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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闻
1.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7 日，由上海师范大学(SHNU)、英国利物浦约
翰摩尔大学(LJMU)、马来西亚马拉技术大学(UiTM)和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
(SCSU)四所高校共同发起的“现代大学国际联盟”（Better Futures -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Modern Civic Universities）第二届高峰会议在学校举
行。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出席高峰会议开幕式并致辞。联盟各高校师生代
表参加此次高峰会议。高峰会议上，四所高校的校长分别畅谈了对于联盟合作
的愿景，重申了对联盟的全力支持。今后，各方将进一步聚焦一流人才培养、
探索一流专业共建、构建一流合作框架，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充分
利用国际优质教育和创新资源，把国际化优势嵌入办学全过程，为地方高校的
全球化发展提供新的范式与经验。

2. 作为学校对外工作的窗口和桥梁，国际交流处始终紧密围绕建设国际知
名、国内一流，教师教育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愿景，瞄准“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奋斗目标，深入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体制机制综合
改革，优化国际合作和港澳台地区合作的全球网络布局，与世界高水平高校和
科研机构开展紧密型实质性合作，积极落实“走出去、请进来 ”战略，国际影响力
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为此，在全处同志的齐心协力下，国际交流处喜获上海师
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颁发的 2017-2018 年度 “A 级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国际交流处将以此殊荣为激励与鞭策，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发扬务实高效的的
工作作风，为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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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访接待
2019 年 1 月至 4 月，学校共接待来自 5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境）来访团组 9
个，54 人次。其中马来西亚 2 个团组，15 人次；日本 1 个团组，17 人次；英国
3 个团组，15 人次；比利时 1 个团组，1 人次；美国 2 个团组，6 人次。
主要来访团组包括西班牙萨拉戈萨市长 Pedro Santisteve、英国利物浦约翰摩
尔大学校长 Mark Power、副校长 Edward Harcourt，马来西亚玛拉技术大学校长
Mohd Azraai Kassim、副校长 Mohamad Kamal Hj Harun，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
学校长 Joseph Bertolino、副校长 Robert Prezant 等。
【西班牙萨拉戈萨市长和部长们一行来访】
2019 年 3 月 11 日，西班牙萨拉戈萨市市长 Pedro Santisteve，以及负责经
济、文化、旅游的各部长，萨拉戈萨大学代表一行 10 人来校访问。副校长康年
接待来宾，国际交流处、旅游学院、旅专外事办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谈。康年对
Pedro Santisteve 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来宾介绍了学校基本情况及办学特色。
国际交流处武成处长介绍了上师大的国际交流情况，并表示将开拓与萨拉戈萨大
学的全面合作可能。Pedro Santisteve 介绍了萨拉戈萨的区位优势、旅游业发展及
旅游教育的推广情况。
会后，萨拉戈萨市长 Pedro Santisteve、市旅游局局长 MiguelángelArgente、
萨拉戈萨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Alberto Lorda 分别就萨拉戈萨城市历史变迁、旅
游业发展情况及萨拉戈萨大学旅游专业建设情况等为旅专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开
展了丰富生动的演讲。
萨拉戈萨是中国游客造访西班牙的必到之地，萨拉戈萨大学于 2017 年开办
了孔子学院，萨拉戈萨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此次代表团访问
旨在推广萨拉戈萨的旅游及教育。旅游学院于 2015 年与萨拉戈萨大学建立合作
关系，每年开展交换生项目及应用西班牙语专业“3+2”专升硕项目，今后将不
