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组织架构
(以姓名拼音为序)
学术顾问：
晁继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陈保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胡欶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蒋绍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李行健（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陆俭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洪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理嘉（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王若江（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詹卫东（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学术委员会：
郭 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李红印（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苏宝荣（河北师范大学）
苏新春（厦门大学）
余桂林（商务印书馆）
周洪波（商务印书馆）
周 荐（澳门理工学院）
执行主席：
郭 锐（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李红印（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会议秘书：
万艺玲（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朱 彦（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会务组成员：(联系信息见 19 页)
陈 晨
刘全惟

邓双军
骆文平

会议后勤保障：
中国语言文学系：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樊佳燕
尼基塔

李爱萍
薛童心

李 派
李建新

牛桂娥
魏宝良

李培毓
赵淑珍

王桂玲

刘敬华

杨

强

目

录

一、日程概览 .................................................... 1
二、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 .................................... 2
三、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 3
3.1 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 3
3.2 分组讨论 ................................................. 4
3.3 大会报告和闭幕式 ........................................ 10
四、北京大学周边住宿概览 ....................................... 11
五、交通指南 ................................................... 12
六、与会代表通讯录 ............................................. 13

一、日程概览

3 月 31 日
上午： 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一）
下午： 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二）
4月1日
上午： 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三）
下午： 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四）
4月2日
上午： 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
和大会报告
中午： 午餐
下午： 分组讨论（一）
晚上： 晚餐
4月3日
上午： 分组讨论（二）
中午： 午餐
下午： 大会报告和闭幕式
晚上： 晚餐
与会代表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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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
3 月 31 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Ekaterina Rakhilina 教授
1. Lexical typology of falling
09:00-12:00

“掉落”概念的词汇类型
2. Metaphors of rotation: typological

北京大学电教 125

approach
“旋转”概念的隐喻：基于类型学的思路
Valentina Apresjan 教授
14:00-17:00

Emotions in Russian and English:
semantics, pragmatics, syntax

北京大学电教 125

俄语和英语的情感表达：语义、语用、句法

4月1日
时间

内容

地点

Dirk Geeraerts 教授
09:00-12:00 Onomasiological salience

北京大学电教 125

称名的显著性
Gitte Kristiansen 教授
1. Cognitive semantics vs. reductionist
semantics
14:00-17:00 认知语义学与还原主义语义学
2. Lexical variation in attitude and
perception research
态度和感知研究中的词汇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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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电教 125

三、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3.1 开幕式和大会报告
4 月 2 日上午
时间

内容

地点

08:30-09:00 代表签到
开幕式 主持人：郭锐

李兆基人文

1. 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跃红教授致辞
09:00-09:40 2.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赵杨教授致辞

学苑 1 号楼
B103（地下）

3. 协办方李国英教授、周洪波总编辑致辞
4. 会议学术顾问陆俭明教授、陈保亚教授致辞
09:40-10:00 与会嘉宾、代表合影

人文学苑前

10:00-12:00 大会报告 主持人：周光庆、苏新春
10:00-10:30

Dirk Geeraerts 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 Advances
in corpus-based distributional semantics
Ekaterina Rakhilina 教授（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

10:30-11:00 高 等 经 济 学 院 ）：

Foundations of Lexical

Typology

李兆基人文
学苑 1 号楼
B103（地下）

11:00-11:30 符淮青教授（北京大学）：词的概念义特点探讨

11:30-12:00

王宁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义素概念在汉语词汇语
义学中的重建
勺园 7 号楼

12:30-13:30 午餐

弘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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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组讨论
说明：
（1） 每人发言时间 15 分钟，提问交流 5 分钟。全部发言结束后有 10 分钟
左右集体讨论时间。
（2） 分组安排见下页。

