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中心學術委員、北京語言大學曹志耘教授承擔的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項目“澳門方言文化典藏”正式啟動，曹志耘教授率領其學術助手王莉寧

助理研究員、楊璧菀講師在澳門從事調查工作。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項目“澳門方言文化典藏”新聞發佈會暨曹志

耘教授學術座談會《中國的語言保存工作》舉行。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

主持新聞發佈會和學術座談會。

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漢語語言學講座教授陳平先生應澳門理工學院之邀

作“名師系列講座之四十二 ——  二十世紀的漢語和漢語語言學研究”。中

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出席。

《澳門日報》本日消息：新疆師範大學校長阿紮提·蘇里坦日前致函澳門

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博士，特聘李向

玉為該校名譽教授。此前，國家行政學院、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英國倫敦

大學、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鑒於李向玉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葡萄牙

語教學與研究、中葡外交史、對外漢語教學、普通話培訓測試等方面的造

詣，曾聘請李向玉為兼任教授及名譽教授。至此，李向玉已累計受聘為五

所大學的兼任教授及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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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邵宗海教授前來本中心作項

目研究。

a.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當選國際譯聯理事

《澳門日報》9月12日消息：國際翻譯家聯合會第十九屆世界翻譯大會日

前在美國三藩市隆重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六百多名翻譯家及譯界學者出

席了是次盛會。在國際譯聯會員代表大會上，會員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際

譯聯領導層。來自中國的兩位候選人 ——  澳門翻譯員聯合會理事長、澳門

理工學院毛思慧教授和中國翻譯協會會長助理黃長奇，雙雙高票當選為國

際譯聯理事，成功入選了由十七人組成的國際譯聯新一屆理事會。

b.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4卷2011年第3期(總

第43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十篇《歷史性的轉變：

從公職培訓到高等教育 ——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百年史研究

之十》。

c.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的《漢語詞彙趣說》一書，由暨南大學出版社

出版。

第八屆全國語文辭書學術研討會9月17日至20日在陝西師範大學舉行。中

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邀與會，發表論文，主持研討。

經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批准，本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被澳門大學中文系

聘為兼職博士研究生指導教師。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行政人員作出調整：鳳于女士於今日調入本中心工

作，任中心辦公室秘書。原中心辦公室秘書梁國豪先生同日調離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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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曹志耘教授的學術助手王莉寧副研究員、楊慧君博士在澳門從事第二階段

的語言文化調查工作。期間，曹志耘教授來澳門指導。

“澳門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暨慶祝程祥徽教授澳門從研從教

30周年活動”10月24-26日在澳門舉行，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

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出席大會開幕式並致送花籃表示祝賀，

中心顧問李英哲教授，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中心學術委員曹志耘教

授、徐大明教授、徐傑教授等應邀出席。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出席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第七屆中

華譯學論壇”暨“第23屆韓素音青年翻譯獎競賽”頒獎典禮。

a.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主編的《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簡報》(第一期)

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b.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兼學術委員會

主任李向玉教授任主編，中心執行主任兼學術委員周荐教授任副主編的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2010）》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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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語言文化研究（2010）》目錄

“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詞(代序) .....李向玉

在“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 ....許嘉璐

加強學術交流  促進澳門發展 ——  在“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

      研究”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 .........................................李衛紅

中文“官語化”與葡文國際化：澳門語言政策取向 ........................周慶生

一國兩制精神與香港語言政策 .......................................................田小琳

“一區兩語”的困惑

      ——  澳門語言翻譯現狀與語言政策 .........................................李長森

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談起

      ——  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語言政策的一點建議 ........................殷國光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看和諧社會的語言生活 ..................................吳偉平

中國城市方言接觸中的時間維度 ....................................................張維佳

語文政策相關因素芻議 .................................................................謝建猷

話語研究的中國範式 .....................................................................施   旭

通用語言元素與建構全球和諧社會的關係 ......................................胡百熙

普通話的地域性評價標準 ................................................ 馬秋武、趙永剛

大中華繁簡字使用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蘇金智

漢語詞典詞性標注問題淺議

      ——  從海峽兩岸語文辭書在詞性標注問題上的不同做法談起 ...周   荐

澳門語言生活三題 ........................................................................程祥徽

澳門特區的語言應對 .....................................................................黃坤堯

