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2010 年语言学系列学术会议联合通告
（第一号／2009 年 10 月 25 日）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将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18 日联合或分别主
办下列三个语言学学术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1. 第 8 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GLOW in Asia VIII）
第 8 届生成语言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in the Old World，简称“GLOW in Asia VIII”）定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14 日在
北京语言大学举行（会后另安排文化考察活动）。
“世界生成语法研究组织”（Generative Linguistics in the Old World，简称“GLOW”）
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成立，其所创办的学术会议以当代生成语言学理论的最前沿研究
领先国际。该组织的亚洲总部（GLOW in Asia）成立后，曾分别在日本、印度、韩国、中
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七届高水平的研究生成语法理论前沿问题的国际学术
会议。第 8 届生成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该会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本次会议将特别邀请
生成语言学创始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教授做主题报告。会议
期间还将举行北京大学授予乔姆斯基教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本次会议获 GLOW 组织授权和中国教育部批准，由北京语言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
理论语言学研究中心承办。会议的主要协办单位有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
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他协办单位暂定有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
言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研究所、中央民族
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开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商务印书馆等。
会议欢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从事生成语言学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报名参加。报
名者须提交英文论文摘要，经严格匿名评审程序录取后获邀与会发表论文。摘要须使用英文
12 号字单行排版，包括正文、例句和参考文献在内不超过 A4 纸 3 页。摘要须一式两份（其
中一份在标题下以三行注明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另一份去除个人
信息，留三行空白）。同一作者提交的摘要不能超过 1 篇（含合作摘要）
。会议接受摘要的截
止日期是 2010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
。摘要提交方式为网上提交，具体步骤见会议网页通
知。正式与会者的旅费和食宿费由会议承担，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见会议网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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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放接受中国内地和港澳台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旁听。旁
听者须提前报名并经审查录取，录取名额为 200 人。会议接受旁听报名的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具体步骤见会议网页通知。旁听者旅费和食
宿费自理，另须缴付报名费人民币 100 元，报名费缴付办法和会议期间食宿安排见会议网页
通知。
查询本次会议细节可登录会议网页：http://www.blcu.edu.cn/CLT/glow/glowasia8.html；
另可登录北京语言大学理论语言学研究中心网页：http://www.blcu.edu.cn/CLT/clt/index.html；
或北京大学中文系网页：http://chinese.pku.edu.cn/；或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网页：
http://ccl.pku.edu.cn/；亦可致函会议专用联络信箱：glow2010@blcu.edu.cn。
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理论语言学研究中心高明乐教授（召集人）、北
京语言大学科研处张维佳教授；会议秘书组联系人：张晋巧（电话：8610－82303282）。
（GLOW in Asia VIII 筹备委员会）

2. 第 6 届国际东亚理论语言学论坛（TEAL-6）
第 6 届国际东亚理论语言学论坛（The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oretical East Asian
Linguistics，简称“TEAL-6”）定于 2010 年 8 月 15 日－16 日（即紧接在 GLOW in Asia VIII
之后）在北京大学举行（其中 16 日安排文化考察活动）。
该论坛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语言学系在 1990 年发起并连续举办，旨在鼓励从
理论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东亚语言和促进理论语言学在东亚各国的发展。自 2002 年起该论坛
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活动，曾分别在日本同志社大学（2002 年）、台湾清华大学（2004 年）、
美国哈佛大学（2005 年）、香港理工大学（2007 年）和德国波茨坦大学（2008 年）举办。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会议的主要协办单位有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其他协办单位暂定有北京语言大学理论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商
务印书馆等。
会议欢迎国内外从事生成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报名参加。报名者须提交英文论文
摘要，经匿名评审程序录取后获邀与会发表论文。部分会议论文将在会后经选录和评审通过
后在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国际 SSCI 期刊）刊登。提交摘要的内容不限但必须
涉及东亚语言（如汉、日、韩）、东南亚语言或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理论语言学分析。
摘要须使用英文 12 号字单行排版，包括正文、例句和参考文献在内不超过 A4 纸 2 页。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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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须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在标题下以三行注明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
另一份去除个人信息，留三行空白）
。同一作者提交的论文不能超过 1 篇（含合作摘要）。会
议接受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摘要提交方式为网上提交，具
体步骤见会议网页通知。与会者旅费和食宿费自理，会议期间的食宿安排见会议网页通知。
会议开放接受中国内地和港澳台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旁听。旁
听者须提前报名并经审查录取，录取名额为 200 人。会议接受旁听报名的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具体步骤见会议网页通知。旁听者旅费和食
宿费自理，另须缴付报名费人民币 100 元，报名费缴付办法和会议期间食宿安排见会议网页
通知。
查询本次会议的其他细节可登录会议网页：http://www.teal.cbs.polyu.edu.hk/；同时可登
录北京大学中文系网页：http://chinese.pku.edu.cn/；或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网页：
http://ccl.pku.edu.cn/；亦可致函会议专用联络信箱：teal6workshop@gmail.com。
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
中心沈阳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
心石定栩教授、邓思颖博士（召集人）；会议秘书组联系人：洪爽、金晶。
（TEAL-6 筹备委员会）

