言学及其应

用、语言类型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

等；第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得益彰，理论与语

言现实相联系；第三，报告人皆为学界久负盛名、学

术造诣很高的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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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论坛全程在线上举办，请参会人员按照日

程安排按时参加。 

2. 由于参会人员较多，本次论坛的参会人员请至

少提前20分钟进入平台，并以“姓名 + 单位”实名

登陆。参会人员须设置成静音模式并关闭视频，非报

告人员不可点击屏幕共享。如有问题可在聊天室发送

文字信息。 

3. 论坛将同时在bilibili网站进行实时直播，如腾

讯会议无法进入，请及时查看bilibili网站直播。 

4. 未经允许，参会人员不得对会议内容进行录

音、录像和传播。 

5. 论坛会务联系人员： 

       杨  辉： 15154103603； 

yh@qlu.edu.cn 

       李大雷： 15169178350； 

15169178350@163.com 

更多信息，请关注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官方网站 http://wgy.ql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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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前沿线上高层论坛 

日程安排 

时间：2020年 10 月 31 日（周六） 

腾讯会议号码：556 350 834 

bilibili 直播网址：http://live.bilibili.com/22571801 

时间 发言题目与报告人 主持人 

 

上 

 

 

午 

 

8:15-8:30 开幕式欢迎辞：齐鲁工业大学副校长崔雷 陈国兴 

8:30-9:10 
多模态语法成分的特性研究——以名词为例 

——张德禄 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振前 

 

9:15-9:55 
社会认知语言学再思考 

——文旭 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0:00-10:40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责任回避话语策略分析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0:45-11:25 
用世界的眼光解决汉语的问题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毅 

11:30-12:10 

预期推理加工大脑偏侧化：基于语篇制约度和元理解监测 

能力作用的研究 

——范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下 

 

 

午 

13:30-14:10 
认知神经科学推进中的应用语言学 

——卢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鞠玉梅 

 

14:15-14:55 
时间性与语法标记的关联模式 

——刘正光  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5:00-15:40 
语言学的内涵与外延 

——马秋武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5:45-16:25 
句子相似度研究及其应用 

——梁茂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国兴 

 
16:30-17:10 

“家文化”驱动下的汉语礼貌观及其表现 

——陈新仁 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7:10-17:25 
论坛总结发言 

——刘振前 齐鲁工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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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禄，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体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是国内 15 个大学的兼职或客座教授；主要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

英语文体学、符号学、外语教学、语篇分析、语用学等。共在国内外重要刊物

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在国内外重要和权威出版社出版专著、译著、教材、辞

书等 26 部。共获得教学科研奖励 20 多项。主持科学研究课题 11 项，包括国家

课题 2项，教育部规划课题 2项等。 

本文认为，为了使研究基于坚实的基础上，在多模态话语研究中，需要研

究多模态话语的形式范畴，因为话语功能也需要形式特征体现。同时，本文认

为，多模态语法中的某些功能更接近名词性成分，如过程中的参与者。同时，

我们也可以根据使用的媒介，以及它在多模态交际过程中的作用，来建立形式

范畴。另外，三个层次的模态必然有语法，因此很有可能有名词或名词性成分，

因名词是符号系统中最稳定和可及的范畴。本文集中探讨了多模态语篇中多模

态语法的名词性范畴，是否在两个层次的符号系统中有名词性成分，在三个层

次的符号系统中，哪些成分可以看作名词或名词性成分。最后，我们探讨了多

模态名词的特性及语法特征，期望该研究对多模态话语分析和多符号研究的发

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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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旭，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会评专家。中国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

会会长，中国认知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语用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Cognitive Linguistic Studies 及 Asian-Pacific Journal of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主编；Language Science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中国外语》等期刊编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

研究兴趣为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等。 

 

本讲旨在进一步构建社会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探索语言与社会认知之

间的关系。我们将以英汉语料为事实，诠释人的言语行为是由目的驱动的，并

且具有信息反馈控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在特定的语境中，采用什么样的语言结

构，如何组织语义，表达什么的交际功能，都会受社会认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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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斌，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

文学专业（江苏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江苏省教学名师，国家级精品课主持人。

兼任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会长，江苏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其

他社会兼职：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等。主要研究

方向包括语用学和话语分析。出版学术专著 6 部，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主

持完成 2 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前主持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责任回避”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

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报告将 Hood 和 Weaver 提出的责任回避策略整合为一个分

析框架，旨在分析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所采取的责任回避话

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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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鑫，男，1953 年 8 月出生于上海，1992 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博

士学位，留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教授，专职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务院特

殊贡献津贴专家。历任韩国釜山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外大教授、韩国朝鲜大学

教授以及韩国高丽大学教授，现任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特聘教授。

发表语言学论文 140 余篇，出版《语法的多视角研究》、《语言研究方法导

论》、《什么是语言类型学》、《语言类型学探索》、《语法分布描写案例与

分析》等学术专著。 

本报告通过语言类型中的世界语言普遍共性以及论元配置模型共性解释汉

语研究中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一系列著名老大难问题，如，为何

有基本语序 SVO 而状语和定语却前置于核心，句法中的“台上作者主席团”

“王冕死了父亲”，还有所谓的无标记被动句以及所谓的“把”字句的结构与

功能的解释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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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阅读教学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教育语

言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际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联合主编。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神经语

言学、二语习得。在 SCI、SSCI、CSSCI 等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专

著 5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科研课题 6 项，获山东省/浙江省哲学社会

科学、山东省/浙江省高等学校等多 12项科研成果奖。 

 