澳門特區行政公文亟待改善 ............................................ 鄧景濱、李   靜

澳門社會語言研究三十年 ..............................................................閻   喜

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推動中文和葡文教育 ......................................孔繁清

舊形式與新內容—以清末國民必讀書為例 ......................................沈國威

試論民國日文版《山西省志》的幾個特點 ......................................王   熹

19世紀傳教士江沙維對漢語的看法 ............................................ 內田慶市

Language attitudes in Hong Kong and Macao:

An overview of recent research ........ Chit Cheung Matthew Sung, Kun Zhang

The Cognitive Foundation of an “Europeanizati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The Case of NP+的+VP ....................................................................Zi-yu Lin

The Interactio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Macao’s Multilingual Society ...Lin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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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協辦的“大航海時期的中外貿易與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

舉行。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

出席了3日上午的開幕式並致歡迎詞，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殷磊教授、澳

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毛思

慧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的眾多學者和澳門各界的數十位專家出席了開幕式

以及隨後舉行的研討活動。

“首屆葡語國家及地區高等教育管理論壇”14日上午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學

開幕。應里斯本大學及科英布拉大學聯合邀請，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

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出席學術會議，發表題為“高等

教育管理經驗之論述”的演講，分享澳門高等教育經驗，介紹澳門理工學

院教學科研發展歷史、現狀、存在的問題與挑戰及未來發展的機遇。大會

同時舉行“葡語國家及地區高等教育管理論壇聯盟”成立大會，籌備委員

會邀請所有與會代表出席。大會通過聯盟章程，論壇聯盟為學術組織，宗

旨為推動葡語國家及地區的高等教育院校在高教管理領域之交流與合作。

李向玉院長獲推選成為聯盟的執行委員會理事。

“首屆葡語國家及地區高等教育管理論壇”有來自葡萄牙、巴西、安哥

拉、莫三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澳門等共300多名大學校長、理工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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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院長等大學管理代表、專家學者、學生會負責人出席，共發表近百篇

學術論文。

a. 李向玉院長當選葡萄牙科學院院士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獲選為

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外國通訊院士。頒授儀式於15日下午在葡萄牙里斯本

科學院隆重舉行，由該院院長阿蘭特·柯維拉教授主持。柯維拉表示，科

學院選舉李向玉教授為院士，旨在表揚其在學術和高等教育的傑出成就，

以及在推動澳門與葡萄牙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和交流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貢

獻。李向玉表示，獲選為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外國通訊院士，不僅是個人

的榮譽，也是澳門理工學院的榮譽。這是對全院教學、科研和行政管理工

作的高度肯定。澳門理工學院將繼續扎根澳門，放眼世界，與時俱進，重

點發展葡萄牙語言和文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培養出更多社會棟樑之材，

為澳門爭光，為國家爭光。頒授儀式上、李向玉發表了“葡語教學在中國

的發展”的演講，向出席頒授儀式的科學院院士及與會者介紹中國葡語教

學情況。

b. 中國辭書學會辭書編纂現代化技術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年會在珠海舉

行，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邀出席開幕式和第一天的研討，發表論文。

澳門日報社社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李鵬翥先生在氹仔六棉酒家

舉行晚宴，邀請“澳門語言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暨慶祝程祥徽教

授澳門從研從教30周年活動”籌備組各位負責人餐聚，感謝大家為研討會

成功舉辦所做出的貢獻。中心顧問程祥徽教授、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徐傑教授，以及澳門科大副校長陳曦教授、澳門理工學院黃

翊副教授等應邀出席。

澳門理工學院國際漢語師資培訓中心第三期“葡萄牙語言暨葡語國家文化

研習班”舉行畢業典禮，來自國家漢辦／孔子學院的20名年輕的漢語教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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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經過近十個月的緊張學習圓滿完成學業，獲得畢業證書。澳門理工學

院國際漢語師資培訓中心自2009年成立以來，已為國家孔子學院培養了兩

批共計29位學員，加上此次畢業的20名學員，總人數達49人。孔子學院的

漢語教師充滿激情、活力和持之以恆的學習態度，在過去的十個月裡堅持

每周廿四個小時的葡語強化學習，在學習上取得了優秀的成績，為他們即

將奔赴葡語國家孔子學院展開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教學工作打下堅實的葡語

基礎。他們積極參加理工學院組織的各類文化活動和各類學術講座，深入

了解和學習葡語國家的文化和習俗，與澳門的葡萄牙社團和土生葡人社團

進行接觸，為奔赴葡語國家工作在各方面都做好充分的準備。

主題為“國語運動百年”的第六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11

月29日至30日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此次研討會由澳門理工學院、中國社

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南開大學主辦，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