3. 纪念朱德熙教授诞辰 90 周年和陆俭明教授从教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为纪念朱德熙教授诞辰 90 周年和陆俭明教授从教 50 周年，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100
年系庆活动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中文系定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18 日举办“纪念朱德熙
教授诞辰 90 周年和陆俭明教授从教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前 16 日安排文化考察活动）
。
本次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主办和承办。协办单位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理
论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研究所、中央民
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商务印
书馆等。会议的论文将结集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会议欢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报
名参加。报名者须提交论文摘要，须经评审程序录取。摘要内容应与朱德熙、陆俭明的学术
思想和研究内容有关（不建议提交单纯回忆性文章）。摘要应使用汉语小四号字，不超过 A4
纸 2 页，须注明作者姓名、所属单位、通信地址、电子信箱等。会议接受摘要的截止日期是
2010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摘要须通过电子邮件附件形式（.DOC 或.PDF 电子文档，文
件名为“单位－姓名－朱陆会议”）发送至会议摘要接收信箱：zhulu2010paper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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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旅费自理，会议期间的食宿由北京大学安排并适当补贴。
会议开放接受中国内地和港澳台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旁听。旁
听者须提前报名并经审查录取，录取名额为 200 人。会议接受旁听报名的截止时间是 20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报名方式为网上报名，具体步骤见会议网页通知。旁听者旅费和食
宿费自理，另须缴付报名费人民币 100 元，报名费缴付办法和会议期间食宿安排见会议网页
通知。
查询本次会议的其他细节可登录会议网页：http://ccl.pku.edu.cn/zhulu2010/，同时也可
登录北京大学中文系网页：http://chinese.pku.edu.cn/；或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网页：
http://ccl.pku.edu.cn/；亦可致函会议专用联络信箱：zhulu2010conference@gmail.com。
会议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沈阳教授（召
集人）、郭锐教授、袁毓林教授；会议秘书组联系人：张慧、郑伟娜（电话：8610－62762765）。
（会议筹备委员会）

4. 重要提示和说明
（1）上述三个会议的会期虽相互衔接，但会议筹备工作各自独立进行。报名者可以分
别或同时向不同会议提交论文摘要，但须按所参加会议的要求分别提交论文摘要，并且不能
使用同一篇摘要或内容非常相近的摘要申请不同会议。摘要经各个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分别评
审录取，报名者按各个会议规定的程序报到和与会。
（2）上述三个会议接受论文摘要的截止日期均为 2010 年 2 月 28 日（星期日）。但须
注意各个会议接受摘要的方式不同，请不要发送错误，以免影响录取。各个会议的网页亦不
同（但均将提供链接），请注意登录不同会议网页查询相关信息。亦可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语言大学理论语言学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的网页链接。
（3）报名旁听的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可报名旁听其中某个会
议，亦可报名旁听全部会议，报名旁听全部三个会议的将优先录取。报名旁听者须按各个会
议要求分别缴付报名费（即每个会议报名费人民币 100 元）后方可确认录取。报名费缴付办
法和报名截止日期见会议网页通告。报名费缴付后未与会者，报名费不予退还。
（4）报名旁听的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和在读博士或硕士研究生，无论会议地点在北京语
言大学还是在北京大学，均由北京语言大学在该校学生食堂和宿舍安排食宿。拟在北京语言
大学住宿者，均须按规定提前缴付住房押金（报到后冲抵住宿费）。住房押金缴付办法和截
止时间见会议网页通告。住房押金缴付后未与会者，住房押金不予退还。
（5）三个会议安排的文化考察活动为同一天（内容尚未最后确定），即都是 2010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欲参加该项活动的各个会议的与会者和旁听者，须相应推后离京或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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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京（参看下面会议日程简表），请在报名旁听或确认与会时予以说明，以便会议进行安排。
会议文化考察活动的具体内容、费用标准和缴费办法另行通告。
（6）上述三个学术会议将组建联合筹备委员会，统筹处理会议的相关事宜。会议联合
筹备委员会的总负责人是崔希亮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和黄正德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暂定（按姓氏音序排列）：曹志耘（北京语言大学）、陈国华（北
京外国语大学）、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邓思颖（香港理工大学）、高明乐（北京语言大
学）、顾钢（天津师范大学）、郭锐（北京大学）、刘丹青（中国社科院语言所）、钱军（北京
大学）、沈阳（北京大学）
、石定栩（香港理工大学）
、石锋（南开大学）、王洪君（北京大学）、
张博（北京语言大学）、张维佳（北京语言大学）、周洪波（商务印书馆）。会议秘书组联系
人：北京大学张慧、郑伟娜（电话：8610－62762765）；北京语言大学张晋巧（电话：8610
－82303282）
；香港理工大学洪爽、金晶（电邮：teal6workshop@gmail.com）。

5. 会议日程简表
会议日期

会议和活动

日程安排和会议

与会人数

承办单位

名称及内容

地点（暂定）

12 日上午

颁授乔姆斯基名

地点待定

北京大学

誉博士学位仪式

特邀约 40 人

北京语言大学

和会议主题报告

旁听约 200 人

12 日下午

GLOW

大会和分组报告

与会约 40 人

－14 日

in Asia VIII

北京语言大学

旁听约 200 人

TEAL-6

大会和分组报告

与会约 30 人

北京大学

旁听约 200 人

八达岭和十三陵

与会约 100 人

一日游（暂定）

旁听约 200 人

备

注

工作语言
与会约 40 人

汉语及英语翻译

英语

北京语言大学
15 日
北京大学
16 日

文化考察活动

旅行社
17 日－18 日

朱德熙、陆俭明

大会和分组报告

与会约 30 人

北京大学

学术思想研讨会

北京大学

旁听约 200 人

英语

汉语及英语翻译

汉语

报到均为会议之

报到地点：

前一天（11 日／

与会者在会场

14 日／16 日）

旁听者在北语
（会议联合筹备委员会，200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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