断夯实基础、加强交流，进一步提升合作项目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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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访接待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校长来访 明确深入推进两校全面合作】
2019 年 4 月 30 日下午，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校长 Mark Power 正式访问我校，陪同来访的还有国际事务副校长
Edward Harcourt、国际项目和人文学院负责人。学校党委书记滕建勇、副校长蒋
明军会见客人。谢晋影视艺术学院、体育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美术学院和国
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出席会见并参与讨论。会见交流由蒋明军主持。
滕建勇首先对 Power 校长的首次到访表示热情欢迎，赞赏利物浦约翰摩尔大
学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创新实践办学理念，感谢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坚持推进两
校合作，高度评价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在 Better Futures 地方大学国际联盟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称其是踏实可靠、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他希望两校继续推进多
学科、多领域的深层次全方位合作，促进互利共赢，推动教育创新与变革，为中
英乃至各国教育贡献智慧和经验。Power 校长高度肯定上海师大对利物浦约翰摩
尔大学中国中心的大力支持，感谢上海师大积极落实英国学生来华学习交流项目，
同时祝贺上海师大成功主办 Better Futures 大学国际联盟第二次峰会。他表示，
自两校签署合作协议以来，致力于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加强互谅互信，在师生交
流和科研合作等领域成果斐然。他希望双方保持良好沟通，拓展文化交流、深入
推进两校全面合作。
随后，双方回顾在高层互访、教师访学、学生长短期学习和利物浦约翰摩尔
大学中国中心取得的成绩，并就下一步合作计划达成共识。双方同意，将继续开
展足球专业、动漫、广播电视编导等领域的学生交流和教师访学项目、继续推进
短期文化体验项目、进一步拓展在人文、美术、旅游、法学、工程领域的项目。
会谈结束，Mark Power 还和滕建勇一起切磋乒乓球艺，乒乓运动起源于英
国，发展在中国，主宾双方将乒乓外交这一经典范式融入高校教育交流的模式。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创建于 1823 年，是英国北方大学联盟的创造成员
之一。1992 年升格为大学，在 2005 年被授予女王年度大奖，在英国教育委员会
的教学质量评估(TQA)中获得“优秀”，该校的体育运动科学专业为英国足球产
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其所在城市利物浦是上海的姐妹城市，
今年是两市结为友城 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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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光明率团访问美国高校】
2019 年 3 月 24 日至 28 日，曹光明总会计师一行受邀访问美国佐治亚大学
和桥水州立大学，分别与两所大学分管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的副校长会见，商谈
两校关于中层管理人员的交流培训项目、骨干教师的交流访学项目和其他对外交
流合作事宜，同时签署有关交流协议和商谈经费管理问题。
在访问佐治亚大学期间，曹光明代表学校与对方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Noel Fallows 博士签署了校际合作备忘录，并就两校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
一致意见，为两校推动全面合作关系打下基础。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卡尔文森管
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就管理人员培训和师范生海外实习项目做了深入调查和充分
研讨，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在访问桥水州立大学期间，该校负责学生工作、财务工作、人事工作和国际
事务的 4 位副校长分别会见了代表团一行，并介绍分享了美国州立大学的管理系
统，双方均表示相互借鉴，共同进步是交流的宗旨。
【朱自强率团访问美国高校】
朱自强校长等一行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亚毫米天文台台长 Ｓｕｎｉｌ
Ｇｏｌｗａｌａ 的邀请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３ 月 ２９ 日访问了位于夏威夷 Ｈｉｌｏ 岛上的
加州理工亚毫米望远镜基地办公室（海平面）和位于 Ｍｏｎａ Ｋｅａ 山顶（海拔 ４４００
米）的望远镜 ＣＳＯ。
３ 月 ２６ 日，出访人员首先在基地办公室与 Ｓｕｎｉｌ