4 月 2 日下午：分组讨论（一）
时间

小组讨论

地点

第 1 组（主持人：赵学清）

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115

第 2 组（主持人：李智初）

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149

14:00-17:10 第 3 组（主持人：钱旭菁）

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253

第 4 组（主持人：齐

冲）

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B123

第 5 组（主持人：杨德峰）

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B124

4 月 3 日上午：分组讨论（二）
时间

小组讨论

地点

第 6 组（主持人：原新梅）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3

第 7 组（主持人：李仕春）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4

08:30-11:30 第 8 组（主持人：匡鹏飞）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5

第 9 组（主持人：亢世勇）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6

第 10 组（主持人：董秀芳）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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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安排（隶属多个机构者只署第一机构，机构名称较长者适当使用简称）
第 1 组，主持人：赵学清，地点：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115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董秀芳（北京大学）

14:00-14:20

从心理动词形式的历时演变看双音化的规律

王晓鹏 （山东大学）

14:20-14:40

西周金文册命职事动词义位研究

姚

14:40-15:00

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借用和改造——以日本变体
尧（苏州大学）

汉文为例
叶慧君（河北大学）

15:00-15:20

顺应理论启示下词的功能义的共时和历时分析

原新梅（辽宁师范大学） 15:20-15:40

回溯法与汉语外来词的历时发展演变研究

赵家栋（南京师范大学） 15:40-16:00

敦煌文献佛教文化语词释证

赵学清（陕西师范大学） 16:00-16:20

同源词研究与文字考释关系刍议

赵

论简牍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岩（东北师范大学） 16:20-16:40

集体讨论

16:40-17:10

第 2 组，主持人：李智初，地点：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149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包诗林（商务印书馆）

14:00-14:20

《辞源》（第三版）字头引《说文解字》考略

金沛沛（北京大学）

14:20-14:40

外向型学习词典用法专栏的教学价值与学习
价值
金艳艳（商务印书馆）

14:40-15:00

《全球华语大词典》中的新加坡独有词语

李仕春（西南大学）

15:00-15:20

中国语文辞书简史

温朔彬（山西社科院）

15:20-15:40

《新华词典》与《新华语典》的比较研究

于峻嵘（河北师范大学） 15:40-16:00

现象学理论对词典学研究的启示——从“视
域”、“内视域”谈起

张

术语的声称与解析初论

晖（南开大学）

16:00-16:20

郑定欧（香港城市大学） 16:20-16:40
集体讨论

咱们的学习词典准备好走出国门了吗？

16:4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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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组，主持人：钱旭菁，地点：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253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云（山西大学）

14:00-14:20

晋方言“父亲”类词语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

陈昌旭（厦门大学）

14:20-14:40

汉泰多对一易混淆词分析

郭

14:40-15:00

普通话词汇与清末南北官话词汇的关系

白

锐（北京大学）

宋作艳（北京师范大学） 15:00-15:20

从百度指数看新词语的生命轨迹

王东海（鲁东大学）

法律新词的发现方法与规范、引导原则研究

15:20-15:40

王伟丽（首都师范大学） 15:40-16:00

北京话词汇语义动态模式探究

徐朝晖（广州大学）

16:00-16:20

香港词与内地普通话词的差异研究

余桂林（商务印书馆）

16:20-16:40

汉语网络词语的类型分析

周

荐（澳门理工学院） 16:40-17:00

集体讨论

清中叶中西文献所见汉语熟语

17:00-17:10

第 4 组，主持人：齐 冲，地点：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B123
发言人
亢世勇（鲁东大学）

时间
14:00-14:20

李

瑞（首都师范大学） 14:20-14:40

孟

凯（北京语言大学） 14:40-15:00

齐

冲（巴黎第七大学） 15:00-15:20

阮光龙（北京语言大学） 15:20-15:40

题目
张志毅先生语言学成就和贡献
汉语双音动补复合词形成的语义和语体机制
动宾式三音词语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
调适
汉语动词和名词词根的形态句法表征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越南学生汉语名量词习
得过程研究

邵燕梅（山东师范大学） 15:40-16:00

汉语基本隐语意义造词法分析

袁世旭（河北师范大学） 16:00-16:20

义位组合的逆化研究

张未然（北京大学）

16:20-16:40

张

16:40-17:00

雁（北京大学）

集体讨论

基于认知形态学的汉语区别义否定类前缀构
词研究
词化过程中的类型强迫

17:0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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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组，主持人：杨德峰，地点：李兆基人文学苑 6 号楼 B124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崔艳蕾（对外经贸大学） 14:00-14:20

