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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至 12 月，共接待来自超过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境）来访团
组 34 个，326 人次。其中澳大利亚 2 个团组，19 人次；新西兰 2 个团组，11 人
次；日本 7 个团组，71 人次；韩国 1 个团组，12 人次；法国 1 个团组，7 人次；
英国 6 个团组，94 人次；波兰 1 个团组，4 人次；爱尔兰 2 个团组，3 人次；博
茨瓦纳 1 个团组，4 人次；香港 1 个团组，2 人次；美国 7 个团组，15 人次；古
巴 1 个团组，1 人次；其他国家（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APEC 成员国）2 个团
组，83 人次。
主要来访团组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副校长 Joanna Regulska 一行、
英国教育部课程实施处处长 Nabil Ali 一行、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校长
Hubert Bost 一行、美国纽黑文大学校长 Steven Kaplan、日本追手门学院大学副
校长真铜正宏一行、古巴驻沪总领事 Nestor Enrique Torres Olivera 和英国利物浦
约翰摩尔大学校长 Nigel Weatherill 一行等。

【新一期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在我校启动】
2017 年 9 月 18 日上午，2017 至 2018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启动仪式在我
校召开，来自英国的 70 位小学数学教师参加了启动仪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副司长李海、英国教育部课程实施处处长纳比尔·阿里（Nabil Ali）、上海
市教委副主任贾炜、我校副校长高建华出席仪式并致辞。
启动仪式上，李海副司长代表国家教育部回顾了中英两国建立人文交流机制
以来在教育合作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两国数学教师的交流项目在实现互相
借鉴、互相学习、共同发展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内涵予以肯定。市教委贾炜副主
任在致辞中对本次来沪交流的 70 位英格兰教师表示欢迎，同时希望项目能在为
即将举行的第五次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会议预热的同时为上海建设国际教
育交流中心城市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英国教育部负责课程实施的官员纳比
尔·阿里先生也在仪式上致辞。他表示，2014 年迄今以来的中英数学教师交流
项目成功地做到了互利共赢，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化中英数学教学合作创造了更多
的可行性。高建华副校长代表上海师范大学欢迎英方教师的到来，并预祝此次在
沪的交流结出硕果、与沪上教师结出友谊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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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是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的重要成果之一，由中英
两国教育部共同商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卓越数学教学
中心共同实施。2016 年 12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
议上，上海市教委和英国教育部又签署了新一轮的项目协议，在该会议配套活动
“中英基础教育论坛”上，“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作为中英基础教育发展中
的重大合作项目被多次提及，刘延东副总理高度评价本项目为“中英两国文化教
育交流的典范。”
据悉，在本次启动仪式后，70 位英国教师将分别赴 43 所上海小学开展为期
8 个工作日的浸入式教学交流。而上海将分别在 2017 年 11 月和 2018 年 1 月派
遣 34 位和 36 位小学教师前往英国 35 所小学进行交流。
2014 年 9 月，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先派遣数学教师 60 名(随行有 10 位自
费参加项目的中小学校长)来上海师范大学学习中国数学教育理论，走进中小学
开展浸入式的学习，实地考察和体验小学数学教学。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3 月，上海应邀分两批派出 60 名小学数学教师赴英，分别在 48 所小学进行数学
教学与交流。2015 年 9 月英国再派 68 名中学数学教师来沪交流，同年 11 月上
海派遣 34 名小学数学教师和 34 名初中数学教师再赴英格兰分别在 40 所中学进
行数学教学与交流。截至目前，中英双方分别在此框架下共计互派中小学教师约
548 人次。并且通过数学教育理论研讨，浸入式教学交流，课堂模拟教学、实地
考察和经验分享等方式促进了中英数学教学交流的深入有效开展。而上海数学教
师在英的教学实践交流活动更是因为具有较强的“实战性”、“针对性”而受到
了英国师生的广泛认可，并得到了英主流媒体的关注与积极报道。

【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代表团来访商谈合作事宜】
2017 年 10 月 25 日上午，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AUT, Auck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国际发展处主任 Lester Khoo 携文化与社会学院、商科经济与法
律学院、负责人一行 7 人来到我校访问，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商学院、哲学与
法政学院和国际交流处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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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国际交流处负责人向客人介绍了我校概况和国际合作情况，各学院
负责人详细介绍了相关学院的概况、优势学科、办学特色和国际项目。奥克兰理
工大学一行人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热情接待，表达了在商科、旅游、生命与环境
科学等方向的合作意向。会谈达成了在金融、生命与环境科学等专业强强合作的
共识，并就合作事项进行了具体磋商。据悉，10 月 24 日 AUT 在与我校旅游学
院会谈中，双方也达成合作意向。
奥克兰理工大学始建于 1895 年，2000 年升格为大学，是新西兰第二大的公
立大学，规模仅次于奥克兰大学。奥克兰理工大学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现有留
学生 2000 多人，中国留学生占了一半左右。奥克兰理工大学优势学科有旅游管
理、商科等专业。2017 年，国际教育组织 Quacquarelli Symonds 将该大学评级为
5 星。我校与奥克兰理工大学于 2013 年签署校际合作备忘录，目前，我校生命
与环境科学学院与奥克兰理工大学开展学分对接项目。