Ｇｏｌｗａｌａ 台长、望远镜总

控工程师 Ｈｉｒｏｓｈｉ Ｙａｓｈｉｄａ 以及加州理工学院望远镜的科研团队总结了过去长期
合作的经验和成绩，并对正在开展的将 ＣＳＯ 拆卸、搬迁和组装到智利成为上海主
导的、与加州理工学院和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合作的亚毫米波望远镜（ＬＣＴ）具
体的过程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细致的设计，包括人员的培训、经费使用等，达到了
预期的良好成果。
３ 月 ２７ 日，出访团组一行与加州理工的科研团队一同驱车上山，从海平面
直接到海拔 ４４００ 米，实地访问了 ＣＳＯ 望远镜，对望远镜的运行和维护进行了专
门的了解，从整体到各个下一级细致的环节做了充分的调研，从科学和工程的角
度对项目的关键过程和难点进行了详细讨论并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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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至 4 月，学校与哥伦比亚、多米尼加、美国、日本、意大利、
中国香港等 6 个国家和地区的 9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11 份交流合作协议。
其中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和哥伦比亚罗萨里奥大学合作备忘录》、《上海师范大
学和多米尼加莎乐美乌雷纳高等师范大学合作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和日本
福山大学学生交流实施细则》、《上海师范大学和那不勒斯费德里克二世大学合
作协议》、《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怀俄明大学合作项目协议》、《上海师范大学
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合作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和东京学艺大学学术交流协议》、
《上海师范大学和东京学艺大学学生交流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和香港岭南
大学博雅暑期学院项目合作意向书》、《上海师范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学术合作
协议》和《上海师范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交流项目协议书》。
【学校与美国乔治亚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２８ 日，学校总会计师曹光明一行访问美国乔治亚大学
（UGA），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Dr. Noel Fallows 出席会见，就两校建立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当场签署校际合作备忘录，为全面合作关系的展
开打下基础。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卡尔文森管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就管理人员培
训和师范生海外实习项目做了深入调查和充分研讨，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乔治亚大学创建于 １７８５ 年，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大学，被誉为“美国高等教
育的摇篮”。在 ２０１９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国大学综合排名中列第 ４６
位，全国最佳公立大学排第 １３。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各专业的学术水平均在
全美乃至世界领先水平，其中以教育学、公共管理学、新闻与传播学等社会科学
研究尤为突出。乔治亚大学重视对外交流与科研合作，与 １００ 多所世界顶尖高校
保持长期交流合作关系（国内包括清华、北大）。乔治亚大学总共培养了 ２６ 位
美国州长，以及科学、教育学、文学、艺术、传媒等领域的领袖。据悉，乔治亚
大学与我校目前已开展新闻传媒专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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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Futures 大学国际联盟第二届峰会在我校举行】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4 月 27 日，由上海师范大学(SHNU)、英国利物浦约翰
摩尔大学(LJMU)、马来西亚马拉技术大学(UiTM)和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
(SCSU)四所高校共同发起的“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Better Futures -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Modern Civic Universities）第二届高峰会议在我校举行。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出席高峰会议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滕建勇、校长朱自强、副校长蒋明军，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校长 Mark Power、
副校长 Edward Harcourt，马来西亚马拉技术大学校长 Mohd Azraai Kassim、副校
长 Mohamad Kamal Hj Harun，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校长 Joseph A. Bertolino、副
校长 Robert S. Prezant，各校国际交流负责人、商学院院长、学生代表以及联合
国青年领英组织（World Merit）首席执行官 Chris Arnold 参加本次高峰会议。会
议全程由滕建勇主持。
李永智高度肯定了我校发起地方高校国际联盟、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举
措。他表示，在上海基础教育界有 70%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来自于上海师范大学，
尤其是近年来，学校承担上海首个联合国二类机构国际教师教育中心的建设，发
挥教师教育特色服务中英数学教师交流等多个国际项目，积极参与高级别人文交
流，充分体现了地方大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建设的积极作为。他指出，2017 年，
中国首次将国际交流合作作为高校的五大职能之一，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化背景下
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战略、新思维。上海高等教育通过国际开放合作，培养出
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为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智力支撑与
人力保障。他希望“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通过建立多边学生教育交流和国际