复合名词中的致使事件压缩及其相关因素

刁晏斌（北京师范大学） 14:20-14:40

论当今词汇单位的“升格”使用现象

史翠玲（中央民族大学） 14:40-15:00
苏新春（厦门大学）
王

15:00-15:20

珊（香港教育学院） 15:20-15:40

小川典子（大阪大学）

15:40-16:00

从基层词汇角度探讨《新实用汉语课本》中的
词汇排序问题
对一级常用汉字表（3500 字）的词汇学思考
国际汉语教学中级多义词的例证研究
汉语词语结构对日本学生猜词的影响
汉语初级阶段词汇教学中的词汇空缺现象观

谢婧怡（北京师范大学） 16:00-16:20
微
赵

越（南京师范大学） 16:20-16:40

周守晋（北京大学）

16:40-17:00

集体讨论

17:00-17:10

小议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英译的增量和减量
从词汇知识到词汇能力——基于书面输出任
务的比较研究

第 6 组，主持人：原新梅，地点：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3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陈长书（山东师范大学） 08:30-08:50

歇后语语义结构的形成机制和动态特点

侯立睿（山西大学）

杉原直养《彩雅》所收颜色词浅析

08:50-09:10

李润生（北京语言大学） 09:10-09:30
李智初（商务印书馆）

09:30-09:50

刘静静（南开大学）

09:50-10:10

中国传统语言学“系联法”在汉语词汇系统研
究中的运用
语文词典里的专科条目与专科词典同类条目
的释义差别
有关新熟语编年本的凝想

仝小琳（四川师范大学） 10:10-10:30

浅议字母词的性质

杨

范畴化与汉语同类词

贺（中国人民大学） 10:30-10:50

杨怀文（黑龙江大学）

10:50-11:10

集体讨论

11:10-11:30

“汉语语汇学”相关问题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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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组，主持人：李仕春，地点：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4
发言人

时间

党静鹏（北京第二外国语
08:30-08:50
学院）

题目
词语借用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词语借
用研究新视角》评介
A corpus approach to English neologisms

李

蓝（香港科技大学） 08:50-09:10

and their penetration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

朴敏浚（北京大学）
王

09:10-09:30

浩（河北师范大学） 09:30-09:50

吴国向（华侨大学）

09:50-10:10

张松山（广东外语外贸大

汉语反事实条件句的形态特征——以英、韩语
为参照进行比较
“和”“正”
“诚”之词源文化解读
词汇物性结构的创建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英语学习者词典短语动词

10:10-10:30
学）
赵

研究
果（北京语言大学） 10:30-10:50

周光庆（华中师范大学） 10:50-11:10
集体讨论

字 的 层 级 和义 类 对 二 字组 合 的 制 约— — 以
“树、鱼、鸟、虫”义场单字为例
再论突破索绪尔结构主义研究模式

11:10-11:30

第 8 组，主持人：匡鹏飞，地点：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5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丁喜霞（河南大学）

08:30-08:50

理念与视野：汉语研究的整体观

侯瑞芬（中国社科院）

08:50-09:10

兼类形容词的语义倾向及语用动因

黄小萍（华侨大学）

09:10-09:30

单音使役动词的存留和复活及其功用

匡鹏飞（华中师范大学） 09:30-09:50
李文婧（中央民族大学） 09:50-10:10
墙

斯（北京大学）

10:10-10:30

杨德峰（北京大学）

10:30-10:50

曾静涵（北京大学）

10:50-11:10

集体讨论

11:10-11:30

“恰好”类副词的词汇化模式及构词规律
汉语复合趋向动词的共时语义表现与历时演
变
基于词汇类型学视角的汉语旋转动词的历史
演变研究
浅谈《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对语法研究
成果的吸收—以趋向动词和副词为例
“白”的否定性语义的功能扩散及其演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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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组，主持人：亢世勇，地点：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6
发言人