【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代表团来访商谈深入合作事宜】
2017 年 11 月 13 日，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校长 Hubert Bost 携负责外事的副校长，以及该校生命科学、宗
教考古学以及汉学领域等专家一行 6 人访问我校，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专员
Xavier Luce 陪同。副校长柯勤飞出席会见并与客人亲切交谈。
柯勤飞充分肯定了双方现有合作项目所取得的进展，并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我
校概况、优势学科、办学特色和国际项目，希望两校进一步推动在其他学科领域
深入交流，开展更多有深度、高度和宽度的合作项目。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
院院长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热情接待，表示两校的合作非常愉快、顺畅，认为虽
然该校和中国其他高校也有很多学术往来，但只有和我校签署有联合培养博士生
项目，这一国际合作模式实属难得，因此格外重视与我校的交流合作，同时也希
望将合作领域从现在的文学、宗教拓展到其他领域。会谈初步达成了继续推进比
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以及期望将已有经验进一步拓展至
敦煌学专业合作的共识，并就有关事项进行了具体磋商。法国驻上海领事馆大学
合作专员还就双方互派交流生的奖学金申请问题做了相关说明。出席会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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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负责人刘耘华教授、哲学与法政学院、著名敦
煌学专家方广锠教授和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俞钢教授以及国际交流处有关负责
人。
2011 年 11 月 17 日，我校与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签署了校际交
流框架协议，及联合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项目协议，这是我
校首个博士生层面的合作培养项目。选拔进入培养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限
为 4 年，即在我校和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学习两年，在双方合作导师指导下修
满所要求的课程和学分。博士生在通过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后，可依法申请两
校分别授予的博士学位。2017 年 6 月 9 日，该项目博士生黄冠乔在中方导师刘
耘华教授和法方导师丹尼斯·佩尔蒂埃（Denis Pelletier）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刻
苦钻研，力克难关，提交了以中法双语撰写的学位论文，并以优秀成绩顺利通过
答辩。该项目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始建于 1868 年，是法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
在人文、社科、医学、环境与生态科学等学科的科研水平位居世界前沿。该校有
着深厚的汉学研究传统，1913 年设立了法国首个中国宗教研究的教授职位。多
位 驰 名世 界的 学术 大师 ， 如埃 梅· 邦维 尼斯 特 (Emile Benveniste) 、 索 绪 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Strauss）、谢和耐
(Jacques Gernet)等，均曾在该校学习和任教。

【我校中英合作办学项目总结暨土木工程国际化教育论坛举行】
2017 年 12 月 9 日上午，中英合作办学项目十周年工作总结大会暨土木工程
国际化教育论坛在学校会议中心 1 号报告厅召开。校长朱自强、副校长柯勤飞、
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校长 Andrea Nolan、副校长 Naomi Graham 出席会议。参
加会议的还有中英双方相关部处学院领导、行业代表、校友代表、学院全体教职
工和学生代表等。
总结大会由建工学院党总支书记沈亚芳主持。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校长
Andrea Nolan、我校校长朱自强分别致辞。Nolan 表示，在过去十年坚实的合作
基础之上，在专业、雄心、创新和包容的共同价值观引导下，未来的十年里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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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合作将会不断进步，为留学生提供最完美的学习体验，为毕业生提供最优
质的就业平台。朱自强表示，上海师范大学作为一个文科见长的师范类院校，建
工学院的中英合作项目是一个十分有特色、也是学校引以为豪的项目。他期待并
相信中英合作项目在良好的基础上，未来会建成上海市乃至全国中外合作办学示
范性的项目。总结大会结束后，在副校长柯勤飞的陪同下，英方领导和嘉宾还参
观了我校校史馆。
土木工程国际化教育论坛由院长张宇鑫主持。行业专家朱毅敏作了关于《建
筑施工行业技术发展与展望》的报告；教育专家 Andrew Maclver 作了题为《A
Reflection on 10 Years of Successful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Partnership: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Edinburgh Napier University》的报告。
自 2007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起，我校中英合作土木工程本科项目共招收
680 余名学生，200 余名学生赴英留学并获得中英双学士学位，其中 58 名学生获
得英国一等荣誉学位，超过 90%以上的学生被英国排名前 30 位的大学录取，被
世界著名大学录取的比例超过 40%。项目内学生的就业率、签约率位居学校前列，
就业层次和考研率也逐年提升，2017 届项目内学生考研率超过 50%。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校长来访并与我校落实多项合作】
2017 年 12 月 14 日，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校长 Nigel Weatherill 率团访问我校，校党委书记滕建勇和校长朱自
强分别会见了客人。滕建勇和 Weatherill 为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中国中心揭牌，
随后，朱自强与 Weatherill 共同签署了两项校际合作协议。
滕建勇热情会见了客人，对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专业特色表达
了赞赏，希望两校在学生流动、教学科研人员和高水平合作及人才培养上充分交
流合作，把握住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中国中心落户我校的契机，发挥其桥头堡作
用，促进双方互利共赢。Weatherill 在致辞中回顾了两校交流合作的历史并畅想
了未来合作前景，对中国中心作用于深化两校交流和拓展中英高校之间的合作给
予很高的期望。双方就两校创立国际大学联盟事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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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副校长 Edward Harcourt 介绍了中国中心成立的背景和愿景，
随后双方共同为中国中心揭牌。
朱自强在会见中对双方足球教练培养、学生交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热烈祝贺，
特别对影视表演、动漫设计、平面设计和体育教育等多个专业领域已经开始落实
具体项目表示高度肯定。双方就两所大学的基本情况、教学优势和国际化发展的
现状和目标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就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意见。两位校
长共同签署了《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协议》和《足球教练交流培养协议》。
副书记兼副校长葛卫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学校办公室、谢晋影视艺术学
院、体育学院和国际交流处等机构和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出席了揭牌和协议签署仪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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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在地利物浦市是上海的姐妹城市，尤以音
乐（甲壳虫乐队）、足球（利物浦队和埃弗顿队）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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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表团访问丹麦和挪威高校】
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9 日，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旅游高等专
科学校校长康年带队，与高峻、袁怡琴一行赴挪威和丹麦执行出访任务。代表团
此行访问了挪威北极圈大学和丹麦北丹麦大学。
挪威北极圈大学是一所国际化大学，位于特罗姆瑟市，建成于 1968 年，是
挪威第四大综合性大学，是世界上最北端的大学，是挪威七所研究型大学之一，
同时也是挪威北部最大的研究与教育机构。该校在该地区的自然环境、文化及社
会的研究上享有天然的便利，该校在极地研究、旅游文化研究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代表团此行访问签订与旅游学院的合作备忘录，讨论了极地研究中心共建问题。
经会谈，该校极地研究中心主任将于明年 5 月份到旅游学院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
访问，合作研究项目和交换生项目。
丹麦北丹麦大学位于丹麦北丹麦大区，建成于 2008 年 1 月 1 日，在校学生
约为 8000 人。北丹麦大学学院主要开设学院专业学位与学士学位（本科学历）
学习项目，授课语言为丹麦语和英语。开设的专业有酒店与旅游管理、营销管理
等。代表团此行访问北丹麦大学，就学生交流与丹麦学生到上海学习与实习项目
的合作进行了具体的探讨。

