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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至 12 月，共接待来自 9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来访团组 26 个，
172 人次。其中澳大利亚 1 个团组，5 人次；日本 7 个团组，22 人次；韩国 1 个
团组，1 人次；美国 6 个团组，14 人次；加拿大 1 个团组，5 人次；英国 4 个团
组，88 人次；德国 3 个团组，8 人次；斯洛文尼亚 1 个团组，11 人次；博茨瓦
纳 2 个团组，18 人次。
主要来访团组包括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副校长 Harcourt 教授一行、德
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Maurer 教授一行、德国埃尔福特手工业协会总
裁 Malcherek 一行、德国上法兰肯手工业协会副总裁 Beck 一行、斯洛文尼亚卢
布尔雅那大学校长 Svetlik 教授一行、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校长 Saini 教授一
行，以及英国班戈大学校长 John Hughes 教授一行。

【欧洲两所大学副校长分别来校访问】
2016 年 9 月 7 日上午，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副校长 Harcourt 博士率该
校工程与技术学院副院长，教育、健康与社区学院副院长、科学学院副院长、商
学院负责人、以及中国区事务负责人一行 6 人来访我校。校长朱自强会见了
Harcourt 副校长一行，参加会见的有体育学院、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生环学院、
美术学院和国际交流处负责人。
会谈中，两校对彼此的概况、优势学科、契合的专业和合作方式等有了初步
了解，确定了合作意向，拟在年底前签署合作备忘录。随后，双方就体育、美术、
科学、艺术等专业展开了具体讨论，基本确定以访学学者、学生交流、教师培训
和合作研究等方式开展交流。朱自强表示将全力支持两校开展交流与合作。
当天下午，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 Maurer 教授携该校电气与经
济系主任 Pörnbacher 教授来访，副校长高建华代表学校会见了来访团。信息机
电学院、商学院和国际交流处负责人陪同会见。高建华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
Maurer 副校长介绍了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的主要情况，双方就目前两校合作
办学项目（信息机电学院的汽车服务工程本科专业）的合作现状、如何进一步促
进学生交流以及拓展新的合作领域等方面展开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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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教育部审批，2013 年秋季正
式招生，2015 年该项目通过教育部的办学评估。今年 8 月，两校续签了合作办
学项目协议。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于 1823 年成立，在 1992 年英国政府颁布的继续和
高等教育学法案的推动下升格为大学，并以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作为新的名字。
大学目前在校生超过 24000 名。大学在多媒体，体育科学等科研和教学取得了不
俗的成就，因此，大学在 2005 年被授予女王年度大奖，该奖目的在于表扬和奖
励为英国智力、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做出杰出贡献的大学和学院。据悉，在利
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国际化战略中，将把上海作为全球四大据点之一。
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成立于 1978 年，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兰茨胡
特市，兰茨胡特是宝马工厂所在地，靠近汽车工业发达的慕尼黑和英戈尔斯塔特，
不仅工业科技高度发达，而且风景优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学生提供了良好
的实习场所和毕业设计实践机会，学生就业市场良好，同时校企之间知识和技术
转换合作也非常密切。 5 月 17 日上午，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 2016 年度理事会
在我校召开。上海师范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全体成员出席了会议。

【德国埃尔福特手工业协会总裁一行来校访问】
2016 年 9 月 23 日上午,德国埃尔福特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 Erfurt)
总裁 Malcherek 先生携该协会职业培训中心主任 Rehbein 先生来访。副校长高建
华代表学校会见了 Malcherek 先生一行。信息与机电工程学院和国际交流处负责
人陪同会见。
高建华对客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双方就目前合作状况、学生在德学习情
况以及今后如何进一步加深合作等方面进行了交流。2015 年 8 月，该协会与我
校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2016 年 4 月，共有 15 位汽车与服务工程专业的学生通
过该协会的项目赴德学习。
来访期间，Malcherek 先生两人还为信机学院中德合作专业的 100 多名学生
提供了项目介绍及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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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上法兰肯手工业协会副总裁一行来校访问】
2016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德国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手工业协会(HWK für
Oberfranken)副总裁瑞纳.贝克(Mr.Rainer Beck)先生携该协会技术教育总管、
中国项目负责人一行 5 人访问我校。副校长高建华代表学校会见了贝克先生一
行。信息机电学院和国交处负责人陪同会见。
高建华对代表团一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希望双方加强合作，为更多的学生
提供海外实习的机会。贝克先生感谢我方的热情接待，他强调了面对面交流对促
进项目开展起着重要作用，他介绍道，德国企业注重校企合作，HWK 也在积极为
寻求与德国高校的合作机会，为留德学生进一步深造提供途径。
德国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区手工业协会是通过德国教育单位专业认证的非
营利性教育机构，属于双元制职业大学类型。于 1900 年建校，从事 15741 家企
业和机构的各项职业教育以及大学的实践技能培训和科学实践活动，学校拥有
2300 多个理论教学实习工场，超过 1200 个工种的教学实习承受能力。其办学资
质已获得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处认定。
我校信息机电学院与该协会已有 15 年的合作历史。今年 3 月，学院 13 级共
有 14 位汽服（中德）专业的学生到该协会参加培训。此次协会来访期间，还表
彰了已毕业的优秀留学生，同时也与学院就目前的合作情况进行了沟通交流。

