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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 

 
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2005年下半年共举办了13

次学术讲座。邀请了美国麻省理工教授Wangdaoming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

大学的邹科博士、荷兰莱登大学大学的范德博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梁茂成博

士等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前来讲学。  

Wangdaoming 教授是美国语言学家。获麻省理工大学语言学、哲学博士双学

位。已经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和专著，研究领域包括法语的动词曲折变化，音系分

析研究，英语词典学以及理论音系学。目前的研究兴趣为语言学中的哲学问题。

Wangdaoming 教授应基地主任王初明教授的邀请来基地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中

心议题是“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学术写作”，共 9 次。其中 7 次讲

授“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他在讲座中 阐明了哲学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

的 领 航 作 用 (the cybernetic function of philosophy in linguistic 

research)。通过详细比较和批评不同语言学流派的哲学渊源及其研究背景，让

学生了解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指导意义。讲座中涉及到的语言学研究主要

集中在音系学领域。“学术写作”让学生对博士论文的规范及如何提高论文质量

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Wangdaoming 教授讲授的“哲学在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讲：语言学理论的哲学渊源(philosophical presuppositions of 

linguistic theory)。主讲语言学中各种流派，特别是音系学领域的哲学起源。

一直追溯到泰勒斯，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以及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现在的语言学理论，有助评价其正确性。 

     第二讲：为什么语言学不是一门科学(why linguistics is not a science)。 

主讲科学本身的定义，并以转换语法为例说明科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 9种错误倾

向。主讲人认为 A science is a heuristic perceptual system comprising 

energetic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primacy of change that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physical world.  

   第三讲：评估各种语言学理论的价值标准(axiology, or evaluative 

criteria for linguistic theories)。主讲价值论关注的不是事实，而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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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包括三个部分：伦理学（什么是好的）；美学（什么是美的）；科学评估（什

么是真实的）。并针对这三个标准分 10 个小节详细阐述了评介一个语言学理论的

要素。 

     第四讲：音系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音系关系(philosophical phonology and 

phonological relations)。主讲人运用自己研究所得的大量语言学事实，从哲

学的角度各个角度出发，系统地批判了转换音系学中的主要观点，如该流派认为

语言中存在 distinctive features 和 natural classes，将简单原则作为评估

标准。 

     第 五 讲 ： 音 系 学 研 究 的 普 遍 分 析 过 程 (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ocesses)。主讲人在批评转换音系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独特的

研究视角，通过细致分析多种欧洲语言之间的关系及某一语言内部的历史变化，

力图解释语音变化中的普遍规律，如 Precession is an example of a universal 

phonological process. 

     第六讲：语言变化以及历史重建(linguistic change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主讲对语言变化最好的理解就是变化受抽象的原则所控制，

例如将超规则(即普遍的哲学观点)适用于具体的语言规则。根据这一规律，主讲

人运用自己的语言分析结果将看似无关的现象联系起来，为研究语言的变化和历

史重建工作做出了新的突破。 

     第七讲：科学解释性的本质(the nature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主讲语言学研究的两个不同走向：描述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通过详细对比分析

二者的哲学分歧，主讲人认为当代主流语言学研究，如转换语法，仍然停留在描

写阶段，尚未能提供科学的解释力。 

   Wangdaoming 教授上课准备充分，讲义详细，方式灵活。为了方便学生课

前 准 备 以 及 课 后 复 习 ， 能 够 根 据 具 体 情 况 及 时 调 整 授 课 方

式，并建立了专题网址(www. homepage.mac.com/wangdaoming/guangwai/

)。每一个讲座都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主讲人熟悉多种欧洲语言，特别是精通

词源学。在课堂上善于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的以音系学的研究为例，说明整个语

言学研究中的哲学问题。最后一讲用 4页工整的图表详细阐释了描述语言学与理

论语言学的哲学分歧，看上去一目了然，并且根据学生的反馈，在关键词后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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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当的注解，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主讲人对其中生涩的学术术语的理解，如

geneticity (nothing from nothing and nothing to nothing)，显示出极强的

语言驾驭能力和清晰的教学思路，加之配以适当的图画，教学效果非常理想。 

 Wangdaoming 教授系列讲座内部之间有很强的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最

后一讲的总结十分全面，分析细致，见解深刻。首先重申了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儿

针对训练科学思维提出的 9条规则，然后用简明的图表细致的剖析了描述语言学

与理论语言学在各个哲学层面的差异，如：两大学派在哲学起源，价值论，认识

论，本体论，形而上学，宇宙论，语言变化，方法论等等 16 个方面的不同。最

后的总结更是及各个学科于一身，用简洁精炼的语言表明主讲人的哲学观点可以

从夸克物理的发现得到印证，并且明确的指出笛卡尔与明代大儒王阳明哲学思想

的相似之处。 

邹科博士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英语系终身教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英