【学校代表团访问荷兰和瑞士高校】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20 日，副校长柯勤飞一行应邀率团访问了瑞士
联邦供水、废水处理与水体保护研究所（EAWAG）、荷兰应用科学大学。达成
在水生态研究方面合作科研的意向，出席园艺专业中荷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委员会
会议，拓展现代农业和园艺专业的合作领域。
在 EAWAG 访问期间，柯勤飞与所长 Janet Hering 教授和水生态中心主任 Piet
Spaak 教授会谈。柯勤飞介绍了国内在环境治理特别是废水处理方面的情况，希
望双方能够通过此次交流，保持沟通，建立在淡水生态研究领域的合作，建议开
展硕博士生交流项目、研究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双方同意就未来合作拟定初
步方案。会谈结束后，柯勤飞一行参观了蜗牛实验室、植物病虫害实验室。EAWAG
是瑞士国家指定的供水研究学院，也是世界领先的水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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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一行参观了荷兰应用科学大学学生实习基地非洲菊种植工厂和彩椒
种植工厂，拜访了瓦赫宁根大学温室研究中心。随后，柯勤飞一行与荷兰应用科
学大学副校长 Gerard van Oosten 教授和合作办学园艺专业项目负责人等进行会
谈，围绕荷兰教育部对本项目的评估意见展开讨论，初步确定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讨论到荷方“终身学习、科学研究和服务于产业”的动态三角办学理念，双方
还有意通过我校“上海市植物种质资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平台，搭建中荷学生、
研究人员、企业的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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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至 12 月，学校与美国、英国、荷兰、新西兰和日本等 5 个国家
的 4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9 份交流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上海师范大学与
神奈川大学关于设立“神奈川大学上海交流中心”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与
荷兰应用科学大学合作举办园艺专业的协议书》、《与荷兰应用科学大学合作园
艺专业管理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上海师大与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体育专业学
生交流协议书》、《上海师大与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学生交流项目协议书》、《海
外学习基金会与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协议》、《上海师大与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合
作协议》、《上海师范大学与坎特伯雷大学合作备忘录》和《上海师范大学与乔
治亚大学国际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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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开学典礼举行，800 余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
2017 年 9 月 14 日上午，2017 年秋季留学生开学典礼在教苑楼多功能厅举行。
副校长刘晓敏、商学院院长茆训诚、对外汉语学院院长曹秀玲、国际交流处处长
武成以及留学生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开学典礼。
刘晓敏副校长代表学校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致以热烈的欢迎。他向新
同学们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上海的城市概况，并对大家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希望同学们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深入体验并逐步融入中国文化，顺利圆满地度过
在师大的学习生活。
对外汉语学院教师代表在致辞中鼓励留学生刻苦学习并积极参与各项活动，
多与老师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希望同学们在校学业有成、生活愉快。
典礼上，还有来自塞拉利昂、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国的三位留学生代表分别发
言。她们回顾了自己选择到上海师范大学求学的历程，分享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
的经验，表达了对未来学习生涯的想法和目标，并表示一定不辜负学校和老师的
期望，争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
上海市文保分局相关负责人也应邀为留学生做了细致的安全教育，希望通过
提高留学生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创造平安而美好的校园生活。学校留学生办公室
工作人员就保险、奖学金管理及留学生日常事务管理等方面为同学们进行了详细
的入学指导。典礼结束后，各相关学院还为新同学们安排了校园参观，让大家尽
快了解学校、适应新生活。
据统计，本学期已有 815 名外国留学生报到入学，他们分别来自韩国、法国、
印度尼西亚、泰国、日本、俄罗斯、蒙古、越南等 59 个国家，他们将分别在我
校对外汉语学院、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育学院、法政学院、外国语学院、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旅游学院等多个学院的本科、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专业攻读学位或者学分学习，同时也将为学校国际化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为了帮助留学生顺利开启师大求学之旅，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在研究生院、
教务处、资产处、后勤实业中心、信息办等多个部门以及相关学院的大力协助下，
新生的学籍管理、食宿安排、网络使用等各项事宜均得到圆满保障，确保了留学
生报到入学工作有序顺利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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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留学生参加第十五届“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赛】
2017 年 10 月 29 日，上海市第十五届“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比赛在上
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举行。此次比赛由上海市乒乓球协会、浦东新
区教育（体育）局、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办，上海市高校外国留学
生教育研究会协办，共有来自上海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中学国际部、上海飓风乒乓俱乐部、中日之桥等单位的高校留学生及外国友
人组成的三十多支队伍参加了比赛。我校也组织留学生队伍参加了本次比赛。
我校比赛队员多数是来自新成立的学校国际学生乒乓球俱乐部，共有 9 人参
加，虽然准备时间很短暂，但是他们积极备战，特别邀请了学校乒乓球俱乐部副
主席郭长江老师为学生进行指导。
最终我校共有 5 人进入了第二轮，2 人进入了第三轮复赛。而团体赛中我校
的 SHNU Dragon 队伍以小组第二名出线，首次进入了第二轮复赛。比赛结束后
大家都为团队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希望大家平时能经常一起切磋球技，增进友谊，
培养默契，来年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学校争得荣誉。
通过此次比赛，与其他院校机构的外国友人们切磋了球艺，弘扬了我国国球
文化，展现了积极向上、青春活力的精神面貌，更增强了团体合作意识，以及代
表学校的荣誉感。