【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校长来校访问】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University of
Ljubljana)校长 Ivan Svetlik 教授率该校教育学院、艺术设计学院、经济学院、
国际关系处等负责人访问我校，校长朱自强会见了 Svetlik 校长一行。
朱自强向 Svetlik 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详细介绍了学校
的概况、优势学科、办学特色和国际化合作情况。朱自强强调，我校在教师教育
领域对外交流经验丰富，承担着中英基础教育数学教师交流培训项目，英美两国
教育部部长也曾经到校访问。朱自强提出，上海师范大学作为一所开放性的大学，
非常期待与卢布尔雅那大学开展交流合作，开启学校与斯洛文尼亚高校的合作前
景。Svetlik 教授非常感谢上海师范大学的热情接待，他介绍了该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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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两校强强联合，探讨在教育、艺术、金融和商科等专业领域建立合作的可
能性。客人分别与商学院和教育学院就共同感兴趣的项目深入讨论，双方在联合
培养和学生短期交流方面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参加会见交流的还有国际交流处、
商学院和教育学院主要负责人。
卢布尔雅那大学成立于 1919 年，是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最悠久、规
模最大的高等院校。该校在 2016USNews 排名中位列 386。在欧洲及中亚地区（简
称 EECA），包括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 23 个国家的顶尖大学中，排名第 26。
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注重国际化教育，于 2016 年 8 月获得全球商学院最重
要的三大国际认证(AMBA、EQUIS、AACSB)，成为全球 76 所获得此殊荣的商学院
之一。

【堪培拉大学新任校长来校访问】
2016 年 10 月 31 日上午，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
校长 Deep Saini 教授、国际事务副校长李荣誉先生率该校教育、科学、技术和
数学学院院长和国际项目负责人、商业、政府与法律学院院长一行 5 人访问我校，
校长朱自强会见了 Saini 校长一行。
朱自强向 Saini 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学校国际化
发展的概况及特色优势学科。朱自强简要回顾了学校与堪培拉大学的合作交流历
史，高度评价了两校师生交流显著成绩。他希望此次 Saini 校长的来访能加深巩
固两校在教师交流方面合作的同时开拓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Saini 校长非常感
谢学校的热情接待，他表示双方在教师和学生交流方面取得了长久的发展，得到
参与项目师生的广泛好评，他建议双方可以进一步在共同感兴趣的专业领域拓展
合作，如体育、生态学、环境科学、英语（TESOL）等专业。参加会见交流的还
有国际交流处、商学院主要负责人和历年参加青年教师交流培训计划的代表。
堪培拉大学始创于 1967 年，是第一所专门为高等职业教育和英语培训而建设的
学院，1990 年正式改建为大学，是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大学，由联邦政府直接管
辖，是澳大利亚综合实力名列前茅的大学之一，以优良的教学和雄厚的师资力量
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大学教学模式灵活多样，开设的学位课程国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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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其中包括会计学、工商与信息技术等。2014 年 4 月，我校与澳大利亚首都
行政区政府学术交流与合作备忘录，同年 11 月，我校与堪培拉大学 2014 年签订
两校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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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至 12 月，学校与爱尔兰、英国和美国等 3 个国家和地区的 5 所
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5 份交流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上海师范大学和爱尔兰
梅努斯大学合作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合作备忘录》、
《中国上海师范大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理事会关于继续合作建设密苏里大学孔
子学院的协议》、
《班戈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备忘录》和《伦敦大学学院和上
海师范大学谅解备忘录》。

