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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副教授，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18.10-至今
讲师，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17.07-2018-09
讲师（兼职），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语言学项目，2016.09-2017.01

教育背景
博士，罗格斯大学（Rutgers）语言学系，2017
硕士，复旦大学英语系，2010
学士，复旦大学英语系，2006
北美逻辑、语言和信息学暑期学校（NASSLLI），2016
美国语言学学会暑期学校（LSA Linguistic Institute），2013
中国语言学暑期学校（CLSI），2008

博士论文
题目：《汉语、德语和孟加拉语中偏向性问句词语研究》
（Question Bias and Biased Question Words in Mandarin, German and Bangla）
答辩委员会：Veneeta Dayal（主席）
、Mark Baker、Simon Charlow、Manfred Krifka（校外评审）

研究方向
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句法语义界面研究；语义语用界面研究；翻译学
具体课题：问句；意义的合成性；动态理论；言语行为；（认知）模态；时态；体态；言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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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发表论文
Xu, Beibei. (2018). Dedicated Bias Word nandao as an Illocutionary Modifier（作为言外之力修饰
语的偏向问句专用词“难道”）. In Wm. G. Bennett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448-457. Somerville, MA: Cascadilla（独著，国际著名形式语言学
会议会刊）
Xu, Beibei. (2012). Nandao-Questions as a Special Kind of Rhetorical Questions（作为特殊反问句
的难道问句）. In Anca Chereches (ed.),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SALT), 22, 508-526（独著，
国际顶级形式语义学会议会刊）
徐贝贝. 论中国的佛经翻译传统——兼与勒弗维尔商榷.《翻译教学与研究·第二辑》. 何刚强主编.
2011：121-132
徐贝贝. 论完成式的形与义.《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10：91-98

待投论文
徐贝贝.（准备中）. 论外语学院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方向——学科定位与社会价值
徐贝贝.（准备中）. 非在言成分的语义和语用分析.
Xu, Beibei. (准备中). On the Septuagint: A Complement to Lefevere (1998)
Xu, Beibei. (准备中). A Structural Question Semantics Based on Highlighting
Xu, Beibei. (准备中). Nandao-questions as biased questions in Mandarin

研究手稿
徐贝贝.《Kratzer 模态理论下的信念更新或修改》（Belief update or revision in Kratzerian modality
theory）
徐贝贝.《简单句和连续事件复句中否定词不和体助词了之间的互动》
（Interation between the negator
bu and the aspectual marker -le in simple clauses and SES）

参加会议
Bias as an epistemic degree comparison – a case study of Bangla inferential evidential nak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grees and Grammar: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DeG 2019)。南京
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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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在言成分及其在汉语中的体现。第八届形式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浙江大学，2018
Kratzer 模态理论下的信念更新（Belief update in Kratzerian Modality theory）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9）。罗格斯大学，2017
Kratzer 模态理论下的信念更新（Belief update in Kratzerian Modality theory）。第十二届罗格斯语言
学大会（RuLing）。罗格斯大学，2017
偏向专用词：一项基于汉语难道问句的研究（Dedicated bias particles: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nandaoQs）。35th West Coast Conference on Formal Linguistics （WCCFL 35）。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2017
偏向专用词：一项基于汉语难道问句的研究（Dedicated bias particles: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nandaoQs）。The 41st Penn Linguistics Conference （PLC 41）。宾夕法尼亚大学，2017
偏向专用词：一项基于汉语难道问句的研究（Dedicated bias particles: A case study of Mandarin nandaoQs）。GLOW in Asia XI。新加坡国立大学，2017
基于汉语难道问句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nandao-questions in Mandarin）。第 22 届
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年会暨第 26 届北美汉语语言学会议。马里兰大学，2014
期待与疑问：一项基于难道问句的偏向性研究（Expecting and Asking: A Study of Bias in NandaoQuestions）。第四届中大西洋地区语义研究论坛（MACSIM）。罗格斯大学，2014
基于汉语难道问句的实验研究（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nandao-questions in Mandarin）。第九届罗
格斯语言学大会（RuLing）。罗格斯大学，2014
作为特殊反问句的难道问句（Nandao-question as a special kind of rhetorical question）。第 22 届语义
学和语言学理论大会（SALT）。芝加哥大学，2012
作为特殊反问句的难道问句（Nandao-question as a special kind of rhetorical question）. 第二届中大西
洋地区语义研究论坛（MACSIM）。马里兰大学，2012
从 Ewat、Nicht、难道到一个可能统一中立、偏向和反问句的理论（From Etwa, Nicht and Nandao
to a possible uniform account of neutral, biased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第七届罗格斯语言学大会
（RuLing）。罗格斯大学，2012
英语中的比较结构（Comparatives in English）。第六届罗格斯语言学大会（RuLing）。罗格斯大学，
2011
论中国的的佛经翻译传统。第八届中国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CAFIC）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9
论完成式的形与义（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mantics of the Perfect）。复旦大学博士生论坛。复旦
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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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
梅隆基金会暑期研究学者：2013 夏、2014 夏
研究助理（PI：Matthew Stone 副教授）。开放领域中的协同指称（Collaborative Reference in Open
Domains）。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项目，项目编号：1017811。2011 夏
Babanki 语言资料输入员。Afranaphor 项目（指导老师：Ken Safir 教授）。2010-2011

教学经历
华中农业大学
时文英语：2019 春
英语听说 II：2019 春
学术英语：2018 秋
英语语言学：2018 秋

海南大学
语义学（研究生）：2018 春
基础英语 IV：2018 春
现代汉语：2017 秋
大学英语 I：2017 秋

普林斯顿大学
语言和语言学概论：2016 秋

罗格斯大学
语义学：2017 春
语言学理论简介：2012 秋（助教）、2013 春、2016 夏
中级汉语（上）：2015 春
中级汉语（下）：2016 春
高级汉语：2015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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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英美报刊选读：2008 秋、2009 秋
英美概况：2008 春、2009 春

复旦大学
大学英语 3：2008 秋
语言学概论：2007 秋（助教）、2008 春（助教）

获奖与荣誉
梅隆基金会暑期研究基金：2013 夏（$4,000）、2014 夏（$4,000）
罗格斯大学教师职业发展基金奖：2016 春（$344）
罗格斯大学学业奖学金：2010-2012、2013-2016
罗格斯助教奖学金：2012-2013
复旦大学研究生奖学金：2007-2009
上海市优秀毕业生：2006

学术服务
Linguage and Linguistics (SSCI) 审稿人
美国语言学学会会员：2016-至今
罗格斯大学语言学研究生会（LGSA）主席：2013-2014
罗格斯大学语言学研究生会副主席：2012-2013
罗格斯语言学讲坛组织者：2011-2012
语义学读书会（SURGE）组织者：2011-2012
第 21 届语义学和语言学理论大会（SALT）组织者：2011
Afranaphor 发展工作会议组织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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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生
海南大学
王鄞（本科）：2018 届海南大学优秀本科生毕业论文

语言技能
汉语：母语；武汉话：方言；英语：流利；日语：中级
研究性语言：Babanki、孟加拉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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