【17 级留学生“看上海”文化体验活动圆满结束】
为了丰富留学生对于上海城市和中国文化的感受，我校组织了 17 级留学生
“看上海”一日文化体验活动。2017 年 11 月 4 号上午 8 点，伴随着秋日的凉意，
43 名留学生新生早早就聚集在宿舍门口，一起踏上了感知上海的中国文化体验
之旅。
在东方明珠塔上，留学生们对这栋上海现代化的标志性建筑充满了好奇与兴
奋，来到了上海历史陈列馆，大家对上海的历史文化又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
上海科技馆，大家了解到了中国在各种生物、科技等领域的最新发展。在豫园面
对熙熙攘攘的人群，同学们体验到了上海的传统与热闹，一起探索东方园林的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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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傍晚的黄浦江游船，则让留学生们欣赏到了夜幕下浦江的繁华，灯火辉煌，
夜色斑斓。
【我校国际学生联谊会正式成立】
2017 年 12 月 6 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学生联谊会成立仪式在香樟苑会
议室举行，首届上海师范大学国际学生联谊会正式成立。国际交流处、校研工部、
对外汉语学院、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以及校研究生会及
学生会部分成员出席成立仪式并为首届联谊会成员颁发聘书。
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对国际学生联谊会的成立表达了诚挚的祝贺，希望联谊
会严格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合理合法组织开展多种活动，并与学校其他学生
团体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他结合自身的留学经历，表达了对联谊
会今后在国际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发挥有益作用的期许。出席成立仪式的有关部
门领导和代表分别发言，表达了对联谊会成立的祝贺，并一致希望联谊会在同学
们的学习、生活、文化体育活动、校园国际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
作用。
国际交流处介绍了国际学生联谊会成立的背景与建会宗旨，对联谊会的组织、
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和流程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国际学生联谊会首届主席张氏
越祯表示联谊会将严格按照学校有关管理规定和要求，在相关管理框架下尽心尽
力开展联谊会的工作，使其成为我校国际学生互帮互助、发挥专长、结交朋友的
温馨大家庭。成立仪式后，联谊会成员与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代表进行了深入广
泛的经验交流。
我校是国内最早招收国际学生的高等院校之一，最近几年，每年国际学生招
生数都超越两千人次，今年达到 2873 名。学校成立国际学生联谊会，是贯彻落
实教育部今年新颁布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的重要举措，可以
充分发挥国际学生的自治能力，为学校国际化发展助力！在成立过程中，得到了
学校研究生工作部、校学工部、校团委以及相关学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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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顺利通过来华留学质量认证】
2017 年 12 月 15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
化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发布暨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会”在北京举行。在本次会议
上，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二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结果发布，我校成功通过认
证。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赵灵山为通过认证的院校颁发证书。
自去年 9 月签约成为第二批来华留学认证试点院校后，我校根据认证要求，
成立了由校长朱自强担任主任、副校长柯勤飞担任执行主任、相关部处和学院分
管领导为成员的自评委员会。国际交流处会同相关学院主要成员组成的自评工作
小组经过半年多的自评报告撰写、广泛征求意见、自评委员会审议修改等多个环
节的工作，向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提交了自评报告。经一系列的评审环节，专
家组对我校来华留学教育的办学成果给与了高度的肯定与认可，一致通过我校的
认证申请。取得本次认证将对我校来华留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拓展国际学生生
源市场、提升学校的国际知名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按照认证的要求，我校就来华教育的指导思想、办学思路、发展规划、办学
条件、学习条件、教学实践与文化交流活动、管理服务、办学质量与影响力、办
学特色等来华留学教育相关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形成了我校来华教
育的鲜明特色和特点。认证工作表明我校来华留学教育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成为学校国际化办学的重要抓手。同时，我们也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发展和改革方
向，提质增效，进一步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层次与水平。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试点工作由教育部委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织实施，
旨在建立健全来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促进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国际学生新年联欢燃情上演，中外师生共聚喜迎新年】
2017 年 12 月 28 日晚，以“中国梦、丝路情”为主题的上海师范大学 2018
年国际学生新年联欢在徐汇校区西部球类馆拉开帷幕。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向国
际学生和外籍教师送上新年祝福。来自学校各个学院的国际学生和外籍教师济济
一堂，相关学院和职能部门负责同志出席联欢，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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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由一曲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民族舞蹈开场，两国学生身着民族服
饰，翩翩起舞，将观众们带入欢乐的气氛。
蒙古学生吴冰冰带来一首金曲《Yesterday Once More》，歌声动听，令人陶
醉。马来西亚学生叶慧燕则以芭蕾舞《葛贝莉亚》技惊四座，展示国际学生的专
业实力。印度尼西亚学生严忠明演唱一曲《Perfect》，情深款款，再与韩国学生
蔡佑碩合唱韩语热门歌曲《眼鼻嘴》，给观众们带来惊喜。随后，来自韩国、法
国、印度尼西亚、加纳的女生们以组合形式献上一组 K-Pop 劲舞，热烈的音乐，
火爆的舞蹈，将晚会带入高潮。
哥斯达黎加的李裕良同学带来自编街舞《Dance Showcase》，虽是独舞，但
节奏明快，舞技娴熟，观众欢呼连连。不等大家平复激动的心情，来自津巴布韦
的谭卓亚同学又高歌一曲《Back to You》，优美的旋律和高亢的歌声相得益彰，
而他与中国籍搭档姚志鹏一同创作的《OG Hiphop》，融合了中英文说唱，以强
烈的嘻哈风格，再次把气氛推高潮。
晚会还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演员，来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他们在指导老师、
来自教育学院的马达加斯加学生马楠的带领下，合唱意大利歌曲《Förza Jesu》，
外国语学院美籍教师 Robin Adams 则担任指挥，可谓别具一格。
中外服装秀使晚会达到最高潮，由上师大猗兰汉服社的中国同学们分别展示
汉朝、唐宋和明朝时期的汉族服饰，紧接着，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印度、韩国、日本、越南、缅甸、也门、泰国、印度尼
西亚、孟加拉国、蒙古、俄罗斯、加纳的同学们身着本国服饰依次登场，展现各
国风情之外，也表达了国际学生汇聚师大，共逐“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晚会主办方上师大国际学生联谊会的全体成员在《Macarena》的舞曲声中一
起登场，欢快地舞动起来，观众们的情绪被彻底点燃，纷纷来到场地中央，一起
舞蹈。球类馆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国际学生们在属于自己的一场派对中迎来新
的一年。
此次联欢晚会由国际学生联谊会主办，在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国际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服务的组织中，全体骨干成员在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老师的支持下，
通力合作，从活动策划、组织到宣传工作都由同学们自己安排，充分展示出国际
学生的能力，也为联谊会今后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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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院管理】
报到注册：本学期录取学生 85 名，最后共有 80 名学生报到注册，今年首次
对报到注册的新生实行书面考试和口试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学生汉语水平和班级，
大大提高了分班的准确性。
报到注册后，预科学院按照语种分类，对所有预科学生进行了开学教育，把
预科学院的规章制度明确告诉学生，让学生充分了解奖学金的奖惩制度，提升学
生的自律意识。
院校见面会：2017 年 11 月 30 日，预科学院组织本届学生推荐院校第一次
见面会，学院将所有学生的出勤记录、日常考试成绩等汇总，交给各推荐院校，
并跟各推荐院校沟通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学生们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推
荐院校老师进行了沟通交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预科学院奖学金第一学期首次评审：期中考试以后，根据学习成绩和日常表
现，对预科学生进行了首次评审，本次评审停发奖学金 5 名，1 名同学因成绩优
异获得 A 奖。