时间

白

冰（商务印书馆）

08:30-08:50

李

安（山东大学）

08:50-09:10

刘

彬（北京大学）

09:10-09:30

刘

伟（北京师范大学） 09:30-09:50

卢卫中（曲阜师范大学） 09:50-10:10
邱

冰（北京语言大学） 10:10-10:30

题目
语文词典释义的精细化
义类组合的区别性和严整性——以肢体动作
类动词的宾语搭配为例
“怀疑”的词汇歧义与意义识解策略
现代汉语形容词释义因子研究
论隐喻在汉语词义形成中的作用
汉语复音词语的义项数量与词长的计量语言
学分析

宋贝贝（中山大学）

10:30-10:50

现代汉语动名型复合词词义透明度理论建构

陈玉庆（商务印书馆）

10:50-11:10

（暂无）

集体讨论

11:10-11:30

第 10 组，主持人：董秀芳，地点：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17
发言人

时间

题目

贾燕子（闽南师范大学） 08:30-08:50

“洗”上位化的过程、原因及影响

钱旭菁（北京大学）

08:50-09:10

汉语母语者心理词汇中的多义词研究——以
身体动作动词为例

王卫峰（苏州大学）

09:10-09:30

词源探求与词义训释

颜玉君（清华大学）

09:30-09:50

基于显著搭配和语义韵的同义词辨析——以
“伪”、“假”为例

张

晶（北京语言大学） 09:50-10:10

“毛”的否定功用

张

亮（上海师范大学） 10:10-10:30

“饱 V”的性质、词汇化及其主观化

朱嫣红（武汉大学）

10:30-10:50

叶

10:50-11:10

“混蛋”之“蛋”考
谈汉语抽象色彩词特殊的语义表达功能——

军（商务印书馆）

从“绾”的训释说起
集体讨论

11: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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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会报告和闭幕式
4 月 3 日下午
时间

内容

12:00-13:00 午餐

地点
勺园 7 号楼弘雅厅

13:30-15:00 大会报告 主持人：刁晏斌、余桂林
黄居仁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知识本体与词
13:30-14:00
汇学——知识概念化与词汇规律关系初探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苏宝荣教授（河北师范大学）：复合词结构的
（方李邦琴楼）
14:00-14:30 隐含性、多元性及其“以语义为核心”的认
B101
知原则
袁毓林教授（北京大学）：生成词库理论和名
14:30-15:00
词语义的结构描述与概念解释
15:00-15:15 休息
15:10-16:40 闭幕式 主持人：李红印
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领导致辞
2. 澳门理工学院周荐教授致辞

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方李邦琴楼）
B101

3. 分组讨论简要汇报
4. 与会代表自由发言
17:00-18:00 晚餐

勺园 7 号楼弘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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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大学周边住宿概览
1.北京大学中关新园
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126 号
类型：大床房 C（9 号楼）398 元、标准间 468 元（9 号楼）
、豪华标准间（9 号楼）588
元、行政套间（9 号楼）65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提交预定、订房部确认、前台付款入住
电话：010-51666064
链接：http://hotel.china1566.com/51017/rooms.html
2.北京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127 号
类型：豪华客房 698 元、品致豪华房 79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提交预定、订房部确认、前台付款入住
电话：010-56296456
链接：http://hotel.china1566.com/14563/rooms.html
3.北京邮电会议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挂甲屯 5 号
类型：标准双人间、标准单人间、标准大床房 38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提交预定、订房部确认、前台付款入住
电话：010-56296456
链接：http://hotel.china1566.com/9265/rooms.html
4.北京锡华商务酒店
地址：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 12 号
类型：经济间 A(无窗）268 元、经济间 B(无窗）318 元、特价双人间 468 元、特价单人
间（无窗）468 元、标准双床间 488 元、标准大床间 488 元、套间 588 元、豪华套间 68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提交预定、订房部确认、前台付款入住
电话：010-56296456
链接：http://hotel.china1566.com/12105/rooms.html
5.锦江之星北京中关村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42 号
类型：单人房 A：
229-256 元、商务房 B288 到 322 元、标准房 C297-322 元、商务房 A314-351
元、标准房 B322-360 元、精选商务房 A356-398 元、标准房 A356-39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注册、登录、提交预定
电话：010-82623688
链接：http://www.jinjianginns.com/HotelSearch?cityName=%E5%8C%97%E4%BA%AC
6.北京每日快捷酒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46 号
类型：双床间、大床间 272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提交预定、订房部确认、前台付款入住
电话：010-56296456
链接：http://hotel.china1566.com/8905/rooms.html
7.速 8 酒店北京中关村永正店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15 号
类型：经济单人间 268 元、标准单人间 318 元、标准双床房 318 元、标准套房 478 元
预定流程：点击链接、注册、登录、提交预定
电话：010-62565550
链接：http://www.super8.com.cn/?ozs=346531-1031
11

