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省中國語吉學會舉行學街年會置換屆選舉

崔;接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本刊訊}廣東宙中關語言學會詣的輔助。3 年學對青年會按 2003 年 i立月 1生-18 日在粵東

梅州市嘉慶學院召間。出席誼次盛會的有來自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1奮師範大學、攘

外i大學、深圳大學、nlJ頭大學等廣東省內 10 多研大學的語言學工作者近 130 人。會議

共臨到論文近 100篇 3 內容涉及古文字及古漢語調陸考釋研笠，方言研究，現代灑語調

鹿和譜法的理論與應用研究，對外漢語教學與理論研究以及語古典文化研究等方笛，幾

乎油畫畫中錯話育學研究的全部領域。

會議舉特別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育研究所張振興、張車英研究員，香港理工大學

中文及雙語系主任張群顯博士，香港科技大學張散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石毓智博士等

海內外著名的語吉學專家出席會議並作舉術報告。

會議擺擺舉出了新一屆的學會幫導班子:鷺伯慧教授在會長，唐室主朗、部敬敏、張

玉金、林{會偷教授任副會晨，周小兵致授任秘書畏，→方小燕教授任副秘、書長。會議還沒

定下一屆廣東叢中國語古學會年會 (20。今2005) 將於 2005 年在深圳大學舉行。

又話:(廣東當中盟語盲學會》第十期i:E.於學鋼年會前夕出版 3 本期內容單路 3

?為 16 鴨本，共 140 寞。語言學界人士如有需要，可去的索贈。

現M寄本改會議論文的題臼刊登如下(按姓名音序掉到) : 

白冰 串戶i靜《金文學史》的漢語文字學成說

曹苑藺 先吾吾占雄心理探討

體蠱君 j蓮論語言與哲學思潮

鞭謂 意欲彤容謂的諾義特擻分析

陳淑環 鑫外!芳吉的「有j

揀斯鵬 也士先秦文獻中動繭 rf~J 的記錄形式及其分布的考察

陳偉武 也土戰聞樂漢文難辨見病名輯罷

陳;蟑湛 蕭再考擠一一一兼諭姓氏舟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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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強 論粵語副詞「叮嚀R冷 hPm~p呵~l呵4 的語義、語用及語法功能

陳小楓 陸都話新老派粵音記略

陳曉錦 廣西北海粵語的名詞詞綴

陳雲龍 舊時正話與明清官話

陳宗林 關於外來宇母祠注音的再思考

崔淑慧、 山西北區方吉入聲韻的演變

方平權 漢語言司義在雙音化過程中的反問追加、同化、失落和轉移

甘于恩、、吳芳 潮仙方吉與潮仙文化

葛佳才 〈快平經》中表順悉關憬的「反」

侯昌碩 特殊的台灣縮略語

侯興泉 廣州話塞音韻尾-k研究

胡建剛 「個人」的定指反身意義及其發展

黃谷甘 普通話測試的規範問題

黃文杰 說色

賈冬梅 語氣副祠「畢竟」、「到底」之語義分析

蔣尊國 廣州粵語副詞「重」的語義源流辨析

金穎 漢語「洗澡」義動祠的歷時演變

李波 《史吉D字頻表的調查與研究

李冬香 粵北陽山黎埠下里話音韻特點

李京玲 「東西」釋義獻疑

李蕊 說「予」、「與」

李潤 論「相+動詞+賓語」結構與「相」的詞性

李香平 對外漢語漢字教學中的宇理闡釋

梁冬青 《詩經﹒靜女H城隅」辨析

林華勇 廣東廉江方吉的「在H在呢」

林俐 廣州橫沙村話與廣州市話韻母的對應

林倫倫、林春雨、許澤敏 南澳島間方言語音的比較研究

林奕高、王功平 印尼學生習得普通話聲韻母的偏誤之實驗分析

林芝雅 小議江山方吉的助詞「得」

劉翠香 山東個霞方盲的持續情貌

劉鳳玲 試論修辭學的內外關僚、

劉街生 表動量的「一」及相關問題探討一一兼評〈樹詞前成分「一」的探吉抄

劉莉芳 太原方吉中的形容詞重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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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書玉 怯于H勞之來之j釋疑

