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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日程安排 

 

 

 

 

 

 

 

 

 

 

 

 

 

 

 

 

11

月 

2

日 

 

 

 

 

 

 

 

 

 

 

 

 

 

 

 

 

 

 

 

 

 

 

 

 

 

 

 

 

 

 

 

 

 

 

 

 

上 

午 

 

 

 

 

 

 

 

 

 

 

 

 

 

 

 

 

 

 

 

 

8:30-9:50 签到、领取材料  地点：广外六教 B103 

 

10:00-10:20 

开幕式   

主持人：田兵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六教 B103 

嘉宾致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 何传添教授 致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章宜华教授 致辞 

10:20-10:30 大会合影 

 

大会报告  

主持人：徐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 硕士

生）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六教 B103 

10:30-10:50 

大会报告（一） 

主讲人：Prof. Sven Tarp 丹麦奥胡斯大学 

题目：Some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case of digital writing 

assistants  

10:50-11:10 

大会报告（二） 

主讲人：魏在江 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概念转喻的认知理据   

11:10-11:20 茶歇 

11:20-11:40 

大会报告（三） 

主讲人：李  兰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题目：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meaning change of the 

metaphor tsunami: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inflation 

11:40-12:00 

大会报告（四） 

主讲人：田  兵 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题目：“禾”与“Oats”——英汉语文词典释义比较研究 

12:20-13:20 午餐   逸林酒店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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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

日 

 

 

 

 

 

 

 

 

 

 

 

 

 

 

 

 

 

 

 

 

 

 

下 

午 

13:30-14:50  

 

（每人发言 8

分钟，讨论点

评 5分钟） 

分组报告 

第一组  地点：四教 418 室 

主持人：于珊珊   点评专家：宫齐 教授 

发言人：吴舒莹，何倍莹，王浩东，唐舒航，张红岩 

第二组  地点：四教 420 室 

主持人：于  涛   点评专家：魏在江 教授 

发言人：米成飞，林枝青，康建东，徐奕琳，王智萱 

第三组  地点：四教 424 室 

主持人：何  贝   点评专家：李占喜 教授 

发言人：周芷伊，张贤，雷鸣芝，曹同飞，马妍，刘尧越 

第四组  地点：四教 324 室 

主持人：王倩倩   点评专家：马志刚 教授 

发言人：梅之星，马天欢，戴苏平，贺欣欣，陆茜雯，李梓

健 

14:50-15:00 茶歇 

15:00-16:20 

（每人发言 8

分钟，讨论点

评 5分钟） 

第一组  地点：四教 418 室 

主持人：张红岩    点评专家：宫齐 教授 

发言人：曾珍，吴子婕，李梅梅，王浩东，何贝 

第二组  地点：四教 420 室 

主持人：康建东    点评专家：魏在江 教授 

发言人：伍凯晖，林丽玉，梁浩宇，黄梓晴，杨静，苏娟 

第三组  地点：四教 424 室 

主持人：唐舒航    点评专家：李占喜 教授  李兰 教授 

发言人：周绮，朱娅，黄慧，陈慧云，许嘉琪，周轲 

第四组  地点：四教 324 室 

主持人：吴舒莹    点评专家：马志刚 教授 

发言人：钟婷，赵苏琪，邵梦云，张文静，许梦娜，邓海燕 

 

16:20-16:50 

闭幕式 

主持人：田兵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主

任） 

颁奖嘉宾：杨励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地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教 424 室 

研究生代表发言 

优秀论文颁奖、论坛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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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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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en Tarp 

国际知名词典学家，词典编纂功能理论的创始人。现任丹麦奥胡

斯大学教授，商业和社会科学学部词典中心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词典学研究中心“云山讲座”教授。同时他还兼任南非斯坦陵布什大

学特聘教授，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国际词典编纂中心成员。 

 

主讲题目： 

Some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and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the case of digital writing assi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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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在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对

比与翻译、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语篇分析等。上海外国语大学优秀

博士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云山杰出学者”。历任外语核心类期刊

《外语教学》编辑部主任、《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校

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认知语言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等。 

 

主讲题目： 

概念转喻的认知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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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学院副教授，曾为香港理工大学英语

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英语硕士课程总监。她 1998 年从英国埃克

塞特大学获得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现为英国特许语言学家学会会士。

研究领域：词汇学和词典学，语料库研究和英语词汇学习，隐喻研究，

构词法，科技写作，网络用语，职场英语。 

 

主讲题目：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meaning change of the metaphor 

tsunami: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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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现

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博导，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心

兼职研究员。兼任中国辞书学会理事、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包括外语教育、英语语法、

历史词典学、教学词典学、认知词汇语义学等。 

 

主讲题目： 

“禾”与“Oats”——英汉语文词典释义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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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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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第一组 A） 