心承辦，協辦單位為：澳門語言學會、嶺南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廣州大

學、商務印書館。出席研討會的嘉賓有澳門中聯辦文教部部長劉曉航，澳

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主任蘇朝暉，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澳門地區紀

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組委會主席崔世昌，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李沛霖，北

京語言大學書記、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兼輪值主任王路江，

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長田立新，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

29-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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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姚喜雙，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

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以及澳門理工學院副院長殷磊，澳門

理工學院秘書長陳偉翔，教育部語信司處長王奇等，來自祖國內地、香港

和本澳的專家學者40餘位參加了連續兩日的研討。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與侯敏教授）主編的《2010漢語新詞語》由商務

印書館出版。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舉行2011年度工作會議，討論2012年

度的科研計劃和研究任務。會議由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姚喜雙主持，曹

志耘委員、黃行委員、李長森委員、毛思慧委員、蘇金智委員、徐大明委

員、周荐委員出席。李向玉主任因公缺席，由澳門理工學院殷磊副院長代

為出席；崔希亮副主任未克出席，由曹志耘委員代表。

澳門粵方言學會主辦的第十場粵語學術講座，主講人為中山大學中文系施

其生教授，題目為《粵語語法的類型性特點》。本次講座由澳門文化局贊

助，澳門理工學院提供場地支持。  

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根據勳章、獎章和獎狀提名委員會的建議，向一些人

士及實體頒授勳章、獎章和獎狀，表彰他們在個人成就、社會貢獻或服務

澳門特別行政區方面有傑出的表現。本中心顧問程祥徽教授榮獲文化功績

勳章。

澳門檢察院檢察長何超明博士在澳門檢察院會見澳門語言學界的代表，就

澳門語言學會與澳門檢察院合作開展公文語言問題的教學與研究進行磋

商。本中心顧問程祥徽教授、執行主任周荐教授、學術委員徐傑教授以及

澳門理工學院黃翊副教授、澳門大學邵朝陽助理教授參加了會見。

12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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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赴北京，向中心管委會主席兼2012年輪值主任、教

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姚喜雙教授請示2012年度的工作，向教育部

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長、田立新副司長彙報2011年度的工作。周

荐教授還赴北京語言大學向中心管委會主席、北京語言大學王路江書記彙

報工作。王路江書記因在外開會，委託崔希亮校長、曹志耘副校長聽取了

彙報。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赴廣州大學，出席由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南京大學、廣州大學聯合主辦的“語言服務高級論壇”，發表論文，主持

學術研討。中心學術委員徐大明教授、徐傑教授等也出席了是次論壇。

a.  澳門理工學院、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拜訪國家教育部

為加強學術交流合作，里斯本大學校長安東尼奧·諾福亞及澳門理工學院

院長李向玉一行，於12日拜訪國家教育部，獲郝平副部長會見。會面中，

郝平表示，中葡雙方加強教育與人文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他

希望，里斯本大學能進一步加強與中方在中葡語言教學、葡語師資培養等

方面的合作。郝平對里斯本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在推動搭建世界葡語國家

高校同中國高校合作平台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貢獻表示讚賞。安東尼奧·諾

福亞表示，里斯本大學願意加強同中國高校的聯繫，希望今後能與中方高

校在葡萄牙語言、文化及其他學術研究領域開展形式多樣的交流與合作。

澳門理工與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是學術合作戰略夥伴，交流頻繁。迄今，已

經展開的項目包括：合辦博士學位課程、師資交流、共同開展科研、教材

出版、舉辦學術研討會、進行圖書文獻資料等多元化學術合作。

b.  澳門理工、北大、葡高校簽合作協議

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教授、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校長安東尼奧·諾福亞教授

及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12日分別代表三所高等院校，在北京大

2012年1月
 

3-5/1

6-8/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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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臨湖軒簽署了三校合作協議書。簽署合作協議，旨在深化三院校之間在

