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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汉日日对对比比语语言言学学研研究究（（协协作作））会会成成功功举举办办  

22002200 年年会会员员会会友友线线上上大大会会 

2020 年 8月 29日 19:30-21:00，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在线上举

行了 2020 年度会员会友大会，63名会员会友参加了此次会议。 

首先，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谯燕教授汇报了秘书处一年来的各项工

作。随后，各委员会委员长分别汇报了工作进展状况：大会委员会委员长于康教

授介绍了本届大会委员会制定的三个工作基调，并介绍了西安研讨会的举办情况

以及会务筹备工作规则的改革方案；编辑委员会委员长聂中华教授报告了第 11

辑会刊的审稿及出版情况；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潘钧教授对学会奖的评奖流程及工

作做了汇报。第五届理事会林璋会长对三个委员会及秘书处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

肯定与衷心的感谢，对第五届理事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介绍，

并对下一届理事会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期许。财务监察唐磊老师对学会的财务工

作进行了报告，本年度通过采取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财务形势向好。 

今年，学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第六届理事会由 13名

常务理事、39名理事构成，第六届理事会会长潘钧教授介绍了理事会的构成，

并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展望及部署。 

本次大会宣布了 3位年轻学者获得“2020 年度中青年汉日对比语言学优秀

成果奖”。王志军老师（河南理工大学）获优秀专著奖，许雪华老师（南京工业

大学）、韩涛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分别获优秀论文奖。王志军老师作为获奖

代表发表了诚挚的获奖感言。 

在此前的 8 月 22 日晚，由秘书处牵头召开了第五、六届常务理事联席会议，

第五、六届理事联席会议，与会代表听取了各委员会及秘书处的工作汇报，并确

定了浙江师范大学为第十二届汉日对比语言学研讨会的承办单位。本次会员会友

大会上，浙江师范大学徐微洁教授代表承办校致辞，对各位的参会表示了热烈的

期待。 

本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因疫情无法进行线下交流活动的特殊情况下，

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完成了理事会的工作汇报，为提高研究会的凝聚力以及稳定

持续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撰稿：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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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 

召开第五、六届常务理事联席线上会议 
 

 

为了更好地开展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的各项工作，使研究会能够

长期、稳定、健康、持续地得到发展和壮大，第五、六届常务理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 19 时至 20 时召开线上联席会议。林璋、聂中华、潘钧、谯燕、盛文

忠、施晖、施建军、时卫国、苏鹰、孙佳音、唐磊、毋育新、徐爱红、杨文江、

姚艳玲、于康、翟东娜、张岩红、周彤、朱鹏霄（以姓氏拼音为序，敬称略）等

20 位常务理事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谯燕教授主

持了本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委员会委员长报告工作情况  

（一）大会委员会于康委员长的报告 

第五届理事会大会委员会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1.制定 “三个工作基调”： 

(1) 维护学会的学术特色：严格审核研讨会发表内容，要求参会发表的题目

必须与“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相关； 

(2) 解决财政问题：取消学术奖的奖金、会刊评审费用，减少专家讲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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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支出，追缴会费； 

(3) 鼓励博士研究生发表：研讨会设立博士论坛奖与展板奖。 

2.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毋育新老师团队的配合下，西安研讨会完成了五项工作： 

(1) 申请国际基金资助，多方联系各方赞助； 

(2) 制定大会框架，确定各个环节的基本流程及演讲嘉宾； 

(3) 公开募集学会发表，完成会议期间人员的接送； 

(4) 举行会议，分科会发表、展板发表、博士生论坛同时进行； 

(5) 安排住宿，建议今后进行改革，对于参会人员不负责安排住宿，只进行

介绍。 

3. 与浙江师范大学徐微洁老师团队沟通，筹划下一届研讨会的举办。 

4. 财务收支说明：九州外国语学院马越院长个人捐款 5000 元，用于财务灵活支

出。西安大会接待使用 2104 元，余 2896 元，转给下一届大会委员会。 

 

（二）编辑委员会聂中华委员长的报告 

1. 本会会刊《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第 11 辑共收到投稿 32 篇，含特约稿件 5

篇。经匿名审稿，采纳稿件 24 篇，预计 10 月份出版。 

（1）本辑特点 

 与以往相比，国内作者占比高。 

 大部分为中日语言对比的文章，与学会宗旨吻合。日汉句法对比研究是

最主要的领域，也有少量偏误研究与语料库的论文。 

 论文整体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 

（2）存在问题 

 投稿数量总体偏少，建议各位常务理事动员会员积极投稿。 

 部分专家审稿不及时，影响了会刊的编辑进程。 

 书号申请、出版环节手续多，导致 8 月份出版难度变大。 

 