五、交通指南

1. 乘坐地铁：
4 号线“北京大学东门站”（D 口）出站。往南步行至北京大学东南门（近
邱德拔体育馆）。
2. 乘坐公交：
东南门外公交站为“中关园”，途经公交车有307、355、365、498、549、
579、601、614、681、697、699、717、982、特18、特4、特6、运通105、运通
110；
西南门外公交站为“海淀桥北”，途经公交车有302、332、333 内、333 外、
584、夜8、运通106、运通114、运通118、运通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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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会代表通讯录
（以姓名拼音为序）
姓名

工作单位

电子邮件

安华林

广东海洋大学

anhlzj@163.com

白

冰

商务印书馆

baibing@cp.com.cn

白

云

山西大学

byun2005@126.com

包诗林

商务印书馆

baoshilin@cp.com.cn

曹

辽宁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caoru2012@163.com

儒

晁继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陈保亚

北京大学中文系

cbyhf@pku.edu.cn

陈昌旭

厦门大学

2248681521@qq.com

陈玉庆

商务印书馆

chenyuqing@cp.com.cn

陈长书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jnchangshu@163.com

陈祝琴

安庆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

chzhq8376@126.com

崔山佳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fhddcsj@sina.com

崔艳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

13911351123@163.com

党静鹏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dangjingpeng@bisu.edu.cn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diaoyanbin@sina.com

丁喜霞

河南大学

dingxixia66@163.com

董秀芳

北京大学中文系

xdong@pku.edu.cn

冯海霞

鲁东大学

haixia872@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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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淮青

北京大学中文系

fuhq@pku.edu.cn

郭

锐

北京大学中文系

guoruipku@163.com

侯立睿

山西大学文学院

houlirui1993@163.com

侯瑞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hrfcass@163.com

胡敕瑞

北京大学中文系

chiruih@pku.edu.cn

黄居仁

香港理工大学

churen.huang@polyu.edu.hk

黄小萍

华侨大学

huangxp@hqu.edu.cn

贾燕子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jyzlyr@163.com

蒋绍愚

北京大学中文系

jiangshy@pku.edu.cn

金沛沛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rainy78@126.com

金艳艳

商务印书馆

jinyanyan@cp.com.cn

亢世勇

鲁东大学文学院

kangsy64@163.com

匡鹏飞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
kuangpf@mail.ccnu.edu.cn
中心

李

安

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lian@sdu.edu.cn

李

蓝

The Hong
University

lan.li@polyu.edu.hk

Kong

Polytechnic

李丽峰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33665407@qq.com

李丽静

上海辞书出版社

imjingjing@126.com
kholkina@gmail.com

李

亮

李

强

北京大学中文系

leeqiang2222@163.com

李

瑞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lirui@cnu.edu.cn

李行健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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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印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lhy2002@pku.edu.cn

李润生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lirunsheng@126.com

李仕春

西南大学

lsc1973@163.com

李文婧

中央民族大学

wenjingcc.good@163.com

李智初

商务印书馆

lizhichu@163.com

刘

彬

北京大学中文系

liubin198903@126.com

刘

伟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00509123.hi@163.com

刘静静

南开大学文学院

liujingjing6525@163.com

卢卫中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aeszhuren@163.com

陆俭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

lu_ma2008@pku.edu.cn

孟

北京语言大学

mk0451@sina.com

朴敏浚

北京大学中文系

karmalet@163.com

齐

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qi.chong@univ-paris-diderot.fr