人才培养的合作机制，提升学校办学的全球社会责任感以及服务地方、服务社会
的能力，在全球合作共享双赢的黄金时代树立成功典范。
滕建勇在欢迎辞中表示，过去一年是联盟成立的开局之年，四所高校协同共
进、措施得力，联盟的实质性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成果令人鼓舞。四所高校在沟
通中互信互助，在合作中友好共赢，在文化上交流互鉴，在行动中团结协作，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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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国际联盟
极推动了师生访学、学科合作、专业联动等领域的共商、共建与共享。他期待联
盟稳妥而有力地继续扩大交流合作领域，合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创新与变革，为各
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贡献智慧和经验。
高峰会议上，四所高校的校长分别畅谈了对于联盟合作的愿景，重申了对联
盟的全力支持。朱自强在发言中强调，“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致力于培养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人才，这也与上海师范大学的育人使命高度一致。面向未来，
我们将会全力保障联盟各项合作的顺利落实，进一步聚焦一流人才培养、探索一
流专业共建、构建一流合作框架，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利用国际
优质教育和创新资源，把国际化优势嵌入办学全过程，为地方高校的全球化发展
提供新的范式与经验。
Mark Power、Mohd Azraai Kassim、Joseph A. Bertolino 等三位校长先后发言，
重新强调了联盟的使命与目标，即：通过创造多边教育交流和学生国际志愿者项
目来促进承担全球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共同面对 21 世纪现代地方大学面临的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通过教师在应用研究领域的合作解决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问题、
不断提高联盟大学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各位校长特别强调要聚焦人才培养这一
核心使命，创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内涵，共同推动共建联盟发展走深走实、行
稳致远，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高峰会议上，与会校长、副校长、师生代表等围绕联盟过去一年的工作经验、
联盟发展的愿景、联盟的合作模式、联盟大学承担的项目、联盟高校成员的扩大
等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各方高度重视联盟在培养国际化人才
中的重要作用，希望通过更为紧密的合作落实这一使命，各方都支持继续加强政
策对接并落实到各领域合作中，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更紧密的伙伴
关系，为联盟大学的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特殊贡献。高峰论坛结束后，与
会嘉宾出席了在音乐厅举办的中外师生音乐会，民族音乐的婉转妙曼完美结合了
留学生浪漫优雅的舞曲以及热情洋溢的各国服装秀，诠释了“大学联盟-更好未
来”的主题，音乐会成为此次高峰会议的点睛之笔。
高峰会议同期举行了国际处处长论坛、商学院院长论坛和学生领袖工作坊
（Student Leaders Workshop），论坛分别就“国际志愿者”项目、“暑期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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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行政管理交流”项目、和联盟高校成员标准制定等进行了充分酝酿和热
烈讨论，并形成对地方大学国际联盟的愿景构想和发展规划，使高峰论坛成为学
生、学科、管理多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平台。联合国世界青年领英组织（World Merit）
首席执行官 Chris Arnold 在会期中介绍了该组织的相关情况，并就该组织于联盟
在国际英年领袖培养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联盟高校将与 World Merit 携手共
同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计划项目，为青年学生提供全方位的领导力、策略管理、
项目设计、项目实施等方面的培训与支持，共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领袖。
“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是第一个由我校作为发起方和主导者之一的国际性高
校联盟。2018 年 5 月，联盟成立于马来西亚吉隆坡。联盟大学成员都是现代综
合性大学，聚焦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强调学生终生发展的学习环境营建、以科
学研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各大学都地处各国重要都市。一年以来，四所
高校勇于突破地域与文化的界限，先后开展了文化交流、学生访学等项目，为建
立多边学生教育交流和国际人才培养的新型合作机制，逐步实现教育资源的国际
流动与战略提升，开辟了一条创建一流地方大学群体发展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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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百名台生看上海”活动】
2019 年 4 月 26 日，学校选派哲学与法政学院 3 名台湾交流生参加由由市台
胞服务中心、市海促会等主办的“‘相约上海·青春逐梦’2019 百名台生看上
海”活动，与本市十余所高校的台湾学生一同赴中国武术博物馆参观，并在滨江
森林公园进行拓展训练。此次活动还特别安排了大陆学伴共同参与，我校派出哲
学与法政学院 1 名学生会干部。通过一整天的参访和实训，台湾交流生们亲身感
受了上海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发展，更增进了与各高校台湾学生和大陆学生间的了
解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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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院
【预科学院管理】
院校见面会：2019 年 1 月 17 日下午 2 点，预科学院 2018 级预科学员与各
推荐院校代表见面会在我校西部留学生中心举行。会上推荐院校老师们就预科学
院统计的学员第一学期的成绩、出勤等情况与学生进行交流。同时，学员们也积
极地展示自己一学期以来的学习成果，分享收获与烦恼。见面会最后在老师们和
预科生愉快地交流中结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报到注册：2019 年 2 月 25 日和 26 日，预科学院顺利开展了 2019 年春季学
期报到注册工作，共计报名注册 93 名预科生。