（三）学术委员会潘钧委员长的报告 

1. 学会奖评奖流程：3 月份报请秘书处，截至 4 月底，申报作品符合条件的成果

较少。经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并补齐候选人相关资格手续后，产生候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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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 1 部，论文 4 篇，进入复审环节。候选专著只有 1 部，四位专家本着宁

缺毋滥的原则对该著作进行了评审，四位专家评价基本一致，经学术委员会

委员长复审，确定授予该专著学会奖。 

2. 问题与反思： 

（1）报名作品题目有些与汉语无关，不符合“汉日对比”的限制条件。评奖作

品质量不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坚持“宁缺毋滥”原则。 

（2）会刊中有一些符合要求的论文，但目前规定会龄须三年，由于作者会龄不

满 3 年，无法参与本次学会奖评选。建议放宽会龄年限，如 2 年。 

（3）号召大家积极推荐优秀作品。 

 

二、谯燕秘书长报告秘书处的工作 

1. 主要工作： 

（1） 秘书处日常工作：进行会员、会友登记，核对确认会员、会友信息；处理

日常邮件；对学会网站进行维护和更新； 

（2） 协助会长及各委员会进行相关工作； 

（3） 组织新一届理事、常务理事、会长的选举； 

（4） 建立微信群，并规范微信群的运行； 

（5） 进行会费的征收和登记，保证会费收入账目清楚明确。 

2. 遇到的问题： 

（1）申请公众号：机构申请需要有组织机构代码，本研究会为民间组织，不具

备申请资格。个人可以申请，但一经申请管理员无法更换，面临秘书换届

时管理人员更换的问题。 

（2）会刊目前出版了 10 辑，1-5 辑没有上知网，有会员提出有下载前 5 辑论文

的需求。 

 

三、林璋会长组织讨论研究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常务理事讨论并决定，疫情期间虽无法召开线下大会，但理事会应履行职责，

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会员大会，时间定于 8 月 29 日晚 19:30-21:00，向各

位会员会友汇报学会工作、换届情况并宣布学会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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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届秘书处应做好工作的对接，尤其是会章、票据等实物的交接。 

  

本次会议各位常务理事集思广益，畅所欲言，完成了预定议题。 

 

（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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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 

召开第五、六届理事联席线上会议 

 

 

汉日对比语言学研究（协作）会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 20 时至 22 时举行了第

五、六届理事线上联席会议。白晓光、陈建明、邓超群、黄毅燕、林璋、刘志伟、

吕雷宁、聂中华、潘钧、彭玉全、谯燕、盛文忠、施晖、施建军、时卫国、苏鹰、

孙佳音、唐磊、王婉莹、毋育新、徐爱红、徐卫、徐微洁、杨文江、姚艳玲、于

康、翟东娜、张韶岩、张岩红、周彤、朱鹏霄（以姓氏拼音为序，敬称略）等

31 位理事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谯燕教授主持了

会议。 

本次理事会议的主要议题如下： 

1、大会委员会工作汇报 

2、编辑委员会工作汇报 

3、学术委员会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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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秘书处工作汇报 

5、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回顾学会一年来的工作 

6、财务工作汇报 

7、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宣布理事会名单及下一步工作部署 

8、各位理事对学会的有关工作进行讨论和建议 

 

一、各委员会工作汇报 

（一）大会委员会于康委员长的报告 

第五届理事会大会委员会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1. 制定“三个工作基调”： 

(1) 维护学会的学术特色：严格审核研讨会发表内容，要求参会发表的题目

必须与“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相关； 

(2) 解决财政问题：取消学会奖的奖金、会刊评审费用，减少专家讲座费用

等支出，追缴会费； 

(3) 鼓励博士研究生发表：研讨会设立博士论坛奖与展板奖。 

2. 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毋育新老师团队的配合下，西安研讨会完成了五项工作： 

(1) 申请国际基金资助，多方联系各方赞助； 

(2) 制定大会框架，确定各个环节的基本流程及演讲嘉宾； 

(3) 公开募集学会发表，完成会议期间人员的接送； 

(4) 举行会议，分科会发表、展板发表、博士生论坛同时进行； 

(5) 安排住宿，建议今后进行改革，对于参会人员不负责安排住宿，只进行

介绍。 

3. 与浙江师范大学徐微洁老师团队沟通，筹划下一届研讨会的举办。 

 