【预科学院教学】
一对一辅导：为帮助晚报到学生及后进学生，从 2017 年 11 月初，预科学院
对三名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他们跟上学习进度。
班级动态调整：预科学院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在期中考试以后对学生的班
级进行动态调整，部分优秀学生跳级，也有学生因为无法跟上班级进度而降级，
同时，学院还主动为跳级的同学补课，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等级，也让他们感受
到学院的关心，这种动态调整有利于更好地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班级学习，有利
于教师因材施教。
HSK 考试：在 2017 年 11 月份举行的 HSK 考试中，D 班 12 名同学有 10 名同
学顺利通过 HSK5 级，成绩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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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院活动】
预科学院学生校运会创佳绩：2017 年 5 月 10 日，预科学院学生作为留学生
主力，参加了学校运动会，并在 4*100 米接力等项目中获得佳绩。
中外学生交流活动：2017 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15 日下午，4 个预科班级分
两次与我校中国学生举行了联谊会。短短几个小时里，中外学生一起游戏一起竞
赛，收获了满满的欢声笑语。这是预科学院第一次组织全员参加的中外学生联谊
项目，是在推动预科学员融入校园的新尝试，获得学生的良好反馈，以后将成为
常态化的活动，推动中外学生交流。
参加乒乓球精英赛赛获佳绩：国际学生首次组队参加我校 2017 年乒乓球精
英赛，其中来自俄罗斯的预科学生 MIKHAIL MINENKOV 活动男子单打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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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起航，开启探索与成长之旅：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宣传周活动】
2017 年 10 月 16 日，正值金秋十月，桂子飘香，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
由我校国际交流处牵头，校团委、学工部、教务处、研究生处共同承办的学生海
外交流学习宣传周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奉贤校区图文信息中心如期举办。宣传周
活动为期一周，我校国际交流处通过丰富多元的展现与宣传形式，向我校广大师
生推介各类海外交流活动。在宣传活动中，展板展示活动、海报传单宣传、专题
讲座、微信公众号推广、现场互动与答疑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本次
宣传活动还增加了一些新亮点，更多的海外院校推介、附有更详实信息的传单宣
传、更加新颖的专题讲座介绍，为广大师生呈现出一次更加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
宣传周活动第一天，国际交流处就于我校奉贤校区图文信息中心大厅举办
了一场小展会，介绍各个学院海外合作项目的展板被一一陈列，几十项优质海外
合作项目也为师生们提供了更多选择。在展会口专门设置了咨询台，每天都有专
项介绍的工作人员及学院外事代表为同学们解疑答惑。与此同时，在人流较大的
紫藤苑与玉兰苑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册发放，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并参与到本次
的活动中来。前期的大量宣传工作为活动中期的专题讲座带来大量围观，许多感
兴趣的同学都积极踊跃的参与进来，专题讲座第一天的会场就人满为患，座无虚
席。专题讲座期间国际交流处专门邀请到了有丰富学生外事工作的张海燕老师、
张欣亮老师以及教务处的钱志萍老师为到会的同学们做讲解，对海外项目的政策
宣讲、报名项目流程与注意事项以及海外交流项目的学分转换等同学们关注的问
题都做了详尽的讲解。讲座结束之后，老师们耐心的为每一位前来询问的同学依
依解答相关问题。专题讲座期间还安排了完成交流项目的学生分享海外学习生活
经历以及优质第三方海外交流项目宣讲环节，为了让同学们更全面的感受海外交
流生活学习场景，国际交流处特意安排从德国、日本、美国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归
国的同学来做经验分享，她们通过 PPT 展示与视频介绍，让同学们看到了一幅幅
真实的海外学习生活场景，并分享各自精彩纷呈的海外学习体验。在第三方推介
环节，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美国社会实践调研、
中国香港世界 500 强实习等项目等负责人依次介绍了自己的访学项目，并提供相
关规划指导。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同学前来咨询并阅览展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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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表现出对海外交流活动的极大热情，这也使得本次的海外宣传周活动成为
了本周图文信息中心最热门校园活动之一。
随着周末的夜色降临，本次的宣传周活动也取得了圆满成功。我校国际交
流处在每学期举办的海外交流项目宣传周活动在内容与形式上开始不断丰富，越
来越多的同学逐渐知道并深入了解我校的各式海外交流项目。我校国际交流处也
在不断践行自己搭建海外交流平台，服务广大师生的宗旨，通过每一张海报，每
一场讲座，每一次宣传活动，把更好的更全面的海外交流学习项目资讯提供同学
们，为同学们海外学习交流的筑梦之旅保驾护航。