钱旭菁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qianxujing@pku.edu.cn

墙

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chanceqq@126.com

邱

冰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bingqiu@tom.com

阮光龙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

quanglong_hj2507@yahoo.com.vn

邵燕梅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symmay37@163.com

史翠玲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shicuiling2728@163.com

宋贝贝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yiqing2204@126.com

宋作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meszy@163.com

凯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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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宝荣

河北师范大学

baorongsu@hebtu.edu.cn

苏新春

厦门大学

suxch@xmu.edu.cn

仝小琳

四川师范大学

tongxinbugai@126.com

万艺玲

北京大学中文系

wanyiling@pku.edu.cn

王

浩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wanghaolady@sohu.com

王

宁

北京师范大学

niwangning@263.net

王

珊

香港教育学院

matcilhk@gmail.com

王东海

鲁东大学文学院

wdh333@126.com

王洪君

北京大学中文系

fthjww@pku.edu.cn

王理嘉

北京大学中文系

wanglj@pku.edu.cn

王若江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rjw@pku.edu.cn

王伟丽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wangweili@solcnu.net

王卫峰

苏州大学文学院

weipheng@sina.com

王晓鹏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sailpen@sdu.edu.cn

温朔彬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wsb67@163.com

吴国向

华侨大学

wugx@hqu.edu.cn

小川典子

大阪大学 言语文化研究科

xiaochuan_dianzi@hotmail.com

谢婧怡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xjybnu@qq.com

徐朝晖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gdmmxuzhaohui@163.com

颜玉君

清华大学中文系

echin_001@hotmail.com

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yangheruc@ruc.edu.cn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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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峰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ydf@pku.edu.cn

杨怀文

黑龙江大学

806888408@qq.com

杨亚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janiceyoung@126.com

姚

尧

苏州大学文学院

yaoyao_shcn@163.com

叶

军

商务印书馆

yejun@cp.com.cn

叶慧君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yehuijun0698@126.com

于峻嵘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junrongyu0548@sina.com

余桂林

商务印书馆

yuguilin@cp.com.cn

袁世旭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yuanshixu@126.com

袁毓林

北京大学

yuanyl@pku.edu.cn

原新梅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yxmlnnu@126.com

曾静涵

北京大学中文系

woshijinghan@126.com

詹卫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

zwd@pku.edu.cn

张

晖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zhangh@cncts.cn

张

晶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jingwei90@sina.com

张

亮

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rongyie2009@sina.com

张

雁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ngean@pku.edu.cn

张松山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605197310@qq.com

张未然

北京大学

yiweiyiran422@126.com

赵

果

北京语言大学

1437010657@qq.com

赵

岩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zhaoy29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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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32116@njnu.edu.cn

赵家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zhaojiadong74@126.com

赵学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xueqingzhao@snnu.edu.cn

郑定欧

香港城市大学

theo702@163.com

周

澳门理工学院

zhoujian@ipm.edu.mo

周光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zhgqf2009@163.com

周洪波

商务印书馆

zhouhongbo2009@hotmail.com

周守晋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zhoushoujin@pku.edu.cn

朱

北京大学中文系

zhuyan@pku.edu.cn

武汉大学

zhuyanhong@whu.edu.cn

赵

越

荐

彦

朱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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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组人员信息：
姓名

单位

电话

电子邮件

词汇研究外国专家系列讲座
樊佳燕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8811580306

fjy620@qq.com

骆文平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8811780223

weicbay@sina.com

尼基塔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8210446725

nikkulaev@yandex.ru

薛童心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8604800503

xtx_123@163.com

词汇学国际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
陈

晨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8401262013

邓双军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18811572966

hanxiaoyazhichen@163.com

dengshuangjun@126.com

李爱萍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3811786524

liaiping@pku.edu.cn

李培毓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5210548954

lipeiyu1001@pku.edu.cn

刘敬华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3661285761

liujhblcu@126.com

刘全惟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18701483326

chuenwei@hotmail.com

赵淑珍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yilengkuaile@163.com

1831112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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