【预科学院教学】
专业课程：2019 年 3 月春季学期，开设商务汉语、数学、理科综合、中国
文化、文科综合专业课程，为学生入系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流动分班：在本学期开学初再次进行分班考试，根据学生学习情况进行班级
流动管理，更好地为学生安排适合的课程，学生整体表现良好。

【预科学院活动】
非遗进校园，近百名预科生体味民俗技艺、感知中华文化：2019 年 1 月 23
日下午 2 点，有着“中华一绝”、“艺苑奇葩”等美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走进了我校西部的留学生中心，在近百名预科生面前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文
化艺术秀。预科生观看并亲身体验非遗技艺，感受我国非遗的独特魅力，切身地
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预科学子参与元宵节 2019 在沪外国留学生走近昆曲活动: 2019 年 2 月 19 日
农历正月十五，由上海市友协和上海昆剧团的主办的“金亥纳福，元宵雅韵——
2019 在沪留学生走近昆剧”活动在上海昆剧团举办。我校 22 名预科学子参与了
此次活动，在元宵佳节体验独特的中国戏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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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朝赏樱 春遇康健 预科学子参与康健社区“樱花节”活动：2019 年 3 月
23 日上午，康健社区在徐汇中环绿廊举办了以“花朝赏樱 春遇康健”为主题的
樱花节活动。预科学子们热情参与了樱花节开幕式活动并献上精彩的国际服装秀
表演，深入社区、与市民共同观赏樱花，体验民俗技艺，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
预科学子参加对外汉语学院“清明中外交流”活动：2019 年 3 月 27 日 13
时，我校对外汉语学院于奉贤校区 5A101 开展以清明为主题的中外文化交流活
动。预科学子也纷纷参加了此次活动，通过文化和互动交流，预科生与中国学生
相互合作，共话清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增进了预科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预科学子参加康健社区太极十三式书法课程: 2019 年 4 月 14 日，我校为鼓
励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联合爱上公益和康健社区邻里会为国际学生推出的免
费太极十三式书法课程正式开班。预科学子中有不少报名参与了此次书法课程，
与社区居民一起学习并体味中国传统文化。
香樟树下 与爱相约 预科学子参与首场国际学生义卖活动：2019 年 4 月 24
日上午，我校国际学生联谊会在徐汇校区香樟苑举办了首次国际学生义卖活动。
预科学子作为主力军参与了此次义卖，身着民族盛装，制作民族特色工艺品和食
物等，以各国和民族最具特色的方式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爱心义卖活动，吸引
了大量中外师生奉献爱心。
预科学子参与“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第二届高峰会议音乐会：4 月 25
日至 4 月 27 日，由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马来西亚马拉技
术大学和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四所高校共同发起的“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
第二届高峰会议在我校举行。高峰论坛结束后，4 月 27 日在音乐厅举办了中外
师生音乐会，预科生中来自埃及、越南、乌兹别克斯坦、日本、哈萨克斯坦、马
来西亚、也门、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共 11 位预科生，也参与到热情洋溢
的各国服装秀的开场节目中去，与民族音乐的婉转妙曼完美结合，诠释了“大学
联盟——更好未来”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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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宽国际人才培养：格里菲斯大学、坎特布雷大学短期访学项目顺利开展】
为了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鼓励学生利用寒假时间赴国际一流高校进行深度
探究性学习，国际交流处在全校范围内招募本、硕学生，共选派 41 名学生分别
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和 1 月 21 日赴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新西兰坎特布雷大
学参加为期两周的访学项目。来自全校 8 个学院的 26 名学生参加了格里菲斯大
学短期访学项目，来自 7 个学院的 15 名学生参加坎特布雷大学短期访学项目。
两个项目短期项目都是与大洋洲的两所知名高校共同举办，学生在深度探究
国外教育体制和授课方式的同时，获得了大量直观的学习收获和国际体验。正如
同学们这样说的：“一直很喜欢一群人朝同一目标一起努力互相扶持的过程，幸
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也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不少。”两周的访学项目虽匆匆结束，
但学生们纷纷感谢学校为他们的人生添加了这段难忘的经历，感谢一路上遇到的
所有人，希望未来再相见的时候彼此都能依旧少年气满满，早日实现自己的抱负，
为祖国赢得更多荣誉。
【立足新起点、开拓新局面，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走深做细】
2019 年伊始，国际交流处为配合学校高水平地方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工作的
有效开展，确保各学院能准确领会学校关于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的工作精神和具体
要求，国际交流处分管处长带领具体负责人员分别走访徐汇和奉贤两校区的 １８
个二级学院，面对面与各学院的外事分管负责人和外事秘书，将学校层面的最新
政策精神和执行方案进行针对性的宣讲和详细布置，同时听取各学院对于学生海
外交流学习工作的工作反馈和设想。对于今年学校重点建设的二个一流学科——
中国语言文学和教育学，国际交流处尤其注重从一流学科建设的高度，将相关工
作流程和操作细则与学院具体负责人进行对接，确保各项工作任务明确、落地见
效。对于部分新成立的学院，国际交流处给予适时地外事工作指导，并将一些现
有的国际交流项目推介给新学院，让这些新设立的学院可以及时并轨入学校整体
外事工作体系之中，与学校的外事愿景目标同频共振，合力推动外事工作再迈新
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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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
2019 年 1-3 月，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要求，我校 2019 年下半年汉
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在本次志愿者招募过程中，学校继续组织
孔子学院中外方院长对报名人进行视频面试，通过面试考核的，再由学校推荐到
参加国家汉办组织的综合考核。2019 年上半年，我校 14 名同学已经被汉办录取
为汉语教师志愿者储备人员。他们分别来自对外汉语学院、教育学院、人文与传
播学院、建工学院、哲学与法政学院等。他们将分别前往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博
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伦敦中医孔子学院、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密苏里大学
孔子学院、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及韩国、泰国等地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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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讲坛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２０１９ 年 １－４ 月）
日期
１