葡萄牙語教學與研究及其他領域的合作關係，鼓勵相互之間的交流。合作

領域包括：師資交流；推動及支持三方院校之間學生的交流；推動及協助

教師及學生的學習訪問；舉辦研討會及講座；交換出版物；實施三方院校

感興趣的共同計劃。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國際合作部長夏紅衛、

副部長鄭如青；葡萄牙里斯本大學副校長瑪利亞及該校文學院院長、校長

助理；澳門理工學院教授盧西亞諾及學術事務部長李雁蓮等出席簽字儀

式。簽字儀式前，北大校長周其鳳等會見了里斯本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的

嘉賓。周其鳳對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等為促成這次三校合作所做的工

作表示讚賞，稱讚這凸顯了澳門平台的重要作用。

“葡萄牙語言文化及公共管理博士學位課程開班儀式”16日下午六時半在

澳門理工學院匯智樓一樓二號演講廳舉行，由里斯本大學校長安東尼奧·

諾維阿、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主禮，葡萄牙駐澳總領事柯瑪諾、澳門

理工學院副院長殷磊、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校長崔維孝，里斯本大學副校

長瑪麗亞·皮雷斯、文學院院長安東尼奧·費若、法學院教授羅雷洛·巴

斯托斯等出席。李向玉表示，葡萄牙語言文化及公共管理博士學位課程為

理工首屆，亦是全澳獨有，甚至領先內地，其學術重要性已是最高學位，

可為澳門培育葡萄牙語人才、公共行政管理人才。現時內地約有十五所高

校有葡萄牙語課程，預計未來將有更多內地葡萄牙語專業人士來澳修讀博

士學位課程，凸顯澳門作為內地與葡萄牙語國家平臺的作用。兩課程首屆

學生各五名，大部分為現職大學教師及政府公共行政人員，最少可於三年

完成課程。安東尼奧．諾維阿表示，里斯本大學與理工學院的合作，為

兩地的高校架起合作的橋樑，亦加強中國與葡萄牙的文化和教育交流。通

過是次在澳門理工學院開辦博士學位課程，期望日後能與內地更多高校合

作。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2012國際大學翻譯學院

聯合會（CIUTI）國際論壇並發表“澳門多元文化語境中的翻譯員培養”

的大會演講。

16/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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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2月

1-28/2

8/2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發佈決議，指定周荐教授續任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管理委員會執行主任兼中心辦公室秘書長，任期自2012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

本中心學術委員、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蘇金智研究員率郭龍生研究

員、謝俊英副處長以及博士生朴美玉、張瀛月前來開展題為“澳門普通話

使用情況調查”的項目研製工作。

11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舉行蘇金智研究員的研究項目“澳門普通話使用情

況調查”新聞發佈會，並舉行蘇金智研究員題為“澳門普通話使用情況調

查”的學術座談會。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主持新聞發佈會和學術座談

會，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及澳門理工學院的林子予教授、崔明芬教授

等出席了上述兩項學術活動。上兩項學術活動舉行前，澳門理工學院院

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會見了蘇金智研究員一

行。

新春期間，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一行到中心團拜

中共教育部黨組下達關於姚喜雙（本中心管委會主席，2012年度輪值主

任）、李宇明職務任免的通知。通知說，中共教育部黨組2012年3月20日

決定，任命姚喜雙為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司長（試用期一年）；因另有任

用，免去李宇明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職務。

3月

2/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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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作該校2012年人文大講

壇第二講 “人文學科、戲劇文學與‘全人教育’”。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南京大學、南京林業大學之邀到兩校作學術報

告。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國家項目“漢語拼音正詞法課題組”和《辭書研

究》編輯部的邀請，赴上海出席“漢語拼音詞彙”的專家評審工作。

6日下午，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任免宣佈大會在逸夫樓報告廳隆重舉

行。教育部黨組成員、中央紀委駐教育部紀檢組組長王立英代表教育部宣

佈了關於李宇明、王路江（本中心管委會主席）職務任免的決定，任命李

宇明為中共北京語言大學委員會書記。因年齡原因，免去王路江北京語言

大學黨委書記、常委職務。

廈門大學李如龍教授應澳門粵方言研究會邀請前來澳門作學術講座，本中

心顧問程祥徽教授、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以及澳門大學鄧景濱教授、澳

門理工學院譚世寶教授、湯翠蘭副教授等會見了李如龍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到汕頭大學參加“英語語言教學的創新與融