语语言学家和跨文化语言交流方面的专家，在美国和国际语言学学术会议上宣读

和发表了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并在语言学和语言交流研究方面获得加礼福尼亚州

立大学的许多学术奖励。邹科博士从美国南加礼福尼亚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学

位，先后在五所美国大学英语系任教，对美国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英语

语言学和语言交流方面的十多种不同的课程，并担任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指导老

师和硕士研究生部主任，在美国大学教龄长达十五年。邹科博士还在中国国内多

所大学作过学术演讲和交流。 

邹科博士此次来基地演讲的题目是“英语语法教学的假设测试手段”。他演

讲的内容是：为什么英语为母语的人已经习得了一套语法规则却依然需要学习语

法？原因是语法规则是本族语者潜意识地习得的，只有通过正规的语法训练才能

意识到。运用验证假设的方法进行英语语法教学就是教会学生自己从语言材料中

抽象出能解释语言现象的规则并进行假设，然后在新的语言材料中验证假设、修

改语法规则。讲座以英语中反身代词、名词短语中的限定词、并列连词为例，详

细说明了验证假设方法运用于英语语法教学中的操作步骤，以英语本族语学习者

的潜意识语感为依据，帮助他们发现并构建一套由有意识语法规则组成的语法能

力，他们在形成、检验、修正语法规则过程中积极参与语法学习过程，有助于理

解并建造简明扼要、符合逻辑以及完整一致的英语语法规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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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语言学专家范德博教授来基地演讲的题目是“Industri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他在演

讲厅以一口比较流利通顺的普通话给大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他谈到了目前欧

洲关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工作情况，同时还谈到了他在中国所作的语言调查情

况，指出了中国社会语言的多样性以及在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梁茂成博士来基地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学生英语作文自动评分模型的构建”。

梁茂成博士介绍了中国学生英语作文自动评分模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理论

上，研究构建了中国学生英语作文自动评分模型；在实践上，研究为大规模考试

中采用电脑评分提供的前期结果。 

广大研究生和教师对于基地一系列讲座的举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博士生的

反应经历了从一开始的一知半解到最后积极而热烈的变化。一致认为通过本学期

的讲座学习收获丰厚。在第一学期接触各个领域的名学者对拓宽学术视野大有帮

助。Wangdaoming 教授的讲座使大家对语言学研究有了崭新的认识，充分意识到

正确的哲学观点对未来的语言学研究，包括三年的博士学习，特别是博士论文将

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大家对主讲人学贯东西，融会贯通的精辟见解以及为此讲座

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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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2005 年第四季度重点研究基地的 6 个在研教育部重大项目均进展顺利。 

  曾用强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机助语言测试研究” 按照项目规划的思路开

展研究工作，经过 3 年多的努力，已经基本完成整个项目的研发工作，目前已进

入结项的准备工作。 

  董燕萍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二语词汇表征和发展模式”目前的进展体现在

三个方面：1）文章：Shared and separate meanings in the bilingual mental lexicon

（董燕萍 , 桂诗春 , Brain MacWhinney）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 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 8 (3), 2005, 221–238。2）文章：“从表外词语介入看汉语

复合词的心理表征”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 （2005 年第二期）。3）

文章：Representing lexical semantics in the competition model 已投稿。 

 章宜华、黄建华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基于微观数据结构的双语词典生成系

统”在课题组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下，研究基本完成，现在正把研究成果写成论

文和词典生成系统台管理程序的编写和数据库结构的修改。已经发表和正在写作

的论文有：词典辅助编纂及生成系统的多层 C/S 结构和数据库，适应词典自动生

成系统的数据库结构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结构的双语词典生成系统初探。 

  温宾利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英汉句法对比研究：关系结构的推导及诠释” 

