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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系

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马秋武

系别：英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教授

最高学位：博士 

研究方向：现代语言学理论及应用（主要是音系学）

主讲课程：研究生课程：《语言学概论》、《音系学》、《语音学》、《生成句法理论》、《优选论》、《语言变化

与变异》、《当代音系学理论》、《优选论及其在汉语中的应用》、《音系学专题研究》等

 

学习经历  

1981.9 – 1985. 6          天津师范大学外文系              现代英语本科学士学位

1985.9 – 1988. 6          天津师范大学外文系              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1998.9 – 2001. 6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              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2017年2月至今，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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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2008年8月至2017年1月，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2002年3月至2008年8月，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博士后导师

1995年6月至2002年2月，天津理工学院外语系，副教授、教授；英语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助理

1988年9月至1995年6月，天津教育学院外语系，助教、讲师

 

学术成果  

代表性学术论文

1.音系学、语音学与语音教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2.情感语音研究的方式与类别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7年春季号

3.汉语语调焦点重音的韵律实现方式与类型  《韵律研究》2017年第1期

4.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路径与前景   《现代语文》2017年第6期

5.和谐串行理论：一种带推导的优选论 《当代语言学》2016年第3期

6.南京方言三字组连读变调的调查与实验分析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

7.语块视角下的口译教学研究  《外语电化教学》2014年第2期

8.汉语语调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  《当代外语研究》2014年第1期

9.音系学中的界面研究  《外国语文》2013年第3期

10.外语专业教育的双轨制——以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为例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3第2期

11.Bidirectional Tone Sandhi in Tianjin Dialect: Problem and Analysi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ech

Prosody,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候选项链理论：问题与对策   《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13.三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 《当代语言学》2012年第1期

14.普通话的地域性评价标准   《澳门语言文化研究》李向玉主编  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2011年11月

15.依托学科优势，大力培养应用型英语专业人才  《外国语言文学》2011年第1期

16.我的音系学研究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10日

17.音系研究发展历程：回顾与反思 《外国语言文学》2010年第1期

18.标记性制约条件及其设立的理据 《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

19.南京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的优选论分析  《语言研究》2009年第1期

20.语调音系学综览  《南开语言学刊》2009年第1辑

21.坚定专业发展方向，提升高等外语教育的学术水平  《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5期

22.David Odden著《音系学导论》导读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23.候选项链理论评述    《外国语》2008年第6期

24.汉沽方言中的声调链变现象  《澳门语言学刊》2008年第31/32期

25.优选论的拓展与走向   《当代语言学》2008年第3期

26.优选论与音系学不透明现象  《外语研究》2008年第2期

27.OT制约条件：交互作用与表现方法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2期

28.天津话上声的两条“变调规则”辨析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9.“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的优选论解释 《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30.《优选论与语用学》评介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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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音系学综观：历史与现状   《中国外语》2006年第2期

32.Moria Yip著《声调》评介  《外语语言文学》2006年第2期

33.学术界的“信”与“责”      《人文论坛》2006年第3辑

34.莫名其妙的“转让”，荒唐透顶的判决  《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9期

35.《优选论中的音节》述评   《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3期

36.再论“天津话连读变调之谜” 《当代语言学》2005年第2期

37.是语言能力，还是非语言能力：外语专业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

38.优选论的制约条件：分类与表述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9.普通话二合元音韵母的组构与优选论分析 《当代语言学》2004年第1期

40.优选论的表层制约与制约条件的普遍性：从普通话的韵母组构谈起 《外语学刊》2004年第2期

41.OT语法的可学性研究 《外国语》2003年第5期

42.北京话儿化的优选论分析 《现代外语》2003年第2期

43.同化及同化的音系描写 《南开语言学刊》2002年第2辑

44.陈述音系学概述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4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3年第8期全文转载

45.《优选论》评介  《当代语言学》2001年第3期

46.René Kager著《优选论》导读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10月

47.普通话舌尖元音的优选论分析 《新世纪的现代语音学》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8月

48.后SPE音系学理论的发展取向 《外国语》2001年第3期，被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1年第9期全文转载

