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年 6 月 7 日修訂

第十六次現代漢語語法學術討論會 日程
演講場地: 香港城市大學 教學樓 紫區 4 樓(平台層) 15 號演講廳 (LT-15) 及 17 號演講廳
(LT-17)
接待及登記處: 香港城市大學 教學樓 紫區 4 樓(平台層)
大會安排住宿: 城景國際酒店 香港 九龍 窩打老道 23 號 (http://www.thecityview.com.hk)
2010 年 6 月 7 日
18:15 出發

城景國際酒店 – 香港城市大學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酒店到研討會會場

18:30 – 20:30

報到/ 接待

20:45 出發

香港城市大學 - 城景國際酒店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大學回酒店

2010 年 6 月 8 日
8:30 出發

城景國際酒店 – 香港城市大學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酒店到研討會會場
17 號演講廳 (LT-17)

9:00 - 9:40

開幕式 及
平邁天教授
衛真道教授
沈家煊教授
潘海華教授

合影
香港城市大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署理院長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系主任
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 學術委員會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教授

茶歇

9:40 - 10:00

大會報告 (主持人：劉丹青)
17 號演講廳 (LT-17)
10:00 - 10:30

沈家煊
如何解決“補語＂問題？

10:30 - 11:00

石定栩
句法功能和實詞的分類 —— 從惟定形容詞和惟狀形容詞說起

11:00 - 11:30

吳為善
漢語實詞功能兼類及其轉喻的單向性優勢

11:30 - 12:00

沈陽
動結式中動作 V1 和結果 V2 隱現的句法和語義條件
午膳

12:00 - 14:00

城軒中菜廳 (香港城市大學 康樂樓 8 樓; 電話: 852-27888163)
分組報告
14:00 - 14:20

第一組 (主持人：王培光)

第二組 (主持人：羅振南)

17 號演講廳 (LT-17)

15 號演講廳 (LT-15)

胡建華
實詞的分解與合成

何元建
左向、右向及多項量化：“都＂量化
的句法結構再調查

14:20 - 14:40

郭純潔
漢語詞性分類的另一種觀點及
方法

肖治野
“就＂與“才＂：量度等級上的“拉
近＂與“推遠＂

14:40 - 15:00

劉宗保
論語言研究中的“邏輯索
引＂─— 基於對“測試成分或
框架＂的元分析

強星娜
提示話題焦點的“就＂字句 ——
兼與“連＂字句比較

15:00 - 15:20

任鷹
詞類的劃分：意義與功能的同一
性的探尋 —— 關於漢語詞類
本質的再思考

王宏
以“偏偏＂為代表的語氣副詞類焦
點敏感算子

15:20 - 15:40

吳長安
漢語名詞、動詞的歷史形成與現
實樣態

玄玥
再談疑問句的焦點 —— 兼論一個
句子只能有一個“焦點＂

15:40 - 16:00

徐陽春
試論詞類劃分與詞性歸類的統
一性

薛揚
“大／小＂的量化功能 —— 兼論
一類新出現的“大／小＋心理動
詞＂結構
茶歇

16:00 - 16:30

分組報告

第三組 (主持人：邢欣)

第四組 (主持人：張誼生)

17 號演講廳 (LT-17)

15 號演講廳 (LT-15)

16:30 - 16:50

尚國文
現代漢語形容詞的基本功用

李思旭
三種特殊全稱量化結構的類型學考
察

16:50 - 17:10

張伯江
現代漢語形容詞做謂語問題

陳振宇
基於“認知事件＂的量化問題研究

17:10 - 17:30

曹保平、馮桂華
飾謂屬性詞兼類問題考察

Shuiying Yao
Individual/Stage-level Predicates,
Topics and Indefinite Subjects

17:30 - 17:50

完權
從跨語言詞類系統看“的＂和
形容詞的關係 —— 兼及“描
摹性副詞＂和“狀態形容詞＂

Wenchao Li, Naoyuki Ono
A Manner/Result Equipollence in
Verbal Roots-Evidence from
Mandarin Predicate-Complement
Compounds

17:50 - 18:10

宋亞云
現代漢語雙音節名動轉形研究

Daryl Chow
A Re-analysis of wh-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18:10 - 18:30

劉杰
從前景和背景理論看“的”的作用

18:30 – 21:00

Victor Pan
Wh-ex-situ: Mapping between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plit CP
晚餐

城軒中菜廳 (香港城市大學 康樂樓 8 樓; 電話: 852-27888163)
21:15 出發

香港城市大學 - 城景國際酒店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大學回酒店

2010 年 6 月 9 日
8:30 出發
分組報告

城景國際酒店 – 香港城市大學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酒店到研討會會場
第五組 (主持人：胡建華)
17 號演講廳 (LT-17)

9:00 - 9:20

詹衛東
自動句法結構分析需要什麼樣
的詞類知識

9:20 - 9:40

王燦龍
關於漢語詞類理論的兩個問題

9:40 - 10:00

王弘宇
《高等學校外國留學生漢語教
學大綱》（長期進修）的詞性標
注問題

10:00 - 10:20

聶仁發、宋靜靜
對依據詞性歸納詞類的質疑

10:20 - 10:50
分組報告

第六組 (主持人：鄧思穎)
15 號演講廳 (LT-15)
Saina Wuyun
A DRT View on Chinese VP-ellipsis
and Null Object Construction
陸爍
從“他的老師當的好＂談漢語的名
物化
唐正大
漢語主語從句的類型特點概說