【学校与密苏里大学续签协议共建孔子学院】
美国当地时间 2016 年 9 月 23 日，上海师范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合作建立孔子
学院协议签约仪式在 Memoral Union 宴会厅举行。在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
事刘军的见证下，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葛卫华和密苏里大学副校长詹姆斯.斯
格特分别代表上海师大和密苏里大学完成签约。出席签约仪式的还有密苏里大学
优秀教师代表，部分中国教师代表和中国学生联合会代表等，大家对双方未来的
合作充满期待。
当天上午，在哥伦比亚市密苏里剧院举行了我校与密苏里大学合办的孔子学
院五周年庆典活动。葛卫华应邀率团出席，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刘军、
密苏里大学副校长詹姆斯.斯格特和哥伦比亚市公立学校学校教育董事会主席詹
姆斯.威特出席庆典并发表贺词。庆典仪式由孔子学院外方院长金相淳主持。
姆斯•斯格特副校长在开幕致词中对上海师范大学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烈欢
迎，他强调，上海师范大学是密苏里大学最亲密的合作伙伴，能和上海师范大学
共同合作建设孔子学院感到荣幸，同时也为哥伦比亚市的中学生能够成为孔子学
院大家庭中的一员感到骄傲。
葛卫华代表学校对孔子学院成立五周年表示祝贺。他表示，密苏里大学孔子
学院成立至今，开展了多种文化交流活动，并推动中文教学走进中小学课堂，让
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更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孔子学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促
进中美合作交流的文化桥梁。作为中方合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孔子学院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期待孔子学院下一个五年更加辉煌。葛卫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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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学校向密苏里大学赠送了由我校美术学院张信教授书写的书法作品“上善若
水，厚德载物”。寓意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孔子精神缔结中美友谊。
刘军副总领事祝贺孔子学院过去 5 年来取得的成绩，他表示今天看到这么多
的小学生前来观摩庆典和中国传统艺术的演出，感到非常兴奋。希望同学们通过
学习汉语，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成为推动中美友好交流合作的民间小使
者。
詹姆斯•威特主席感谢上海师范大学和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为哥伦比亚地区
中小学生提供远赴中国，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
建立了两所大学，两座城市乃至两个国家之间的友谊桥梁。
仪式结束后，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团特别为五周年庆典奉献上了一场以“海上
风”为主题的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演出以安塞腰鼓《欢天喜地》开场，随后，
观众们欣赏到了中国彝族舞蹈、傣族舞蹈、蒙古族舞蹈、胶州秧歌、戏曲舞蹈、
民歌独唱、中国传统乐器演奏、中华武术表演等节目。密苏里剧院座无虚席，1500
余名哥伦比亚市中小学的师生观摩演出，精彩的节目和演员们高超的技艺赢得了
观众热烈的掌声和阵阵喝彩声。
孔子学院五周年庆典活动期间，葛卫华一行还前往 Lange Middle School 观
摩了中文教学课堂，看望了我校在孔子学院工作的老师和学生志愿者，志愿者在
中小学的教学生动有趣，受到小朋友的广泛欢迎，葛卫华对孔子学院的工作作出
肯定评价。我校艺术团也前往 Jefferson Middle School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交流活动，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广泛关注。当地时间 9 月 25 日下午，艺术团献演
密苏里大学 Jess Hall，在孔子学院和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大力宣传下，校园演出
取得很好效果。
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揭牌，我校为其中方合作院校。孔
子学院成立以来，已经成为密苏里大学和密苏里州在教育、文化、经济和贸易等
方面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桥梁。孔子学院还积极探索汉语本土化教学。2012 年 9
月，与哥伦比亚公立学校教育局签署合作备忘录，确立中文课程推广计划。目前，
中文已经成为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多所学校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近两千名当地中
小学生正在学习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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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班戈大学校长来校访问 续签校际合作框架协议】