时间：11 月 2 日 13:30-14:50 

地点：四教 418 室 

主 持 人：于珊珊 

点评专家：宫齐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吴舒莹 Encoding Function of Examples for 

Productive Vocabulary in 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ies--A Case Study of the 

Exemplification of “learn” 

13:30-13:45 

2 何倍莹 基于需求分析的商务英语写作教材评估 13:45-14:00 

3 廖彩宴 

王浩东 

认知词典学视角下在线词典搭配信息表

征方式研究 

14:00-14:15 

4 唐舒航 外向型汉英学习词典中及物构式的原型

译义模式 

14:15-14:30 

5 张红岩 A Case Study of Schema-based Categorized 

Definition Modes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14:30-14:45 

 

 

分组报告（第二组 A） 

时间：11 月 2 日 13:30-14:50 

地点：四教 420 室 

主 持 人：于涛 

点评专家：魏在江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米成飞 A Cognitiv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Network Expression “X 草” 

13:30-13:45 

2 林枝青 从“头”细说 13:45-14:00 

3 康建东 兰州方言“给 1……给 2给 3……”构式的

认知分析 

14:00-14:15 

4 徐奕琳 Metaphor and Argumentation-The Case of 

Ren Zhengfei’s speeches 

14:15-14:30 

5 王智萱 口红色号名称的隐喻色彩分析   14:3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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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第三组 A） 

时间：11 月 2 日 13:30-14:50 

地点：四教 424 室 

主 持 人：何贝 

点评专家：李占喜 教授  李兰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周芷伊 A Study of English Logistics Text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raseology 

13:30-13:43 

2 张  贤 关联理论视角下冲突性话语分析 -----

以《奇葩说》为例 

13:43-13:56 

3 雷鸣芝 汉语命令言语行为的不礼貌等级研究 13:56-14:09 

4 曹同飞 华为公司在美国新闻中的企业形象探究，

基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 

14:09-14:22 

5 马  妍 跨文化视角下中美媒体对“一带一路”报

道的对比研究   

14:22-14:35 

6 刘尧越 系统功能视角下田园诗的生态话语分析-

以王维的山居秋暝为例 

14:35-14:48 

 

 

分组报告（第四组 A） 

时间：11 月 2 日 13:30-14:50 

地点：四教 324 室 

主 持 人：王倩倩 

点评专家：马志刚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梅之星 汉语“起来”式中动句与英语“NP-VP-AP”

式中动句的句法异同 

13:30-13:43 

2 马天欢 服务于 HSK六级缩写自动评分的缩写文与

原文词语的比较分析 

13:43-13:56 

3 戴苏平 

贺欣欣 

印尼、泰国学生程度副词“很”的习得研

究 

13:56-14:09 

4 贺欣欣 汉语新型“被 X”结构的生成机制及语义

特征 

14:09-14:22 

5 陆茜雯 “分明”和“明明”——基于语料库的用

法计量研究 

14:22-14:35 

6 李梓健 关联理论下《边城》两法译本中民俗文化

的翻译研究 

14:35-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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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第一组 B） 

时间：11 月 2 日 15:00-16:20 

地点：四教 418 室 

主 持 人：张红岩 

点评专家：宫齐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曾  珍 基于思维导图的范畴理论下的法语学习

词典的释义研究 

15:00-15:15 

2 吴子婕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s based on teaching 

discourse---A case study 

15:15-15:30 

3 谢莉颖 

李梅梅 

On the problems of colour words in the 

definition of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15:30-15:45 

4 王浩东 汉语词典中“吃”字惯用语的超常搭配 15:45-16:00 

5 何  贝 A Tentativ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Smartphone App Dictionary in Chinese 

Context 

16:00-16:15 

 

 

分组报告（第二组 B） 

时间：11 月 2 日 15:00-16:20 

地点：四教 420 室 

主 持 人：康建东 

点评专家：魏在江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伍凯晖 认知视角下英汉人体部位词语义拓展的

对比研究——以“头”、“面”和五官词为

例  

15:00-15:13 

2 林丽玉 

程  杰 

微信公众号标题中的隐喻及其语用功能

分析——以《央视新闻》为例 

15:13-15:26 

3 梁浩宇 中级阶段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语体词的认

知状况研究 

15:26-15:39 

4 黄梓晴 国内互文性的语言学研究综述 15:39-15:52 

5 杨  静 经济学教材历时性元话语研究 15:52-16:05 

6 苏  娟 浅评唐纳兰的限定摹状词理论 16:0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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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报告（第三组 B） 

时间：11 月 2 日 15:00-16:20 

地点：四教 424 室 

主 持 人：唐舒航 

点评专家：李占喜 教授  李兰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周  绮 A Study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n 

Online English Learning Material  

15:00-15:13 

2 朱  娅 A Study on Chinese Buzz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15:13-15:26 

