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国际研讨会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Pedagogy
一号通知
诚邀会议论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法国汉语教师协会联合举办的第二届汉语独特性理论与
教学国际研讨会将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至 20 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举行。
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国际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
于 2009 年发起，会议为中外学者交流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的成果与经验提供
平台。第二届会议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汉语理论界和汉语国际教育学术界在汉语独
特性领域的研究与教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国内外学者对汉语独特性研究的最新状
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会议欢迎所有对汉语独特性有兴趣的同行，尤其欢迎
对字本位持质疑和批判立场的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研讨会的会议语言为汉语。

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13 年 10 月 19 日（周六）至 20 日（周日）
报到时间：10 月 18 日（周五）全天和 10 月 19 日（周六）上午 7:30～8:30
报到地点：上海市大连西路 550 号，上海外国语大学校内迎宾馆

会议的形式
会议将采用全会、分组讨论和辩论专场三种形式，全会将邀请海内外著名字
本位和词本位理论学者和教学专家作主题演讲。分组讨论将分为理论和教学两组，
理论组鼓励语言理论不同观点的交锋，教学组将探讨字本位及其他汉语独特性理
论在对内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应用。另外，我们还将设两个半天分别进行理论交锋
和教学争鸣两个专场辩论。

会议的议题








汉语独特性理论和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的汉语独特性研究
基于单字的汉语理论与教学研究
汉语“辞”的研究
汉语字本位理论研究
字本位和词本位的异与同
字本位汉语教学 20 年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汉语国际教育的汉字大纲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的汉字教学模式研究
汉语国际教育的书面语教学研究
其他各种与汉语独特性理论与教学相关的研究

特邀主题演讲人（拟）
白乐桑
陆俭明
潘文国
史有为
任瑚琏

会议的费用
会务费 600 元（研究生减半）；往返旅费、食宿费自理。

论文的要求
欢迎围绕上述主题（但不限于）提交论文，论文请用中文写作，全文字数在
4000～6000 字之间（含标题、摘要、正文、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等内容）。已
经发表的论文请勿投稿，因一稿多投带来的任何问题，责任由投稿者自负。论文
全文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31 日。
论文全文请保存为两种格式：办公文档格式（doc、docx 或 odt）和印刷文
档格式（pdf）。文件名设为“作者姓名_论文名称”（例如：张三_论文名称.doc
／张三_论文名称.pdf），合著论文的作者姓名之间用加号连接（例如：张三+李
四_论文名称.doc／张三+李四_论文名称.pdf）。完成后以电子邮件形式把两个文
件发至 hyguojihuiyi@shisu.edu.cn，以收到回复确认为准。
会议秘书处将组织专家对论文集中审阅，并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之前向录用
论文作者发出第二号通知（邀请书），国外学者因签证需要提前发邀请信的请在
来稿时说明。
论文排版格式要求附后。论文的第一页请务必包含如下内容：(1) 中英文姓
名；(2) 所属院校；(3) 电子邮箱；(4) 中英文论文题目；(5) 中英文论文摘要和
关键词。
会议论文集拟在会后适时出版，具体时间在落实出版社后告知。

联系方式
会议相关事宜可致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办公室的徐老师。
电话：86-21-67701908 或 86-21-35372635
传真：86-21-65429025
电邮：hyguojihuiyi@shi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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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ork of those working on orthography and the
cross-national data which bear on writing-system….

批注 [S4]: 【关键词】字号：12pt；

Key words: writing-system; learning to read; influence

单倍；段前间距：0 厘米；段后间距：

字体：宋体/Times New Roman；行距：
0.75 厘米；对齐：左对齐。

1 书写的定义
书写被定义为通过使用传统的可见记号达成的交际系统（Gelb, 1963）
。鉴于我们的
研究目标1，我们将书写视作……
2 拼音文字书写系统分析
拼音文字是……
2.1 符号系统
符号系统是指……
2.2 对应规则
对应规则是指……
表 1：英语的字母/字母组合与发音的对应规则

字母
t
s
u
……

发音
[t]
[s]、[z]
[u]、[u:]、[ʌ]
……

汉字书写系统的对比分析
……齐元涛（2011）指出跨结构变化造成是使汉字的系统性降低的原因之一……
3.1 经验数据
经验数据1是……
3.1.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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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
3.1.3 ……
3.2 历史数据
历史数据是……
3.3 跨国数据
跨国数据是……
4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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