２

３

４

专家信息

主题

讲座地点

２ 月 ２６ 日

Ｂｒｙａｎ Ｈ． Ｒｅｂｅｒ（男）
布莱恩·Ｈ·莱博（美国）
美国佐治亚大学 教授／系主
任

Ｕ．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美国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类型及
组织公共关系应对方略

奉贤校区
５Ａ０４ 教室

３ 月 ２６ 日

浅见洋二（男）
日本
大阪大学 教授／日本宋代文
学学会会长

文本的“公”与“私”：以苏轼的文学创作活动为中心

徐汇校区
文苑楼 ７０８

４ 月 ２３ 日

Ａｌｌａｎ Ｍｅｇｉｌｌ（男）
阿兰·梅吉尔（美国）
弗吉尼亚大学 教授

转向情感：史学理论从公众史学中有何心得？
暨《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新书发布会

徐汇校区
光启学术报
告厅 １１０３

３ 月 ２９ 日

Ｉｌａｎｉｔ Ｍａｇａｒｓｈａｋ Ｒｉｅｇｇ／
Ｆｒａｎｋ Ｗｅｒｎｅｒ Ｒｏｍｍｅｌｅ（女／
男）德国
德国杜塞多夫哈弗帕斯萨贝
舒德工作室 导演／德国杜塞
多夫偶型动画电影节联合艺
术总监

电影中的真人偶和德国真人偶

徐汇校区文
馨楼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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