3 黄  慧 从顺应论视角看法庭应答中沉默现象对

信息流动的影响 

15:26-15:39 

4 陈慧云 会话含意的“可取消性”及其在情景喜剧

《武林外传》中的运用 

15:39-15:52 

5 许嘉琪 模因---顺应视角下对 “TVB 体”的语用

浅析 

15:52-16:05 

6 周  轲 顺应论视角下对医患冲突性话语的分析 16:05-16:18 

 

 

分组报告（第四组 B） 

时间：11 月 2 日 15:00-16:20 

地点：四教 324 室 

主 持 人：吴舒莹 

点评专家：马志刚 教授 

 

序号 作者 论文题目 时间 

1 钟  婷 文化语境与典籍中隐性文化负载信息的

翻译 

15:00-15:13 

2 赵苏琪 基于语料库的中国企业致歉信研究 15:13-15:26 

3 邵梦云 The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and 

Dissimilation on Advertising English 

Translation 

15:26-15:39 

4 张文静 浅析英汉广告翻译中的语境顺应 15:39-15:52 

5 许梦娜 语料库翻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15:52-16:05 

6 邓海燕 详略度视域下分析文学作品翻译  16:0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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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录 

序号 姓名 单位 
硕/博士

生 
邮箱 联系电话 

1 曹同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535309158@qq.com 19927460655 

2 车振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553467169@qq.com 15222809811 

3 陈慧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582672896@qq.com 19927466902 

4 
戴苏平 

贺欣欣 
暨南大学 硕士生  17862978681@163.com 18529238684 

5 邓海燕 广州大学 硕士生 895270432@qq.com 15989268894 

6 高冠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361304991@qq.com 15622130843 

7 何倍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72222498@qq.com 13710287156 

8 贺欣欣 暨南大学 硕士生 hexinxin2018@163.com 18565538043 

9 贺志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8238071828@163.com 18238071828 

10 胡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040353654@qq.com 13879648769 

11 黄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09817896@qq.com 13798176739 

12 黄静怡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819008713@qq.com 13318877267 

13 黄梓晴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978855954@qq.com 15602207857 

14 康建东 
 兰州理工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博士生  kangjdemail@163.com 13919115707 

15 蓝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lt1185806567@163.com   

16  雷鸣芝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361402841@qq.com 18020658108 

17 李梅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2605807270@qq.com 19854460393 

18 李梓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71077943@qq.com 18673234589 

19 梁皓宇 暨南大学 硕士生 786594296@qq.com 15626038969 

20 林丽玉 华南理工大学 硕士生  1312722920@qq.com 15119216467 

21 林枝青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376966691@qq.com 18814133328 

22  刘尧越 贵州大学 硕士生 523840668@qq.com 18716372625 

23 陆茜雯 暨南大学 硕士生  784931654@qq.com 16626435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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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马天欢 暨南大学 博士生  5287738121@qq.com 15800220733 

25 马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mmayan1995@163.com 13485319500 

26 梅之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782228068@qq.com 15626170786 

27 米成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225546874@qq.com 15273111280 

28 宁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21243627@qq.com 15270998756 

29 邵梦云 暨南大学 硕士生  2461815738@qq.com 15297987153 

30 苏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971278726@qq.com 18296138977 

31 唐舒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博士生 TSHJulie@163.com 18974683121 

32 田盛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53785767@qq.com 15602299651 

33 万芳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274558487@qq.com 18370660769 

34 王浩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colin_whd@qq.com 15625042588 

35 王欢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173149794@qq.com 15779653365 

36 王智萱 暨南大学 硕士生 wzxkeepgoing@163.com 15083122586 

37 吴舒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937774599@qq.com 18279127241 

38 吴子婕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8215127802@163.com 18215127802 

39 伍凯晖 广州大学 研究生 286246467@qq.com 18819480674 

40 谢莉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050346727@qq.com 13077991460 

41 徐奕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3249160081@163.com 13249160018 

42 许嘉琪 广州大学 研究生  1024857506@qq.com 18819477931 

43 许梦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1105566250@qq.com 15119652788 

44 杨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1203533391@qq.com 13710269867 

45 于珊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2821862937@qq.com 15803094679 

46 禹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842914725@qq.com   

47 张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497326722@qq.com 13535418699 

48  张文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1184543746@qq.com 17345215582 

49 赵苏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2901541908@qq.com 1371027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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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赵天凤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301063731@qq.com 15738764223 

51 钟婷 暨南大学 硕士生 Yuqingyu1466@163.com 13535175582 

52 周轲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971574251@qq.com  15773228213 

53 周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研究生  945103898@qq.com 15675785706 

54 周芷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博士生 20190320003@gdufs.edu.cn 15616204815 

55  朱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硕士生 julia412260446@hotmail.com 13857249784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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