【2017 年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年度总结会顺利召开】
2017 年 11 月 29 日下午 2 时，2017 年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年度总结会
在外宾楼 101 会议室顺利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校领导、教务处、研究生处、学工部、国际交流处以及学
院外事秘书等。会议由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主持，副校长柯勤飞出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伊始，副处长张海燕代表国际交流处对 2017 年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
作做了汇报总结。报告全面客观地回顾了 2017 年的工作，准确分析了以往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并立足于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思路
和奋斗目标。
副校长柯勤飞在听取了工作总结汇报后，对学生海外交流工作进行了点评。
柯副校长指出，海外交流工作自开展以来取得的成绩是各个部门学院共同努力的
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她还强调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怎样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
推进国际化，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此副校长柯勤飞提出了三点明确要求：第
一，立德树人，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国际化是一个可以促进学会拓宽视野、
训练思维和文化理解发展的路径。第二，提高质量，明细海外交流学习的标准和
要求。认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实现内涵式发展，提高质量同时促进公平。第三，
价值引领，进一步提高海外交流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追求，调动学生
海外交流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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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各学院的外事老师就推进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进行了经验交流。其
中，袁仪琴老师代表旅游学院进行发言，对学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并
反思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张华老师代表人文与传播学院就学生学分转化问题、
外籍教师聘请教学问题以及交流项目工作进行了一些说明与交流。刘奕鸣老师代
表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进行发言，就学院的一些特色交流项目进行了分享，并就
此提出了两点经验：一是项目一定要有优势及特点，学生海外交流一定会有收获；
二是项目宣讲全员化，外事办、中外方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共同配合宣讲。陈琳
老师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言，就香港大学交流上面的突破问题，提出了四点建
议。会议的最后，四位参与海外交流学习的学生分享了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感受。
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增进了学校各部门对工作现状的了解，而且有利于日
后加强国际化建设，表明了学校领导与学生共同推进国际化，创造美好未来的坚
定信念与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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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第十届理事会在我校召开】
2017 年 11 月 6 日，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第十届理事会在我校召开。校长朱
自强、对外经贸大学校长王稼琼、日本福山大学副校长冨士彰夫，以及中日三方
理事会成员参加了会议。朱自强在欢迎辞中回顾了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十年来的发
展情况，肯定了孔子学院在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
福山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与上海师大三所学校之间能够特色互补，资源共享，加
强沟通，为孔院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福山大学副校长冨士彰夫、 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分别致辞，对孔院的发展成就予以高度肯定。理事会上，
中方院长石慧敏作了年度工作报告，对孔子学院 2017 年的工作从汉语教学、中
国文化推广活动与讲座、教育培训与汉学研究、来华项目与奖学金推荐、制度建
设与可持续发展等几个方面做了详细地汇报。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平山亮介绍了孔
子学院 2018 年工作计划。孔子学院副院长兼事务局长藤野肇对孔子学院上一年
度财务运行情况作了说明。理事会还就 2018 年孔院十周年庆典等事宜进行了讨
论。

【我校积极招募优秀专业教师赴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2017 年 10 月下旬，学校面向全校招募相关教师赴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开
展书画交流活动。作为福山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之一，孔子学院将
在日本福山市美术馆举办“中日书画交流展”，并为福山大学师生及福山市民开
设相关专题讲座。为了更好地支持我校合作孔子学院开展文化活动，丰富孔子学
院办学内容，推动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并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学校
决定面向全校招募优秀专业教师赴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我校积极开展 2017 年度孔院（课堂）活动图册的编撰工作】
2017 年 10 月下旬，根据上海孔院工作联盟的部署，积极参加了 2017 年度
孔院（课堂）活动图册的编撰工作。组织我校合作孔子学院提交文字简介和图片
素材，图片内容以表现孔子学院当地汉语教学情况、文化活动开展为主，包括本
年度重要人物到访、出席大型活动的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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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表团参加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
2017 年 12 月 12 至 13 日，第十二届孔子学院大会在西安举行。我校校长朱
自强率国际交流处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朱自强作为国内部分高校代表还应邀参
加了 11 日举行的全国孔子学院工作座谈会，围绕深化改革，开启新时代孔子学
院发展新征程进行深入研讨。
本次孔子学院大会以合作与创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 1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近 2500 人出席大会。大会期间，朱自强
校长分别与我校承办的三所孔子学院的中外方院长会面，听取中、外方院长对孔
子学院建设情况汇报、存在困难及未来工作设想，就孔子学院提质增效和校际交
流平台建设等问题充分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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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各合作办学项目负责人参加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到期评估研讨会】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定于召开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到期
评估研讨会。会议的目的是为改进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到期评估及延期申请相关
工作，更好地为各办学单位服务。我校各合作办学项目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我校国际交流处代表参加上海市教委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8 日，我校国际交流处代表参加了上海市教委召开的中外合作
办学党建工作会议，本次会议主要是部署本市中外合作办学党建相关工作。会后，
我校还按照市教委的要求，组织各合作办学项目提交开展党建情况自查报告。
【上海市教委组织相关专家来我校调研中外合作办学党建情况】
2017 年 12 月 14 日，上海市教委组织相关专家来我校调研中外合作办学党
建情况。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国际交流处处长杨伟人亲自带队参加，并发表重
要讲话。校党委副书记裴小倩代表学校作了相关工作汇报。我校五个有合作办学
项目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调研主题，汇报了各自党建工作情况。调研会上，
专家还就感兴趣的问题与我校相关学院进行了交流。此次调研活动，对总结我校
合作办学当前党建情况，做好未来党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交流处联合教务处召开中外合作办学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际交流处联合教务处在会议中心 5 号会议室召开中
外合作办学工作会议，合作办学专业所在学院外事负责人和合作办学项目负责人、
专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副校长柯勤飞出席，并作总结发言。国际交流处处
长武处、教务处处长高湘萍分别对我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在作了工作汇报。各学
院出席代表也就各自合作办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我校对中英土木工程和中德汽车服务工程两个颁发外方学位证书的项目完成
认证注册工作】
2017 年 9 月至 12 月，我校对中英土木工程和中德汽车服务工程两个颁发外
方学位证书的项目，在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进行了学生学籍状态更新工作，并对
17 级新生进行了获取境外学历认证注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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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9-12 月）】