翻新中 詞綴「者一、阿……攏， 、一心在澳語方吉中的分布

對地韜 (左傳訂本替孟明」新解

羅維明 論中吉鑫誌對漢語詩鑒研究的重要價龍

羅曉英 對外漢語短期數學中中國文化的合入

j辭愛畏 《尚會》、〈過期番》校詰六點

馬車5彤 多媒體環境下的教師評語課堂教學探索

馬顯彬 普通話朗擴試題信度研究

毛主品 文字「左H右j 的文化歷史變讓

毛哲詩 關於站在皮肉句巾的「不是j 的綠黨

梅麗 日本學習者習得響選話舌尖後f擎的諧音變異研究

倪懷慶 從《圓譜》著「在j 的早期用法

彭小)Ij 論廣j'H詰動態琪祠的特點及其研究價值

哨兵 f在 NVFJ式的發動特，控與成立動閻

聲母M再論

邵敬鞍 f語義譜法J餐議

吾吾 室主 輸方言名鵲翱線的類盟及其!續改

施其生 漢語語趣的「離態J

量詢摺甜言的一盤顯瑚舉特截一一漠臘語系的名諧和動詞數攪格式的語序，對

立的動器

王軍菊芬 近代漢語「勾當J 考

孫玉卿 LU商1i吉「父親打丹台父」、「赦父j稱謂類觀分析

漢語甜法讀變巾的噸化現象幸存捧

!每路子可 漢語調籠發展中的說形豆豆長一一稅樂音館主自三音節的考察

章盛強 íxf撞昆」試析

謹小娥 琨代漢語中到訶[還j的各噴意義的發展演變及其語義網絡系統

「尚且j 的詩類歸鸝

王紅梅 漢語安裝持續的動誦會心疊

玉麗采 河北新?可話巾的 íA 了

玉f韋揉 棧誠潮i也儀器的文化內極

好友淺嘗》所見辭番未收詞語考釋

魏字文 發《釋名﹒釋飲食》著漢代散食文t

j且昌指 梅縣熟語都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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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譯文 對fv起N來j結構切分的一點辛苦法

主且稱喜 論《夢溪讓說H磨難研究之得失

吳國升 甲骨文「易 BJ解

果立紅 新時與關於語法攬範性質的研究

吳玉蜂 論印度尼西亞華裔團體的普通話語音問題

武麗梅 《晏子春秋〉嘉賓式複音揭發揮

他巍 廣東方言詞語中的歷史文先內鵲

肖海薇 從漢語的 f東西J說跨文化交際

肖 四字構以 X AAJ 的歷史演變

難小麗 說「並j

謝永昌 獨特的客家方言重疊式形容誨

誰志林 《呂氏春軟〉高注音續朝揉

許光~!~ 說說，網上 f非典j詢群

最重麗明 僅另IJ詞兼類說崩解

罷王先喪 漢字是專音節的掛彤文字

梅敬字 專誼作品可能式的「唔j和「不J

楊到雄 文盲謙輯、:尊稱的詞顛歸聽聞題探討

楊敢光 現代漢語新詩語衍生機制管窺一一以「非典J與 f的三扣的比較

楊j畢生 事ßJ高楚墓竹備中狀 f穴J 拭 f土j 之宇考轉

葉竹鈞 試論f教飾口語j課程教學改革的研究與實是是

中海 f很多j與「很少j 的句法範轉意義及功能

曾憲通 明本j斬、H嚴文〈亡金在女〉之語言是事考察

曾昭聰 魏晉南北朝構庸五代調濟學史述略

鷺1è慧 當前漢語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

張傳真 《對于》雙背誦研究

張蝶嬋 當前學生日語琨象淺斬

張，蔥英 說揖頭「個j的分布著語言接觸

張金橋 漢語自果複句閱讀理解過程中心理表徵頭目互換殼應研究

張連舉 法學語言的運用要罷免段解

張敏 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裹的存在一否定演化

張群顯 粵語諧音企課學習閱標

張世濤 新世組進入普通話核心地帶的另一類粵語

張衛東 論普通話音節考定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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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金 論西周語法斷代研究的語料問題

張振林 《說文》狀孟之宇皆為形聲宇說

張振興 粵語方吉與粵語地名用宇

趙春利 狀態形容詞不可直接被否定的認知解釋

趙敏 山東訢水方吉形容詞的生動形式

趙新 論普通話輕聲詞的規範化

趙越 比喻性 iNl 的N2J 定中結構的甄別與認定

鄭卓睿 增城方言旬末語氣詞的連用

鍾明立 部分喻母四等宇古隸見組考

周國光 現代漢語陳述理論論略

周靜 「甚至」的篇章銜接功能及語法化研究

周玲 論法律語吉中的「四宇格」

周日安 iV+N+ 的 +oJ結構分析

周苟 介祠「對」的意義及用法分析

朱域 先秦時期代詞「其」作主語考察

朱承平 古引文標誌通例

莊初升 粵北土話的小稱變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