2016 年 10 月 21 日上午，英国班戈大学校长 John Hughes 博士率该校国际
交流处主任 Thomas Angharad 女士及中国华东区负责人等访问我校，校长朱自强
亲切会见了 Hughes 校长一行。
会谈中，朱自强向 Hughes 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客人详细介
绍了我校与英国高校的广泛合作，并对两校之间在学生交流方面的深入合作以及
班戈大学为我校学生提供优厚奖学金表示赞赏。朱自强表示，两校在音乐学院本
硕连读项目的良好合作基础上，在艺术、表演以及其他学科专业领域进行拓展和
更广泛的合作，并就具体合作领域提出了建议。
Hughes 博士表示完全赞同朱自强校长的建议，并认为班戈大学和上海师范
大学有着扎实的合作基础，上海师范大学也是班戈大学海外学习项目基地拓展的
重点合作伙伴。Hughes 博士感谢朱校长的热情接待，感谢我校对合作项目一如
既往的支持，并期待更为广阔的合作新愿景，提议在现代语言、表演艺术和电影
等专业领域开展合作。
会谈结束后，双方续签校际合作框架协议，继续有序推进两校的交流合作。
学校与英国班戈大学于 2012 年签署了校际合作框架协议，两校音乐学院同年签
署了 3+1+1 本硕连读项目。目前音乐学院有 21 位学生就读班戈大学，包括 4 位
本科生和 17 位硕士研究生，学生们先后获得总额 4.75 万英镑的班戈大学奖学金。
英国班戈大学是英国最古老、最具有声望的老牌大学之一。威尔士查尔斯亲
王王子是班戈大学的名誉校长。班戈大学音乐学院的排名位列全英第二十，其有
75%的学术研究被评为“世界领先”和“国际认证”的顶级水平。
国际交流处及音乐学院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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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峥嵘率团出访美国两所高校】
2016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由副校长张峥嵘带队，音乐学院施忠、冯季清、
朱昊冰和国际交流处蔡珏等一行 5 人，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夏威夷大学马
诺阿分校进行公务访问。此次出访是我校与美方两所院校自 2015 年开展学生双
学位项目合作以来，学校领导首次对两校的正式访问，对巩固合作关系、开拓合
作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密歇根州立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密歇根州东兰辛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始建于
1855 年，一贯秉持将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相结合的理念，致力于为来自普通家
庭的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学校位居全球
大学第 75 名，美国公立大学第 46 名。学校共有 200 余个专业，其中核物理、教
育、传媒、农业等专业处于全美顶尖水平。现有学生 5 万余名，其中 15%为国际
学生。
两校于 2015 年 5 月签署了基于音乐学院间的 3+2 本硕连读项目。我校音乐
学院已经派出学生参与项目，并希望寻求更为深入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通过紧
凑而富有成效的访问，两校对现有的合作项目进行细致梳理，特别是对音乐学院
3+2 项目的稳健推进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双方还就进一步提高合作
深度和广度达成共识，期待在未来的合作中开展更多学术性的交流互访，并共同
努力为学生创造更加优秀的国际化教育平台。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成立于 1907 年，是夏威夷大学系统中的旗舰大学，
全美综合排名 150 名。学校以多元化、国际化的教学环境著称，全校 18000 余名
学生中，近三成为亚裔，充分体现了夏威夷的文化特色，为学生提供了体验东西
方文明交融的独特氛围。
两校自 2015 年 3 月签署基于音乐学院间的 3+2 本硕连读项目。该校音乐系
教授也多次访问我校并举办大师班及音乐会，在师生中获得一定反响。
为推动项目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访问团首先与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校长
Krystyna Aune 及 3+2 项目主管 Ivy Mu 进行正式会谈。双方在积极肯定合作基
础的同时，就项目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沟通，并就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达成
一致，为项目顺利展开铺平道路。副校长 Krystyna Aune 肯定了我校音乐学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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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上做出的努力和成果，也明确表达了美方对项目合作的决心与支持，并
表示美方希望在该项目成功合作的基础上，拓展合作领域，从而建立起持续、稳
定、深入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此次访问，双方达成了继续并加强合作的良好共
识，并在具体操作层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下一步项目落地奠定基础。