本报告首先阐明推理加工的性质及其分类，进而着重汇报汉语语篇阅读过

程中预期推理加工大脑偏侧化实验研究。研究采用半视野速示技术，以非汉语

专业大学生为受试，考察语篇制和元理解监测能力对预期推理加工过程中大脑

偏侧化的影响，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方面对预期推理加工大脑偏侧化未来

研究加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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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 Brain 

and Language、《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外 SCI 及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

篇。出版专著译著 8 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部省级项目 10 余项。中

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中国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

会、中国语言教育研究会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第二语言加工专业委员会、中

国认知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认知神经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科技手段来探讨语言学习和教学过程中

的认知加工机制，获得客观、科学数据的支撑，克服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主观推

断和定性推理的局限。认知神经科学推进中的应用语言学已成为应用语言学的

新的学科突破点和增长点。具身认知及其神经机制的研究成为当前语言学习与

教育研究的最新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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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光，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湖南省高等学校学科带头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认知

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翻译协会

副会长，湖南省“语言与认知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语言习得与外语教学。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3 项

（重点 1 项），省部级课题 20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 多篇，出版学术专著 5

部，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统编教材 14 本。曾获湖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

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国家一流专业（湖

南大学英语专业）带头人，湖南省英语专业教学团队主持人，获宝钢优秀教师

奖、湖南省优秀教师称号。 

本文通过考察汉英语时间性与时间性语法标记的内在关系探讨人类认知和

语言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考察发现，本质上，汉英语都遵循着共同的原则：

都有一个现在时间的零标记模式，一个强制性标记模式（英语里是过去时，汉

语里是将来时）；都有一个二者皆可模式（英语里是将来时，汉语里是过去

时）。它们的根本差别在于，各自起点不同。英语以强时间性强制性配置为起

点，随着句子时间性减弱，标记越来越少。而汉语是从弱时间性与零标记开始，

随着句子的时间性增强，标记越来越多。本质上是殊道同归。时间性的客观性

与主观性相互作用决定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必定首先遵寻共同的基本原则，

其次才是体现出各自的文化差异。 

 

 
 

10  

 



      

 

                                        

 

 

 

 

 

马秋武，1985年获天津师范大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硕士学位，2001年获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3 年被评聘为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2006 年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08 年 8 月起应聘担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现任

《韵律语法研究》主编之一，《当代语言学》、《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

教学》等刊物编委，第六届国际韵律大会主席、全国翻译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会会长、中

国语音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音系学、外语教学理论。 

什么是语言学？是不是凡研究语言的都是语言学？国内与国外在对语言学

的理解与界定上存在着哪些差异？怎么界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怎么界定？应

用语言学是不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是不是相近的两

个学科？本报告将从语言学的界定开始，对比国内外对语言学的理解与界定以

及所采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展开对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内涵与外延的讨论，

指出我们现在在语言学研究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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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茂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

料库语言学专业理事会会长、语料库翻译学专业理事会副会长。国家社科等基

金评审专家，国内外多家期刊审稿人，研究兴趣涉及语料库语言学、应用语言

学等，著有《语料库应用教程》（合作）、《大规模考试英语作文自动评分系

统的研制》等，iWrite 作文智能评阅系统的总设计人。 

 

句子相似度研究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具有广泛的应用

价值。本研究简要回顾句子相似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近期进展，并以韩素音国

际翻译大赛自动评分系统的研制为例，介绍和展望句子相似度研究在外语教育

测量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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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外语部副主任、中

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南京大学外国语言学研究所所长，East Asian 

Pragmatics  (ESCI) 主编、《外国语文研究》主编，研究兴趣包括语用学理论与

应用、外语教育与教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独著、合著 20 余部，发表学

术论文 180余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江苏省“333高层

次人才培养工程”。学术兼职包括中国逻辑学会语用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

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分会和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 

一些文献探讨了中国社会语境下言语交际中的礼貌原则以及面子观，但鲜

有从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人际沟通内容与方式的“家文化”视角系统阐释中国

人际交往中的人际语用实践。本报告基于汉语中各种人际语用元话语的分析，

表明从中国“家文化”的若干核心价值观念出发，可以很好地诠释发生在中国

不同场景下人际互动中的各种话语方式，理解相关人际互动话语背后的各种人

际策略操作，洞察汉语礼貌观、礼貌表达形成与使用的深层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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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原为始建于 1948年的解放军胶东

工业专科学校，2017 年与山东省科学院合并，是山

东省重点建设的工科高校。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

学院）始于 1964 年的俄语教学，座落于美丽的泉城

济南，现有教职工 107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30

人，博士（含在读）25人，每年聘请外籍教师 15-20

名。现有学生 1300 余人。学院下设英语系、日语

系、翻译系、汉语国际教育系、公共外语教学部、

语言文学研究所、文化翻译研究所、文化传媒研究

中心和 MTI教育中心。承担全校所有研究生、本科生

的专业外语和公共外语教学任务，语种涵盖英、

日、韩、德、法等。近 5年来，我院教师承担国家级

及省部级、厅局级课题 30 余项，出版专著、译著、

教材 35 部、发表重要学术论文 220 余篇。 

     学院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积极

探索国际化、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目前与

新西兰、日本、美国、英国、韩国、新加坡及国内

十几家教育、企业等机构进行合作，设立了实习、

实训及就业基地，开展了师生短期培训及联合培养

本科生及硕士生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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