Qingwen Zhang, Joanna Ut-Seong
Sio, Sze-Wing Tang
Distributive Phrase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茶歇

第七組 (主持人：詹衛東)
17 號演講廳 (LT-17)

第八組 (主持人：馬嘉思)
15 號演講廳 (LT-15)

10:50 - 11:10

邢欣、郭安
現代漢語中名詞派生動詞（形容
詞）研究

11:10 - 11:30

項開喜
專業領域辭彙的動名歸類和動
名兼類問題

11:30 - 11:50

馬彪
心理動、形兼類分歧詞考察研究

周韌
“全”的整體性語義特徵及其句法後
果

11:50 - 12:10

王仁強
現代漢語兼類研究的多維視
角 —— 以《現代漢語詞典》
（第
5 版）為例

鄧川林
“總（是）＂的量化功能研究

12:10 - 12:30

朱斌、伍依蘭、陳蓓
現代漢語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
的兼類比較

李宇鳳
共知資訊的焦點化

12:30 - 14:00

Li Chen
Downward Entailing and Chinese
Polarity Items
張全生
現代漢語否定句的焦點關聯

午膳

城軒中菜廳 (香港城市大學 康樂樓 8 樓; 電話: 852-27888163)

分組報告

第九組 (主持人：楊素英)
17 號演講廳 (LT-17)

第十組 (主持人：黃居仁)
15 號演講廳 (LT-15)

14:00 - 14:20

尹世超
標題動詞與標題名詞的分類和
兼類

韓蕾
事件名詞的界定

14:20 - 14:40

譚景春
談談詞的歸類 —— 以“當日、私
下、背地裏”等詞為例

吳早生
漢語光杆被領者的指稱性質

14:40 - 15:00

秦岭
基於“時間 — 空間 —認知”三
維認知坐標系運動的漢語實詞
分類探索

Shan Wang, Chu-Ren Huang
A Generative Lexicon Approach to the
Mechanism of Composition of
Mandarin Perception Verb 看“kan”

15:00 - 15:20

朱俊陽
名詞和動詞的功能遷移

劉祥柏
漢語狀詞及其產生途徑

15:20 - 15:40

王冬梅
詞類和句法成分對應的古今差
異及成因

趙春利
主謂間“有＋NP/VP”的句法語義研
究

15:40 - 16:00

吳劍鋒
從言語行為到文體 —— 漢語
言說動詞名詞化的連續轉喻現
象

Ziyin Mai
Boundedness and the shi…de Focus
Construction
茶歇

16:00 - 16:30
分組報告

第十一組 (主持人：郭必之)
17 號演講廳 (LT-17)

16:30 - 16:50

張國憲
“在＋處所”狀態構式的事件表述
和語篇功能

楊國文
“完全時態”與“即行時態”的語義特
徵差異

16:50 - 17:10

劉街生
存在句的語用狀態

熊仲儒
被動範疇“給”與達成範疇“得”

17:10 - 17:30

張誼生
試析一價動詞和形容詞在存現
句中的構式分佈

Suying Yang, Yue Yuan Huang
Aspect Marking in Discourse

17:30 - 17:50

王倩倩
試論漢語非常規語序的一些現
象

李佳樑
“保不齊”的情態化

17:50 - 18:10

李勁榮
凸焦與調焦 —— 狀態形容詞
與數量詞的句法位置

范曉蕾
從漢語方言的多義情態詞看“能性”
情態概念的語義關聯

18:10 - 18:30

徐秀芬 (CANCELLED)
“一臉（的）XX”結構探析

李秉震
“關於”“對於”的語義功能

18:45 出發

香港城市大學 - 城景國際酒店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大學回酒店

19:00 – 21:30

第十二組 (主持人：李寶倫)
15 號演講廳 (LT-15)

晚宴 (西式自助餐)

城景國際酒店 二樓 水晶殿 (電話: 852-2783 3888)

2010 年 6 月 10 日
8:30 出發

城景國際酒店 – 香港城市大學
研討會秘書處會安排旅遊車接載演講者從酒店到研討會會場

分組報告

第十三組 (主持人：譚景春)
17 號演講廳 (LT-17)

9:00 - 9:20

曹秀玲
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 ——“我
/你 V”的語法化及相關問題

Stella Wing-man Kwan, Stephen
Matthews, Chinlung Yang
A Processing Perspective on the
Cross-categorization of Verbs and
Prepositions

9:20 - 9:40

侯瑞芬 (CANCELLED)
“不是”：從短語到話語標記

Hsu-Te Johnny Cheng
Argument Ellipsis in Chines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F-deletion

9:40 - 10:00

吳穎、王雪溪

Chao Li
The Logic of Chinese Syntactic
Structure

單音形容詞向副詞功能轉變研
究
10:00 – 10:20

史金生
“就是＂的話語標記功能及其
語法化

10:20 - 10:40

第十四組 (主持人：楊金龍)
15 號演講廳 (LT-15)

Yingying Wang
The Semantics of Indexicals
with a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wo’ and ‘ziji’
茶歇

大會報告 (主持人：張伯江)
17 號演講廳 (LT-17)
10:40 - 11:10

陸丙甫
對詞類和名物化的思考

11:10 - 11:40

劉丹青
漢語“有”字領有句的語義傾向和信息結構

11:40 - 12:10

郭銳
詞類類型學和漢語詞類系統

12:10 - 12:20

閉幕式
張伯江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 語言研究所
潘海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