已完成，正在为项目的结项做准备。其中的成果之一是一篇博士论文，已通过匿

名评审和答辩，得到很好的评价。另有一篇论文已投往一国内刊物。 

  郑立华教授主持的重大项目“社会语言学研究：ISO9000 质量体系中的书面

语使用”本季度完成的工作是：对实地采访调查素材进行描述分析工作，已完成

50%；完成研究报告的理论部分；完成调查报告调查部分 50%的内容；12 月 11-19

日到法国讲学，讲学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跨文化交际与中国国际化进程”。 

刘建达博士主持的重大项目“不确切判断理论与语言测试策略行为研究” 成

果类型为科研论文和实验报告。使用部门是各级学校的语言研究者、语言教学工

作者、和语言测试工作者。该项目将改进语言测试的信度、效度、和科学性。目

前该项目的各个子项目处于收集文献以及试验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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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5 年 12 月 10-12 日在在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社会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言交际”。本届研

讨会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社会语言学会、香港理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联合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办。为了提高研讨会的学术水平，研讨会邀请了国际知

名学者 Norman Fairclough（英国）、陈国明（美国）以及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

春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来自海内外的 205 名代表参加了本届研讨会。 

12 月 10 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广外云山会堂隆重举行。出席研讨会开幕

式有广外校长徐真华、副校长陈建平；国际知名学者 Norman Fairclough（英国）、

陈国明（美国）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桂诗春；主办单位代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

会长周庆生，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陈瑞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初明、新加坡国立大学陈桂月博士，以及研讨会筹委会秘书

长高一虹教授（北大）、冉永平教授（广外）。大会组委会主任陈建平主持了开

幕式。 

广外校长徐真华在欢迎词中指出：近年来，社会语言学研究在当今社会、

文化、经济快速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一年一度的中

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盛事，前三届的会议较全

面、客观地传递了学术研究前沿信息，反映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趋势及其应

用现状，广外作为本届研讨会的东道主，决心将本届研讨会办成一次盛会，为中

国社会语言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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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生教授在大会上致辞并指出本次研讨会将会加强国内外语语言学界，汉语语

言学界、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两岸四地以及海外同行之间的合

作与研究，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广泛深入发展。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著名语言学教授 Norman Fairclough 就“批判性话语

分析对社会变革研究的贡献”（The Contribution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Research on Social Change）作了主旨发言。他结合自己在批判性话语分析（CDA）

方面的研究，他以转型期间的罗马尼亚社会为例，论述 CDA 如何体现一个变革

中的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在报告中他还介绍了自己针对罗

马尼亚等前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变革，深入阐述他所提出的“社会包容/

社会排斥 social inclusion/exclusion”概念。 

 美国罗德岛州大学的传播学教授陈国明主旨发言的主题为“全球社会里的

语言、交际与文化学”。他以全球化为背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社会

功能。他指出，全球化是当今传播学探讨语言、交际与文化三个概念的宏观背景。

Dell Hymes 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应该进一步扩展为“跨文

化交际能力”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这种能力是现代人成功

生活在全球化社会必备的能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的桂诗春教授做了题

为“语用意识和第二语言特征”（Register Awareness and 2nd Language Acquisition）

的主旨发言。他从语言的本质及功能、个人语言发展、语言与社会交际三个角度

出发，结合自己的外语学习亲身经历阐释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背景和实践，对中

国学生学习英语常犯的语用失误做出精辟分析，指出中国学生英语写作的最大不

足是：不管任何场景，中国英语学习者只使用一种唯一的语域——所写即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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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写作的特点是词汇量少、词不达意、语法错误多以及受母语

影响大等。针对这个问题，他分别从英语教学者及学习者的角度论述了怎样帮助

学生加强语用意识以接近母语者的语用选择能力。 

10 日上午的主旨报告会结束以后，研讨会设立了 8 个分会场并安排了一天

半时间由代表进行分组研讨发言。分会场的每场分组讨论会都由知名学者担任主

持人并做专题发言（Featured Speech）。这些高质量的报告在各个分会场引起了

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如北大高一虹教授的报告回顾了外语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史

并总结了中国外语教学各阶段的特征。她指出中国的外语教学一直以来继承了晚

清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体”与“用”的矛盾是导

致中国外语教学多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广外博士生黄莹及其导师陈建平

对 1949 年以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如何在语篇层面体现语言变化和社会变

迁之间的紧密联系开展了历时研究。暨南大学的郭熙教授等运用抽样调查法调查

了广州市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系统地调查了广州市民的语言分布和语言使用情

况。他们还计划将这种调查坚持 5 到 8 年以便更好地反映广州的语言文字使用发

展和变化趋势。 

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于 12 日上午在广外国际会议厅为大

会做了题为《保护语言的多样性》的精彩报告。他的报告谈了三个方面：人类的

所有语言是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人类面临的语言消亡问题和及其原因、国家提

倡保护语言多样性的政策。他站在把人类所有语言看成是全人类共同资源的高

度，指出语言消亡，特别是当前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消亡进程有加速的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民族语言的使用者生存、生活环境的变化、强势语言的作