49.依存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50.管辖音系学的基本理论及最新发展 《当代语言学》2000年第4期，被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1年第4期全文转载

51.粒子音系学的由来与发展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6期

52.管辖音系学：一种以制约为基础的音系学理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被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2000年

第5期全文转载

53.英语被动转换中的几个问题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54.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主义理论：从结构主义到生成语言学 《福建外语》1999年第4期

55.管辖音系学与汉语普通话音节可能性组合的音系分析 《现代语音学论文集》北京金城出版社，1999年8月

56.生成音系学的声调表征理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9年第11期全文转载

 

主要著作、教材等

1.《外国典故词典》 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12月

2.《英语统考听力指南》 副主编，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

3.《英语短文改错精选100篇·详解》 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4月

4.《英语统考语法指南》 主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1月

5.《大学英语阅读理解》 副主编，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

6.《高级中学教科书·英语·自学辅导丛书》主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

7.《英语世界简明百科》 参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8.《语言学研究综论》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9.《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必备丛书·四级·模拟试题分册》 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

10.《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必备丛书·四级·综合分册》 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

11.《英语词汇学习：指导与实践》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12.《外国典故小词典》 参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6月

13.《优选论与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组构》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14.《高级英语教程·学生用书》 参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15.《大案始末》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

16.《优选论》（约35万字）独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3月

17.《ENCARTA英汉双解大词典》（2739页）参编、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12月

18.《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约60万字）  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

19.《捷径商务英语·LCCI  Level 1~3》（系列丛书总主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

20.《什么是音系学》（约19万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10月

 

主要译著

1.《社会语言学》 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3月

2.《天然食品的疗效》 译著，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10月

3.《拼凑的裁缝》 译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4.《学做优选论》（译著，约40万字） 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

 

 

会议报告  

1.格拉纳达，“翻译、跨文化与阐释学国际研讨会”，2016.10。Ponencia: La explicitación en la traducción del eufemismo del chino

al español.

2.巴塞罗那，“第二届伊比利亚美洲汉学研讨会”，2015.6。Ponencia: La traducción del eufemismo del chino al español:

Hongloumeng y su traducción Sueño en el Pabellón Rojo.

 

获奖情况  

2015.12       被评为上海市2015年度外语杰出人物

2015.12       获同济大学第三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奖

2012.12       专著《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5.11       论文《是语言能力，还是非语言能力》获首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2.12       论文《后SPE音系学理论的发展取向》获“天津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奖”

2001.6         获2001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      

1999.11       获1998-1999年度北京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称号   

 

联系方式

办公室：文科楼409

电话：65642690



学院概况

系所中心

学术机构

行政服务

历史名师

学院领导

师资队伍

英语语言文学系

法语语言文学系

德语语言文学系

俄语语言文学系

日语语言文学系

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学术研究

重点学科

博士后流动站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
丛》

学术机构

学术活动

学术团队

人才培养

本科生培养

硕士生培养

博士生培养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多语种中心

党群工作

学院党委

党建工作

工会&妇委会

院青联会

退管分会

党群风采

学生生活

学生党建

学生风采

奖助工作

外文校友

校友风采

校友名录

校友活动

下载中心

资料下载

联系我们

学院地图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06-2014 复旦大学 版权所有 沪ICP备05013629号

电子邮箱：mqw@fudan.edu.c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z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jg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inzhen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sm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l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yyywx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r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h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xyyb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b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4%9A%E8%AF%AD%E7%A7%8D%E4%B8%AD%E5%BF%83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9%80%80%E4%BC%91%E6%95%99%E5%B8%88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dxk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bshld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wgy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ueshujigou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5%AD%A6%E6%9C%AF%E5%9B%A2%E9%98%9F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fa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g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py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fyss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zxjj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d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jgz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g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yql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tgfh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j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jhd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c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jxjsq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wxj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yml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E6%A0%A1%E5%8F%8B%E6%B4%BB%E5%8A%A8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xsfw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x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dt
http://dfll.fudan.edu.cn/Data/List/lj
http://dfll.fudan.edu.cn/Default/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