【滕建勇率团出访瑞士、爱尔兰、英国三所高校】
2016 年 9 月 22 日至 30 日，校党委书记滕建勇应邀率团对瑞士洛桑酒店管理
学院（EHL）、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和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进行访问，就相
关专业的合作办学、师生交流、合作科研等具体项目分别与三所大学进行了深入
的会谈，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意向并分别与梅努斯大学和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正式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酒店管理学院，创建于 1893 年，其
酒店管理专业在全世界高校中排名首位。访问团一行与院方咨询部首席执行官
Yateendra Sinh 先生就两校合作交流进行了深入展望并达成重要共识。
爱尔兰梅努斯国立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种类齐全，其自然科学、工程学、人文
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及科研水平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我校访问团与该校代
表围绕两校师生交流互访、学科专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讨论。会谈结束后，滕建
勇与该校校长 Philip Nolan 教授分别代表本校签署了合作协议。
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在运动科学研究领域突出强调研究与应用的结
合，其相关专业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访问团与该校校长 Nigel Weatherill、副
校长 Edward Harcourt 和 Peter Byers 及相关部门代表进行会谈，在运动科学合
作研究、教师互访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双方代表签署两校合作协议。
【曹光明率团出访香港、新加坡两所高校】
2016 年 12 月 8 日至 13 日，总会计师曹光明应邀率团对香港大学和新加坡
国立大学进行访问，随同出访的有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曹诚、化学化工
系主任刘国华和国际交流处副处长张海燕。
在香港大学访问期间，双方就财务管理与审计模式、学生海外交流各类项目
的运行与管理作深入的探讨。两校在财务管理和审计管理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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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做法。在学生交流方面，香港大学的学生培养注重沟通
和交流，学校鼓励学生走出去，到 2022 年，港大要求所有的学生有 1 次到内地
和海外去学习交流的经历。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初步搭建了与香港大学的化学专
业本科生交流模式。曹光明希望两校强强联合，共同合作组建国际教育比较机构。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期间，访问团与新加坡国际关系处和新加坡化学系教
授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涉外办学机构——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博雅学院
（Yale-NUS）共同探讨上海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育部国际
联合实验室明年的发展目标，搭建进一步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交流事宜，探讨
我校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和博士交流的形式。在国立大学
的安排下，访问团又参观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大学博雅学院，学院的整体规划
充分展示了学院的国际化视野，为上海师范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普林斯顿大学
教育部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国际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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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700 余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
2016 年 9 月 18 日上午，2016 学年留学生开学典礼在教苑楼多功能厅举行。
校长朱自强亲自出席并致辞，对外汉语学院和商学院主要负责人出席，出入境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也应邀为留学生讲解有关签证及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典礼由国际
交流处负责人主持。
在发言中，朱自强代表学校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致以热烈的欢迎。他
首先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和各项数据，以及我校近期在对外交流方面所取得的
成绩，他同时对在场的留学生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以刻苦的学习态度
和积极的探索精神，克服语言文化交流的障碍；希望留学生们能尽快适应中国的
生活，融入师大的校园文化，平安顺利地度过留学生活。
对外汉语学院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也分别致辞，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和各种
引人入胜的文化活动，希望留学生能多多与同学老师互动交流，互促互进，教学
相长。来自立陶宛和博茨瓦纳的两位学生代表分别发言，他们均为已在我校学习
一年后，申请获得中国政府资助继续攻读硕士的研究生新生。作为老生，他们回
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向新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在中国，在师大的学习和生活经验；
作为新生，他们又展望了自己的未来，为自己接下来的学习生涯定下目标。之后，
出入境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就留学生签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对留学
生们进行了在校安全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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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后，负责人还耐心解答了学生们的问题。
据统计，本学期共有 700 余位分别来自韩国、法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日
本、俄罗斯、蒙古、越南等 59 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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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学院等就读。其中，上海市外国留学生预科学院学生 78 名、中
国政府奖学金生 77 名、孔子学院奖学金生 44 名和上海市政府奖学金 2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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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召开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颁证仪式暨新生座谈会】
2016 年 9 月 26 日下午，
为增强奖学金留学生获得奖学金的荣誉感和归属感，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在上海师大的学习和生活，国际交流处留学生办公室为获奖新
生们举行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证书颁奖仪式暨新生教育”。来
自法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波兰、越南等国家 65 名荣获 2016-2017 年度中
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的留学生们济济一堂，一同参与了此项活动
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为每一位奖学金留学生颁发了奖学金证书，并鼓励获
奖留学生勤学多练，在师大生活舒心，学习进步。
随后，留学生办公室负责老师就奖学金的各项管理规定、奖学金的发放、保
险理赔指南、年度评审等相关事宜，以及我校学历生学籍管理规定等各方面与奖
学金生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和答疑。留学生们也就关心的话题畅
所欲言，并对奖学金有关管理规定进行了深入的学习。