序号

日期

专家信息
谢苑玫（中国台湾，女）

1

2017/9/22

臺南大學音樂系兼任教授；
《藝術教育研究》期刊主編
Michael Peter(新西兰，男)

2

2017/10/18

Tina Besley（新西兰，女）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教授

3

2017/10/26

主题

讲座地点

带领教师团队设计音乐评量工具和实作的经

音乐学院

验

小音乐厅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Finance Culture
金融文化时代的教育

John Rink（英国，男）

Hearing Chopin: The Performance of

剑桥大学音乐表演研究教授、

Musical Meaning

圣约翰学院院士

听到肖邦：音乐意义的表演

四教 208

小音乐厅

王瑞来（日本，男）
4

2017/10/31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生

历史研究与考证方法示例

文苑楼 708

教授
The Macartney Embassy and its Interpreter
5

2017/11/3

Henrietta Harrison（英国，女） in Jiangnan

文苑楼 708

马嘎尔尼使团及其翻译在江南的经历

6

2017/11/11

Alida Allison（美国，女）

Aesthetics and Emotions in the Writings of

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英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nd Cao Wenxuan

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安徒生与曹文选作品中的美学与情感

霞棐剧场

Stephen Selby（英国、男）
7

2017/11/14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

射礼与周代文学

文苑楼 708

香港理工大学 教授
Christian Henriot（法国、男）
8

2017/12/8

Université Aix-Marsaille 教

光启学术

入土为安——近代中国的死亡与殡葬

报告厅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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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教活动
前沿速递
【外籍教师无锡文化体验活动圆满结束】
2017 年 10 月 27 日，国际交流处组织外籍教师赴无锡进行文化体验活动，
丰富教师们的课余生活。来自美、英、俄罗斯等国家的外籍教师们先后参观荡口
古镇、无锡鼋头渚等著名景点。他们在领略江南水乡精致优雅的同时，也加深了
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了解。
当天，外教们先是乘坐大巴来到荡口古镇，乘坐游船，体验水乡的魅力，之
后，漫步古镇老街，参观华氏义庄、古镇博物馆等，深入领略了水乡的人文风貌
和文化精蕴。
下午，大家乘车来到无锡太湖鼋头渚景区，走长春桥、登三山岛，在秀美的
湖光山色中，领略中华传统历史文化。
外籍教师对本次安排表示感谢，体会到学校对他们的关心，增进了对学校的
归属感，也增加了外籍教师间的相互交流，进一步增强了对学校外事工作的感知
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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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TALIS 与基础教育改革——APEC 成员经济体研修班”成功举办】
2017 年 10 月 23 至 29 日，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支持下，由上海师
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承办的“PISA、TALIS 与基础教育改革——APEC 成
员经济体研修班”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召开。来自比利时与俄罗斯、泰国、
马来西亚、越南、智利、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 8 个 APEC 经济体的 23
位教育行政人员、中小学校长和教育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包括俄罗斯
TALIS 项目负责人、马来西亚经济规划部门、教育规划部门、科学与数学课程开
发部门主管、比利时教育效能与评估中心创始人和越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借助上海师生在 PISA 和 TALIS 等国际大型测试中的出色表现，本次研修班
的目的是在 APEC 经济体间共享基础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基础教育的公平、
优质发展。
研修班期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贾炜、规划处副处长黄海洋、我校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张民选教授、教育学院副教授黄兴丰老师、国际与比较
教育研究院宁波博士就上海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挑战、规划与改革、上海数学课程
与数学教学、上海与芬兰学校效能比较等专题做了主题演讲。研修班期间还着重
安排了大量时间，让与会者进入上海市中小学及相关教育基地进行参观与实地考
察，体验上海基础教育的魅力。在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蔷薇小学和徐汇中学，
与会者们旁听了数学课，并参与了数学和英语教研组活动，与学校校长、教师们
开展了积极的互动；在上海科技馆、虹口区国家指南针计划基地，与会者了解了
上海学生如何利用校外学习设施，掌握现代科技、学习传统文化；在闵行区教师
进修学院，云技术与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学研究的融合让与会者们惊叹不已；在圆
桌讨论会上，三位来自青浦的教授级教师、小学科学教研员、英语教师和与会者
们分享了自己专业成长的过程。最后，来自 7 个国家的参会者还就本国的 PISA、
TALIS 与基础教育改革相关情况做了分享。
与会者纷纷表示，此次研修班让他们深入了解了上海的中小学教育，其中的
实地考察环节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与其他国家全然
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过去，当人们谈到“向东看”的时候，许多人
想到的是向东方发达国家学习，而今后，他们会更多地看上海，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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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至 2018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34 位首批赴英上海教师授课获广泛好评】
2017 年 11 月 3 日下午，2017 至 2018 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行前会议在上
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举行，教育学院夏惠贤院长主持会议。项目负责人张民选教
授、市教委刘江园副处长出席本次行前会议，并向即将赴英交流的上海教师们提
出了在英工作、生活的各项要求及注意事项，期望教师们在英国示范上海优秀教
学模式的同时，还能够学习英国先进的 ICT 教学等，促进中英两国基础教育的进
一步交流合作与共同进步。
2017 年 11 月 4 日，第一批 34 名上海教师正式赴英。到达英国以后，教师
们努力克服了时差、饮食等多方面的问题，即使有些住宿条件不利于办公，教师
们也乐观的搭建起临时工作台为备课办公创造条件。此外，教师们还成立了临时
党支部，帮助大家解决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的困难。
在英第一周，上海教师们首先深入各校详细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接着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适当地调整教案。本次教学内容主要分为减法教学和分数教学
两类。由于英国当地学校学生数学基础不尽相同，许多教师面临着极大的教学挑
战。部分学校甚至需要大量调整教学计划增改教案，先让学生学会加法，才能教
减法。为了让英国学生更加顺利地完成学习目标，老师们全情投入加班加点地完
善教案。
在英第二周，上海教师们迎来了“大场面”。基地学校辐射范围内的英国数
学教师们都纷纷前来听课，上课地点也从小教室搬到了大礼堂。老师们不仅要在
50-60 多名英国同行们的注视下用英语给学生们上课，还要应对媒体长枪短炮所
带来的无形压力。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教师们仍然从容面对顶住了层层