用以及网络和现代信息技术。针对这些问题，他强调保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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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政府、语言学家甚至每个民族成员都有责任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同时，他还

在大会上展示了近年来语言保护工作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并谈到了目前正在进

行的一系列关于语言保护的工作情况。报告的最后，李司长呼吁，保护中国语言

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语言的多样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保护各自的方言母

语，从而进一步去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并构建和谐的语言社会。 

研讨会闭幕之前举行了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应用为主题的高层学术

论坛，中国社会语言学会会长周庆生教授、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曹志耘教授、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陈建平教授、暨南大学郭熙教授、浙江大学施旭教授、南京大学徐

大明教授、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吴东英博士，荷兰莱登大学 van 

den Berg 教授等作为高层论坛的专家分别在大会上做 5 分钟的精彩发言。他们

谈到了目前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与应用存在的问题和现状，并发表了各自独特

的见解。他们认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应当积极参

与社会、服务社会、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同时，台下的各位专家、学者和

代表，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社会语言学专家们纷纷提出了促进中国

社会语言学发展的建议与看法。大会最后由陈建平做总结，他指出这次研讨会具

有多单位共同主办、参与面广、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及会议形式多样化

等四大特点，研讨会的圆满成功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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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专家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2005 年下半年，重点研究基地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

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严格实施《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

工作条例》，加强学术交流。在基地领导的带动和鼓励下，基地专职研究员积极

参加各项学术交流活动，扩大影响，充分发挥重点研究基地辐射作用。 

  本学期基地专职研究员共参加国内/际学术会议 17 次。2005 年 7 月，何自

然教授和冉永平教授应邀参加第 9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分别做了主题

发言“模因-语言-交际”和“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2005 年 9 月，黄建华教

授应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英汉学习词典论证会，并做了主题发言；2005 年 9 月，

王初明教授应邀参加外语学刊年会；2005 年 9 月，冉永平教授应邀参加“第三

届国际语义语用对比研讨会”，并作了题为“Pragmatic enrichment of Chinese 

lexical items in utterance interprertation” 的大会发言；2005 年 10 月，

王初明教授应邀参加在武汉大学举办的全国第三届英语写作教学研讨会，并在会

上做了主旨发言 ，题目为“运用写长法应该注意什么”； 2005 年 11 月，王初

明教授应邀参加在南京举办全国第二届第二语言习得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主旨

发言 ，题目为“验证补缺假说的一项实证研究”；2005 年 11 月，黄建华教授应

邀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第六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并主持会议，致学术性的

开幕词，总结性的闭幕词；2005 年 12 月，钱冠连教授应邀参加在中山大学举办

的“2005 中国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主旨报告““哲学对翻译

的三种关怀””。2005 年 12 月，基地专家应邀参加“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的高层专家座谈会，冉永平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流行语、社会用

语及社会语用” 的主题发言；2005 年 12 月，冉永平教授应邀参加在广东湛江

举办的 “广东外国语言学会 2005 年学术年会”，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翻译中

的语境补缺及语用充实”； 

 本学期基地专职研究员外出讲学 21 次。何自然教授应邀先后到上海财经大

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绍兴文理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湖南衡阳师范学院、湖

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广西

玉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和广东肇庆学院讲学，他演讲的题目包括“语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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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语言模因论”、“语用学在语言教学上的意义”、“语言学科建设问题”、 “语

言中的模因”、“语用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语用学与认知”、“语用学学

科的发展”、“有趣的语言现象”、“外语教学上的一些问题”、“关于博士研究生论

文选题与写作”和“语用学与学语用”；钱冠连教授应邀先后到四川大学、黑龙

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及西南大学讲学，他讲学的内容有：

“西方语言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a Nutritive Bowl of 

Linguistic Research”、 “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On 

Classic Literatures o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a Nutritive Bowl of Linguistic Research”； 王初明教授

应邀先后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及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讲学，他演讲的题目为“从补缺假说看外语听说读写”、“外语是怎样学