【学校组队参加第十四届“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赛】
为丰富在校留学生的课余生活、加强体育锻炼，2016 年 11 月 27 日，我校
组织留学生参加了第十四届“张江杯”外国友人乒乓球比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得知比赛消息后，在校喜爱体育运动的留学生们踊跃报名，迅速组成了一支
10 人的队伍，开展了专业训练，更特别邀请了体育学院的专业教师进行指导。
比赛当天，留学生代表队身着统一的校服，精神抖擞地开始了比赛。初赛中，
共有 8 人进入了第二轮，4 人进入了第三轮复赛，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精神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
通过比赛，留学生们丰富了生活，锻炼了身体，收获了友谊，更增强了团体
合作意识，以及代表学校的荣誉感。

【学校留学生与外籍教师喜迎新年】
2016 年 12 月 22 日晚，
“2016 年上海师范大学外籍专家和留学生圣诞新年晚
会”圆满落幕。在我校工作的外籍专家和各国留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了此次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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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柯勤飞出席了晚会并代表学校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对长期服务于我校的
外籍工作者和选择我校作为留学目标地的留学生们表达了感谢与关怀。
柯勤飞在致辞中对 2016 年的国际交流工作做了回顾，并且对明年的国际交
流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祝愿大家 2017 年更上一层楼。
此次圣诞迎新晚会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以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和竹笛演奏拉
开大幕，武术表演赢得满堂喝彩。留学生何浩德高歌一曲《青花瓷》震惊四座。
另外还有外籍教师代表的感情饱满慷慨激昂的诗歌朗诵。最后，越南的姑娘别具
异域风格的舞蹈将晚会推向了高潮。晚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祥和、热烈的气氛，中
西文化相融交汇，使校园朝气蓬勃。
晚会上，来自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家的十余名外籍专家和来自法国、韩国、
越南、波兰、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
塞拉利昂、喀麦隆等 20 多个国家的 60 多名留学生热烈相聚庆祝新年，出席晚会
的还有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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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科学院
【预科学院管理】
开学：新一级预科学院共录取 89 名同学，实际报到 78 名，包括 2 名自费预
科生，来自 26 所高校，24 个国家。开学伊始，就对学生按国别进行了开学教育，
严肃考勤。
预科学院综合改进项目：由预科学院牵头申报的 2016 年上海市教委专项项
目《预科学院综合改进项目》正式启动，在上海市外国留学生入学标准、预科毕
业生生入系跟踪调研两个方面开展调研研究，已完成调研报告一份，完成了入系
跟踪调查问卷设计和调研工作，进入分析阶段。本项目将进一步完善预科学院招
生管理、提高预科学院教学质量。
见面会：2016 年 11 月 23 日，预科学院组织了首次推荐院校见面会，学院
向推荐院校汇报了开学两个月来学生的出勤、学习情况，请推荐院校代表与预科
学生直接面对面交流，受到推荐院校的称赞。
预科学院工作坊：为进一步提高预科学院教学和管理水平，2016 年 12 月 3
日，预科学院举行“预科学院教学与管理工作坊”，邀请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外
国留学生研究协会金伟国、沃国成、同济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培养基地潘海
峰老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府奖学金预科培养基地主任梁社会教授来校培训，
为预科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通过工作坊，预科学院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开拓了眼
界，增长了知识，对下一步如何更好的做好预科学院工作有了更好的认识。我处
负责人、对外汉语学院相关负责人、全体预科学院教师出席了工作坊。

【预科学院教学】
本届预科新生采取动态调整制度，按照期中考试成绩，对学生班级进行调
整，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
此外，为帮助后进学生，期中考试以后，推出辅导课，一周三次，每次两课
时，对后进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帮助他们跟上班级进度。
根据各校反馈及预科跟踪调研结果，学院将从下学期开始，重新调整预科教
学，在初级班进一步强化语言教学，在中级班增加数学、经贸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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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演讲比赛：2016 年 12 月 19 日，对外汉语学院 303 教室举办了第九届
留学生朗诵演讲比赛。近 30 名预科学院同学报名参加，成为本次比赛的绝对主
角。经过紧张比赛，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米然获得朗诵组的第一名；有来自卢旺达
的叶先、来自印尼的张天慈和来自老挝的平萨婉获得第二名；来自老挝的彭小婉
和习索娅、来自蒙古的诺明、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丹扬和来自韩国的孙慧娟分获第
三名。通过比赛不仅培养了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兴趣，锻炼了中文表达能力，
也加强了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