（二）编辑委员会聂中华委员长的报告 

1. 本会会刊《汉日语言对比研究论丛》第 11 辑共收到投稿 32 篇，含特约稿件 5

篇。经匿名审稿，采纳稿件 24 篇，预计 10 月份出版。 

（1）本辑特点 

 与以往相比，国内作者占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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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为中日语言对比的文章，与学会宗旨吻合。日汉句法对比研究是

最主要的范畴，也有少量偏误研究与与语料库的论文。 

 论文整体水平较之前有所提升。 

（2）存在问题 

 投稿数量总体偏少，建议各位常务理事动员会员积极投稿。 

 部分专家审稿不及时，影响了会刊的编辑进程。 

 书号申请、出版环节手续多，导致 8 月份出版难度变大 

 

（三）学术委员会潘钧委员长的报告 

1. 学会奖评奖流程：3 月份报请秘书处，截至 4 月底，申报作品符合条件的成果

少。经学术委员会委员推荐并补齐候选人相关资格手续后，产生候选成果专

著 1 部，论文 4 篇，进入复审环节。候选专著只有 1 部，四位专家本着宁缺

毋滥的原则对该著作进行了评审，四位专家评价基本一致，经学术委员会委

员长复审，确定授予该专著学会奖。 

2. 问题与反思： 

（1）报名作品题目有些与汉语无关，不符合“汉日对比”的限制条件。评奖作

品质量不佳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坚持“宁缺毋滥”原则。 

（2）会刊中有一些符合要求的论文，但目前规定会龄须三年，由于作者会龄不

满 3 年，无法参与本次学会奖评选。建议放宽会龄年限，如 2 年。 

（3）号召大家积极推荐优秀作品。 

 

二、谯燕秘书长报告秘书处的工作 

1. 秘书处日常工作：进行会员、会友登录，核对确认会员、会友信息；处理日

常邮件；对学会网站进行维护和更新； 

2. 协助各委员会进行相关工作； 

3. 组织新一届理事、常务理事、会长的选举； 

4. 建立微信群，并规范微信群的运行； 

5. 进行会费的征收和登记，保证会费收入账目清楚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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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璋会长报告学会总体工作 

1. 鉴于疫情的情况，取消了原定于今年 8 月份举行的学会大会； 

2. 对三个委员会及秘书处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与感谢； 

3. 工作中遇到的两个问题：第一，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期间，变更了会刊的出版

社；第二，疫情对学会各项工作产生了影响，未来的走势仍不明朗，下一届学

会大会需做两手准备。 

 

四、财务监察唐磊老师做财务工作报告 

本年度财务形势较好。会费收入历年最高，运行支出最少，完成了开源节流

的目标。 

（1）学会基金定期存款 85954 元。 

（2）本年度财务收入 46200 元（会费）。 

（3）本年度运营支出 5610.13 元，支出项目主要包括会刊邮寄费、办公费、

网站建设维护费、劳务费（秘书补贴、会计工资）等。 

（4）上年度结余 95368.97 元，本年度总余额 140775.80 元。 

 

五、第六届理事会潘钧会长介绍理事会机构成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1. 第六届理事会的构成 

由 13 名常务理事、39名理事构成（详细名单见本简报第 12 页）。 

2. 第六届理事会的工作展望 

（1）加强会员的管理，提高学会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2）办好会刊，做好评奖工作； 

（3）组织好学会的大会，加强学术交流，主要途径如下： 

a) 开设学会的公众号； 

b) 加强与其它学会的横向联系； 

c) 与刊物进行合作，拓宽学术交流渠道。 

（4）反思与对策： 

会刊优秀稿源如何保证；出版经费如果继续上涨如何解决，是否考虑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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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会刊征稿范围的扩大；审稿运转机制的调整；学会奖申报资格的设置；扩

大参会议题，提高学会的影响力；与出版社合作，开展会员会友的培训，适当增

加学会收入，提高学会的知名度。 

 

六、徐微洁教授代表大会承办校介绍会议筹备情况 

由于新冠疫情，原定于今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会议暂时搁浅。希望明年

能够顺利召开，经费、会场、后勤保障等工作均可落实。 

 

七、各位理事就当前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于康老师提议秘书尽量选择秘书长身边的工作人员，以保证联络工作的效率； 

盛文忠老师询问了与韩国日本语学会的交流情况，谯燕老师告知每年开学会时，

双方各派两名理事参加对方的学会，对方落地接待，国际旅费由参加人各自负担；

两国学会的会刊接收对方会员的投稿；会议、投稿等事宜由秘书长直接对接。林

璋老师补充两位代表人选的选定规则，一位是学会理事，一位是当年大会承办校

的代表。 

 

本次会议各位理事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完成了预定议题。 

（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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