会的？”、“外语写长法”、“写长法的理念与应用”、“从补缺假说看外语听说读写”；

董燕萍教授应邀先后到浙江万里学院、浙江省外语学会年会、华南师范大学讲学，

她演讲的主题是“反应时与语言习得”、“反应时任务与二语习得研究”、“语言习

得中的连接主义模拟”；刘建达博士应邀先后到东华理工学院、南昌航空工业学

院以及南昌大学讲学，他演讲的专题包括“语言测试中的统计学”、“测试研究的

切入点”、“语言测试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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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会议纪要(73) 

主持 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王初明 

出席 

人员 

冉永平  张新荣  曾用强 董燕萍 刘建达 杜金榜 刘礼进 徐海 莫爱屏 徐章宏

何家宁 李明 刘绍龙 卓勇光 刘永灿 源可乐 蔡振光 欧阳护华 

时间 2005 年 11 月 17 日 星期四 

地点 重点研究基地会议室 

记录 肖沅陵 

会议 

主题 

专兼职研究员座谈会 

 

会 

议 

程 

序 

1、 王初明主任介绍重点研究基地的运作模式及成员结构等； 

2、 冉永平副主任通报工作； 

3、 专兼职研究员互相交流心得体会。 

 

 

 

 

会 

 

 

议 

 

 

结 

 

 

果 

 

 

 

 

 

    

 

    基地专兼职研究员围绕议题“如何以抓人才培养和产出有影响的科研成果为

中心来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各抒已见。在制度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

术交流方面，各位专兼职研究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充分交流心得体会，提出

了宝贵的建议。 

 

1、 曾用强老师谈了自己在美国做高级访问学者的体会及感受。他觉得他所在大

学的图书资源和人力资源管理都较科学合理。图书流通迅速，购书方便，图

书管理人员服务意识好。研究生课程设置面广，专业方向多，充分利用各种

师资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讨论，营造浓厚的学术气氛。 

2、 刘永灿老师谈了自己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博士的感受。他认为正确处理教与学

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培养学生应先从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开始。

3、 杜金榜老师谈了自己在英国访学时体会及感受。他觉得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

交流活动对开拓研究者和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大有好处。他认为我们应该多请

各个领域的专家前来讲学，并经常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 

4、 刘礼进老师谈了自己在英国访学时心得和在《现代外语》做编辑的体会。他

觉得英国大学课程设置灵活、研讨会多、图书资料丰富。他认为投稿论文应

选题新颖、有充分的语料分析、题目宜小、文字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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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会议纪要(74) 

主持 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王初明 

出席 

人员 

陈建平  冉永平  张新荣  肖沅陵 

时间 2005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一 

地点 重点研究基地会议室 

记录 肖沅陵 

会议 

主题 

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会议 

 

会 

议 

程 

序 

1、 陈建平副校长介绍会议筹备情况； 

2、 会议工作安排； 

 

 

 

 

会 

 

 

议 

 

 

结 

 

 

果 

 

 

 

 

 

 

 

 

 
    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工作安排如下： 

 

1、 召开大学各有关部门的工作协调会，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 

2、 召开工作人员会议，给每位工作人员布置任务； 

3、 编制印刷会议日程和摘要等会务文件； 

4、 落实住宿及餐饮等后勤工作； 

5、 布置会场、检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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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研究基地会议纪要(75) 

主持 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王初明 

出席 

人员 

陈建平  冉永平  张新荣  肖沅陵  孙波  各学院主管科研的院长 

时间 2005 年 11 月 30 日 星期三 

地点 重点研究基地会议室 

记录 肖沅陵 

会议 

主题 

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协调会 

 

会 

议 

程 

序 

1、 陈建平副校长介绍会议的日程安排，强调会议的重要性； 

2、 安排各部门的工作。 

 

 

 

 

会 

 

 

议 

 

 

结 

 

 

果 

 

 

 

 

 

 

 

 

 
    学校各部门工作安排如下： 

 

1、 校办负责大学宣传册、文件袋，接待上级领导，安排南校区专家座谈会； 

2、 后勤处负责会场布置、会议用车、住宿安排及餐饮； 

3、 保卫处负责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 

4、 电教中心负责设备调试、照相及摄像； 

5、 宣传部负责宣传报道； 

6、 英文学院负责 8 个分会场的管理工作； 

7、 国际交流处负责安排部分专家住宿及处理会议期间的涉外事件； 

8、 学生处负责协调广告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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