【预科学院活动】
感知上海，喜迎国庆：预科学院留学生新生体验上海都市风情：我校利用小
长假组织了预科学院留学生看上海活动。来自预科学院的 41 名留学生新生走出
校门，攀登环球金融中心、游览城隍庙、走访田子坊，通过参与本次看上海活动，
留学生们对于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和精彩面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
体会，更坚定了学好中文、传播中国文化的决心，留学生们对学校精心安排的假
日活动的满怀感激，看上海活动圆满成功并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游览上海影视城：为更好地让学生体验中国文化、感受老上海风情、提高学
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能力、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热情，预科 B 班和 C 班的班主任组
织了游览上海影视城，体验中国文化活动，在活动中，同学们按事先分组表演中
国歌曲、体验中国传统游戏踢毽子，老师们也为他们讲解上海特色建筑物及其历
史。寓教于乐，学生们学的不亦乐乎，让他们更好地爱上中国，爱上上海，爱上
汉语。
预科学员助力对外汉语学院迎新晚会：对外汉语学院一年一度的迎新晚会总
是以其出彩的内容、丰富的形式和多元的文化展示而吸引众多关注的目光，今年
的迎新晚会，预科学院同学成为主力，参与了一半节目的演出，他们克服繁重的
学习，积极参与晚会的演出节目排练工作，节目精彩纷呈，赢得了各方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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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本年度学生海外项目资助计划】
国际交流处会同财务处、研究生院、教务处等相关部门，确定本年度学生
海外学习、实习项目遴选办法，并在与各学院充分讨论及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制
定学生海外项目资助实施方案，确保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本年度共立项 73 个，
获得资助的学生达 195 名，资助发放总额为 325 万元。
通过对学生交流项目的经费资助，极大地鼓励了学生出国（境）学习或实习
的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并对今后项目的
组织实施起到了示范及指导作用。

【完成学生海外交流学习活动宣传工作】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十三五”规划关于促进学生赴海外学习交流的
文件精神，推进全校学生赴海外学习交流工作的顺利开展，让更多在校学生能了
解学校各层次、各类型的海外学习交流项目，提高学生参与赴海外学习交流项目
的意愿和能力。国际交流处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开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生
海外学习交流项目宣传活动。整个活动既包括学校层面的专项业务培训、政策宣
讲、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推介、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经验分享会等，同时也积极
发动学院进行针对本学院的学生进行专题性的项目推介活动，校院互动，取得了
一定良好的成效。如旅游学院的“阿联酋高星级酒店带薪实习、马尔代夫酒店管
培生项目宣讲会”；音乐学院以“走出去，让我们的音乐梦飞的更高”为主题，
重点推介我校与俄罗斯彼得罗扎沃茨克格拉祖诺夫音乐学院的学生交流项目；人
文与传播学院在徐汇与奉贤 2 个校区，连续推介校院两级的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
目；体院学院重点向本学院学生进行了学校与道格拉斯学院以及和英国利物浦约
翰摩尔大学项目展示；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将美国怀俄明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等项目向学生推介；建筑工程学院为推动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召开“2016
级学生中英土木迎新会”，重点推介爱丁堡龙比亚大学的学生交流项目；谢晋学
院将学院目前的各类长短期学生海外交流项目进行一一介绍。期间，国际交流处
分别邀请了博茨瓦纳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和校合作办学科科长为在校研究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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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国外担任志愿者的相关流程介绍和经验分享，激发更多研究生投身国家对外交
流事业的意愿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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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学院
【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在学校举行】
2016 年 12 月 8 日，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在我校举行。博茨瓦
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安德森·切巴尼、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帕特·蒙格德拉、中方
院长董建萍，我校国际交流处、人事处和对外汉语学院的负责人作为理事会成员
出席了本次理事会。
校长朱自强代表学校对前来参加理事会的博茨瓦纳客人表示热烈的欢迎，预
祝理事会圆满成功，并期待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更好地发挥平台作用，扩大并
加深博茨瓦纳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之间的师生交流、合作科研以及文化互动。
理事会听取了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 2016 年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以
及 2017 年度工作安排。并就孔院公派汉语教师、志愿者的选派，教育及文化交
流项目的拓展，中非高校 20+20 合作计划的推进等事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理事会期间，帕特·蒙格德拉和董建萍教授还为我校研究生作了题为“神
奇的博茨瓦纳，发展中的孔子学院”的精彩报告，介绍博茨瓦纳和孔子学院建院
以来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鼓励我校师生积极参与孔子学院的建设，并回答了学
生们的提问。曾经在孔子学院工作过的三名学生志愿者也分享了她们在各自在博
茨瓦纳的工作与生活感受。
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目前有 16 位中方教师（包括
志愿者）。除了博茨瓦纳大学本部，还在博茨瓦纳国际科技大学和首都哈博罗内
的三个高质量私立中学设有汉语教学点。在 2015 年“汉语桥大学生中文比赛”
中，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的学生取得了非洲第二名、全球前十名的好成绩。2015
年，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还获得了全球先进孔子学院的殊荣。

