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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语言文学系

大学英语教学部

翻译系

    

冯予力 

系别：英语语言文学系 

职称：副教授 

研究方向：形式语义学(自然语言量化现象研究)；形式语用学(语气词及韵律的语用功能) 

主讲课程：语言与逻辑，语言与意义，英语句法学导论，语言学概论，英语演讲，英语辩论

个人主页：http://homepage.fudan.edu.cn/fengyuli

 

学习经历

2014/07 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哲学博士 

2012/09-2013/03 纽约大学语言学系 访问学者 

2009/08 复旦大学英语系 文学学士 

2007/10-2008/09 科罗拉多学院-哥廷根大学交换项目 

2006/09-2007/07 复旦大学-科罗拉多学院交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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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言文学系

多语种中心

退休教师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教    2009-2013 

香港城市大学 兼职研究助理/兼职研究员 2010-2012 

美国科罗拉多学院 亚洲研究系 助教 2006-2007                                                                

 

学术论文 

独撰及第一作者论文

1.冯予力、潘海华，再论“都”的语义:从穷尽性和排他性谈起，《中国语文》，2018（2），177-194。

2. 冯予力，最大化操作在语义研究中的解释力——兼论其应用于汉语时的问题，《外国语》，2018（5），38-47。

3. 冯予力、潘海华，集盖说一定必要吗?--谈集盖说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性，《当代语言学》，2017（3），379-395。

4. 冯予力，论动态语义理论视角下的语气成分研究，《当代修辞学》，2017（4），68-78。

5. 冯予力，基于事件的“个个”及“一个一个”的形式语义分析，《语言研究集刊》，2017（第17辑），216-231。

6. 冯予力、赵彦志，日・中・英の文法中の数量表現対照研究，《对照语言学》（日本期刊）2018（第26号），23-34。

 

其他合著论文

1. 郑咏滟、冯予力，学习者句法与词汇复杂性发展的动态系统研究，《现代外语》，2017（1）。

2. Yurie Hara，Shigeto Kawahara, Yuli Feng，The Prosody of Enhanced Bias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Negative Questions，

Lingua，2014(150)，92-116.

 

专著与其他著作

主要专著

冯予力，《语言、逻辑与意义——论语言中数量表达的语义刻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合著书章

1. Haihua Pan，Yuli Feng，2017. Chinese semantic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出版社：Oxford Press，DOI：

10.1093/acrefore/9780199384655.013.170。

2. Haihua Pan，Yuli Feng，2016. Quantificatio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26-531. Leiden: Brill.  

3.‘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合作者：潘海华), forthcoming, 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4.‘The Prosody of Enhanced Bias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Negative Questions’ (合作者:原由理枝，川原繁人), Lingua, 2014. 

5.‘Emphatic Stress as Epistemic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Chinese’ (合作者:原由理枝, 川原繁人), in Proceedings of

Logic and Engineering of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8, 2011. 

 

荣誉与获奖情况

上海市语文学会第4届青年学者优秀论文一等奖 （2018）

上海市第14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18）

华澳杯全国大学生中澳友好英语大赛最佳指导老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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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澳杯全国大学生中澳友好英语大赛优秀指导老师（2017）

复旦大学志德书院读书小组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 （2016）

复旦大学志德书院优秀导师 （2016）

香港语言学学会年度杰出博士论文（2014）

 

联系方式

办公室 文科楼434D 

邮箱   fengyuli@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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