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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

——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应用

为进一步推动促进语料库语言学领域专家学者与同行的学术交流，华南师范

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将于 2019 年 7 月 3—5 日举办主题为“新视角、新方法、

新工具应用”的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日程安排

本次研讨会于2019年7月3—5日在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外国语言

文化学院举行，为期 3天。会议日程如下。

时 间 主题 发言题目
主 讲/
出 席

主持人

7月
3日
（周

三）

8:00-8:30 报到 会务组

8:40-8:50
开幕式

致辞 黄丽燕

梁红梅
8:50-9:00 研讨会主题介绍 何安平

9:00-11:30 软件应

用

Python与语料库自动分析工具的开发
陆小飞

14:30-17:00 Python与 NLTK在语料库分析中的应用

7月
4日
（周

四）

9:00-11:30 数据分

析方法

R语言语料库文本处理（上）
雷蕾

唐洁仪

14:30-17:00 R语言语料库文本处理（下） 陈霄

19:30-21:00 论文宣读交流 参会人员

7月
5日
（周

五）

8:30-10:00

语料库

研究与

应用

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视角与工具发展趋势 何安平

李元科
10:00-11:30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教材发展研究 唐洁仪

UAM在口语语料库研究中的应用 陈霄

14:30-16:00 二语词汇习得与加工研究中的语料库参与 张萍

刘晓斌

16:00-17:00
利用线上多模态语料库 iweb开展思辨性

阅读教学
李元科

17:00-17:15 闭幕式 刘晓斌

报到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外国语言文化学院七楼中厅。

研讨会地点：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八楼学术厅。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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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方式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老师或学生在2019年7月2日12:00前点击

https://www.wenjuan.com/s/iuamimO/ 填写报名回执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

名回执。

为保证效果，本次研讨会参会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额满即止。

三、会议费用

1.本次研讨会收取会务费 1200 元/人，研究生凭学生证可优惠至 600 元/

人。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由参会人员所在单位承担。

2.主办方开具项目为“会议费”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会议结束后一周内

发到报名回执中提供的电子邮箱。

3.缴费方式：现场刷卡。

四、会议征文信息

1. 本次会议接收未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原创性论文摘要，欢

迎各位专家学者以英文或中文投递摘要，内容应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字数在

300-500字以内, 具体格式要求请参照附件 1《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论文摘要》

提供的摘要模板，并请在附件 1中填写完整作者信息。

2. 《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论文摘要》需在 2019年 7月 2日前以附件形

式发至邮箱 scnusfs@m.scnu.edu.cn，邮件主题为“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投

稿_单位_作者_论文题目”。

五、主讲专家介绍

何安平，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曾任华南师范大学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博士

生导师，兼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科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语料库语言学方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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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导师和“云山讲座教授“等。现任中国语料库语言学学会副会长。上世纪

90 年代留学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是国内首位获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博士学位的

归国学者。20 余年来极力开拓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应用。先后主持并完成

二十余项国家级、省部级以及跨国合作科研项目，在国内和国外学术刊物发表论

文百余篇；著书 14 部。所带领的华南师范大学语料库语言学团队曾被国外知名

语料库语言学专家称为“国际上最活跃的语料库研究团队之一”。

陆小飞，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语言学博士，

现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应用语言学系研究生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

究领域为语料库语言学、学术英语、二语写作、二语习得及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

在 Springer 出版专著 Computational Methods for Corpus Annotation and

Analysis 与编著 Computational and Corpus Approaches to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在 Applied Linguistics 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开发的

二语句法复杂度分析器和词汇复杂度分析器得到国际上二语写作与习得研究者

的广泛应用。担任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国际顾问，Cogent Education 副主

编，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等多种期刊编委，Applied Linguistics

等 40 余种国际期刊特约审稿人。主持或参与 ETS、美国教育部等资助的多个研

究项目。

张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华南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第二语言加工专业委员会常务理

事，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省社科基金

项目 2项。兼任《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等期刊审稿人。获江苏省及校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共 8次。在 SSCI、CSSCI 等期刊

发表论文 40 余篇。研究方向：二语（教）习得、词汇习得与加工。

雷蕾，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学者”。

研究兴趣涉及二语习得、语料库语言学、学术英语、计量语言学、语言研究方法

等领域。已出版专著 5部，包括在国际知名出版社 TESOL Press 出版专著 1部。

在 Applied Linguistics 等 SSCI 期刊发表研究性论文近二十篇、发表书评十余

篇，在《现代外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或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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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担任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

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语料库语言学专业委员会理事；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等国内外十余家期刊匿名审稿人。

李元科，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英国利物浦大学应用语言

学系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和外语教学。在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 Society, Text & Talk, 《外

语与外语教学》等国内外（C）SSCI 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

陈霄，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

研究兴趣包括语料库语言学、语篇分析、学术英语，主持《语料库与英语教学》

课程的校质量工程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在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等期刊和 ICAME 等会议上发表论文。

唐洁仪，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英语系讲师，教育学博士（英语课程与教学

论方向）。研究兴趣：应用语言学和语料库辅助教学研究。曾主持完成省厅项目

“基于语料库的高中英语教材与教学分析”；目前主研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语

料库智能学习平台的读写能力培养研究---以英语学科为例”。

六、其他事项

1.本次研讨会参会人员需自带笔记本电脑。

2.联系人：文老师，电话：（020）85211406。

3.住宿

需要住宿的参会人员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自行联系酒店（注明：“华南

师大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订房，可享受协议房价）。以下是华南师大附近的酒店

信息：

（1）广东华师大厦（校园内华师正门旁边），订房电话：020-85217223。

（2）尚德酒店（华师西门地铁口旁边），订房电话：020-38921666。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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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语料库语言学专题研讨会论文摘要

姓名
（第一作者，

报告者）

单位 职务 职称

姓名
(第二作者，

选填)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

邮箱

通讯

地址

地址

邮编

是否提

交论文
是  或 否 

参会论

文题目

及摘要

（以中

文或英

文，

300-500
字左右）

请按照以下格式填写

语料库自动分析工具的开发

张三，李四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摘要：

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