压力，不仅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还获得了在场教师们的肯定与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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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张忠祥当选为第十届中国非洲
史研究会副会长】
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2017 年换届大会暨“一
带一路与非洲发展”学术会议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会议由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主
办，扬州大学苏丹研究中心、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我校人文与传播学院非
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舒运国、主任张忠祥、副主任刘伟才和成员王南、杨廷智出
席会议并分别做了会议发言，中心博士研究生杨敬、石海龙、彭炫棋等也参加了
会议。换届大会由舒运国教授主持，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理事会
和领导机构，舒运国教授被聘为研究会顾问，张忠祥教授当选为研究会副会长，
刘伟才副教授当选为研究会理事。
会议还以“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分别由“一带一
路”与中非合作发展的前景、“一带一路”与非洲国别研究、“一带一路”与非
洲政治安全、
“一带一路”与中非人文交流四个分主题会场和一个青年论坛组成，
其中青年论坛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首次设立。张忠祥教授担任了“一带一路”与
中非人文交流分会场的主持人，王南研究员做了“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发展前
景分会场的主持人，刘伟才副教授担任了青年论坛的主持人。
会议期间，四位老师分别在大会主会场和所属分会场进行了发言。舒运国教
授做了《关于非洲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的大会主题发言，张忠祥教授做了《从
非洲内部视角探索非洲史学——评<非洲史学实践：非洲史学史>》的发言，刘伟
才副教授做了《19 世纪欧洲人非洲行记得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初探》的发言，杨
廷智讲师做了《解析索马里兰的混合型政治制度》的发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于 1980 年，是中国研究非洲历史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会址设在北京大学，现任会长是北京大学教授李安山。研究会成立 37 年来，已
经历了 10 届理事会，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30 余次，就非洲历史、政治、经济、
文化及中非关系等内容进行学术研讨，产生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为国内非洲研究
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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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大使为我校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做讲座】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下午，我国前任驻卢旺达大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
会长舒展先生，在学院 708 会议室，为我校人文学院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做了
一场题为“当代中非关系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
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张忠祥教授主持。
舒展大使在非洲工作三十多年，先后担任过我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馆参
赞、驻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驻卢旺达大使等职务，现在
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舒大使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而且也
是一位对非洲历史问题深入研究的专家，退休后，他还经常去非洲实地考察和调
研。
舒大使的讲座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自己学习工作的体会，中非关系发展的
历史，研究非洲历史的一些方法。首先，舒大使结合自己当时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认为研究历史是十分重要的。舒大使提到当时带他老师的一句话：“如果你不知
道一个地方的过去，就无法全面把握它的现在，更不用说去预测它的未来”。舒
大使讲到从事外交工作，必须要熟练掌握外语，熟悉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
济和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个国家外交政策。
其次，在谈到非洲历史的研究时，舒大使强调要重视档案资料的运用。这是
因为：第一，人的记忆力总会有遗漏；第二，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
必须重视档案资料。同时也要重视口述史，并且利用档案和考古资料对口述史的
材料进行印证。舒大使认为，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于当前的研究，是为外
交工作服务的；另一类立足于学术的研究。对非洲历史进行研究时，我们必须要
结合各方面的材料，借助多方面的档案材料，要尽可能客观地对非洲历史进行还
原。舒大使也告诫同学们要心存敬畏精神，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研究时要考虑
各种因素，不要轻易地下结论。
最后，在讲座中，舒大使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也简单谈了一下中非关系发展
的一些情况，从最初的双方比较曲折的建交历程，到非洲国家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再到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以及中非合作论坛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舒大使为人
亲和、谦虚，与同学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互动交流，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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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详细地解答。舒大使的讲座非常有意义，包含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使
得同学们对中非关系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同时，舒大使认真、
谦虚、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同学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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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终学院绩效考核】
为深化综合改革，推动和落实管理重心下移，激发学院发展活力，依据《上
海师范大学关于学院绩效考核的实施办法》（试行），依据“国际化办学与交流
合作（试行）”考核指标，从学生国际化（国际学生、学历国际学生、在校生海
外学习、见实习、参加会议或竞赛、在校生中在海外修读学分、攻读学位），国
际化办学（全外语授课课程、全外语授课专业、各类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科研
合作（出国境参加学术会议、承办国际学术会议、海外学者讲座、海外科研合作
项目、与海外联合建立的研发机构/实验室）等三方面对本校 16 个学院 2017 年
度国际化办学与交流合作情况进行了考核。结果显示，旅游学院、人文与传播学
院、商学院、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成绩突出，位列前五；外国语学
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和音乐学院与去年相比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获得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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