合”國際研討會，並作大會演講及主持專家總結論壇。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泉州師範學院之邀到該院作學術報告。

4月

6/4

6-7/4

11-13/4

16/4

17/4

20-22/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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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5 推動中葡關係葡語文化發展貢獻卓著，李向玉院長獲里斯本大學名譽博

士。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

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獲葡萄牙里斯本大學頒授

榮譽博士學位，以表彰理工學院在保留澳門葡

語文化、促進澳門與葡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

作與發展，以及在推動中葡關係方面的重大

貢獻；里斯本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是該校授予對

葡萄牙語言文化及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最高榮

譽，李向玉是獲得此項殊榮的首位華人學者。

里斯本大學校長安東尼奧．諾福亞（Antonio 

Sampaio Novoa）致詞表示，回歸前，李向玉

教授在澳門新華社工作時期已協助推動中葡友好關係；擔任理工學院院長

後，更努力探索澳葡，以致中葡在葡語教學及科研方面的合作模式，成功

實現了培養中葡雙語人才、教師及學生互換交流、合作開展課題研究，推

動葡國、澳門及中國三方文化等目標，為中葡兩國的文化交流及友誼發展

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諾福亞還讚揚理工學院與葡萄牙高等教育體系多

年的合作經驗，為葡國與澳門政府，以至兩地高等院校在教育領域的合作

方面樹立了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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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見證頒授儀式的包括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代表，葡萄牙教育及科技部

長，葡萄牙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主席，前澳督韋奇立將軍等重要官員。

李向玉在感言中對葡方給予的榮譽表示感謝，並指出理工學院在保留及推

廣葡國語言文化、開展學術合作方面取得的成績是全體師生共同努力的結

果，學院多年來以尊重學術為發展方針，專家學者群出謀獻策，在當中發

揮的作用尤為關鍵。李向玉表示未來將繼續努力、竭盡所能，為澳門的繁

榮、為國家的強盛、為中葡世代友好發展作出貢獻。

南開大學副校長朱光磊教授一行到

訪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理工學院院

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

主席李向玉教授與之會見。

南開大學副校長朱光磊教授一行到

澳門理工學院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

心訪問，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熱

情接待了朱副校長一行。    

由澳門理工學院主辦、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安全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協辦

的“第二屆澳門國際論壇:東亞和東南亞國際秩序”，於2012年5月26-28

日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論壇主要討論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權力轉移和國際

關係問題，以及由此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和秩序所產生的影響。澳

9/5

 

10/5

2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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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擔任論壇

主席並致開幕辭，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擔任論壇執

行主席並主持大會。來自英國、美國、中國、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

菲律賓、馬來西亞、日本等國家和地區近二十名著名國際關係專家及學者

聚集澳門，暢所欲言，從學術的角度，探討當今東南亞國際關係上的重要

議題，並分析中國、印度、日本、俄羅斯等在維護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及國

際秩序和穩定中所起的作用。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邀赴山東大學主持該校博士後出站報告答辯會，

並以該校合作博士生導師的身份作學術講座。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到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擔任第 14屆英語戲劇大

賽評委，並代表全體評委作賽后評論。

27-28/5

6月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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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與理工-貝爾英語中心的部分教師參加在澳門

大學舉行的“2012英語教育管理論壇”並發言。

按 照 合 作 三 方 的 計 劃 ， 中 心 執

行主任周荐教授及秘書繆麗芳於

2012年6月18日至21日期間到訪

北京，與兩合辦單位，教育部語

言應用研究所、北京語言大學重

點討論了《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

心章程》《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

心學術委員會章程》和“三方合

作備忘錄”的修改問題，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

訪京期間，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及秘書繆麗芳拜訪了兩合辦單位的領

導，拜會了教育部語信司田立新副司長，語用司姚喜雙司長，看望了語信

司前副司長王鐵琨先生和語文出版社前社長李行健先生，並與中國社會科

學院語言研究所譚景春主任、程榮副主任就未來合作與交流進行了工作磋

商。 

15-16/6

18-21/6

17



澳門理工學院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澳門馬交石馬路電力公司大廈八樓

 電話：(853)87950802 / 803
 傳真：(853)28720023
 網址：celc@ipm.edu.mo
主　　編：周  荐  

編輯助理：繆麗芳、鳳于

封面設計：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澳門理工學院

印　　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7月第二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