【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学员在我校开展文化交流活动】
2016 年 9 月 11 日，由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选派的来自福山大学、福山平
城大学等四所大学共计 15 名日本大学生，在我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
动。同学们走访了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校史馆，学习了解中国篆刻艺术；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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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张信教授的书法课程，并与书法班的学生一对一进行学习活动；走入我校外
国语学院日语班，与日语系的同学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我校学生的勤奋努力、多
才多艺以及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再一次激发了日本大学生要继续学好中文、进一
步了解中国的愿望。

【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冬令营在我校举行】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20 日，非洲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冬令营活动在我校
圆满落下帷幕。学员们在为期两周的冬令营中收获满满，满载着对中国语言和中
国文化的依依不舍踏上归途
在冬令营活动中，我校不仅为学员们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课程学习，还安
排了丰富的课余生活，如观赏杂技表演、欣赏并体验民乐演奏等，并带领他们参
观了豫园、田子坊、城市规划馆、东方明珠、南京路、外滩等具有城市特色的建
筑，充分感受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风貌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进步。此外，冬令
营还赴苏州和北京进行了考察，学员们不但领略了江南园林的小家碧玉之清秀，
而且体会了古韵京城的皇家贵族之风范。一系列紧凑而有序的考察活动让学员们
进一步感受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在北京的考察活动中，学员们
还参观了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在总部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体验了很多互
动汉语游戏，并在参观之余留下了他们珍贵的签名和电子照片。学员们对中国文
化考察之旅赞不绝口，并表示要鼓励更多的博茨瓦纳人认真学习汉语，争取早日
来到中国。
在结业典礼上，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向所有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并对他们
在中国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冬令营领队老师和学员们对上海师大精
心的组织和安排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和授课老师的认真负
责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他们纷纷表示，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经历，直观地体
验了真实的中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次来到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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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顺利完成 2017 年上半年孔子学院志愿者报名工作】
2016 年 9 月至 11 月，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安排，在各学院的大
力支持下，2017 年上半年孔子学院志愿者招募工作顺利完成，多名学生分别被
录取为韩国、缅甸、博茨瓦纳等地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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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概况
项目管理：
2016 年 10 月至 11 月，我校中英土木工程项目和中德汽车服务工程项目新
生网上注册工作顺利完成。根据教育部要求，颁发境外学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需要对学生信息在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进行注册。此
次注册对象为入学年份在 2016 年就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学生。

项目拓展：
2016 年 9 月中旬，国际交流处、体育学院就与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合
作举办体育教育方向的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内部磋商会，商讨项目设立可能性。
大家对项目合作前景都非常看好，同时也对目前所遇到的难题进行了充分分析。
11 月，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中国中心在我校成立，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又更近了
一步。

项目延期：
2016 年 10 月 31 日，教育部发文，同意我校与德国兰茨胡特应用技术大学
合作举办汽车服务工程本科教育项目的延期申请。根据最新的批复，该项目批准
书有效期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1 月中旬，我校与法国柏莱斯·帕斯卡尔大学（University Blaise
Pascal）合作举办经济学、广告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三个专业本科教育项目
延期工作如期开展，相关延期材料均已经上报教育部和上海市教委。以上三个项
目于 2001 年 4 月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审批同意，于 2002 年 6 月获得了合作办学
许可证（沪教【高】字第 095 号），并于 2008 年 1 月经由国家教育部复核批准办
学。2013 年，三个项目均通过了教育部评估。为满足上海市以及国内对拥有国
际化视野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继续提高我校对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水平，充
分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资源，提升学生国际化素质及跨文化交际能力，我校与法
国柏莱斯·帕斯卡尔大学在多年合作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计划继续开展联合培
养经济学、广告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三个专业本科人才的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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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9-12 月）
序
日期
号

主讲名师

会议主题

地点

9/19

李国庆（美国）
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
东亚语言文学系 教授

美国明清小说的研究和翻译近况

文苑楼 1405

2

9/21

Anna Tyczynska（波兰）
波兹南艺术大学艺术教育学
院 跨学科研究系主任

波兰美术教育

美术学院 201
室

3

10/14

吕克宁（美国）
美国杨百翰大学数学系教授

天气可以预测吗

教苑楼 1 楼多
功能厅

10/19

Sandra Faber（美国）
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

Cosmic Knowledge and the Long-term Strategy of the Human Race

徐汇校区会
议中心 1 号报
告厅

11/2

Christoph Harbsmeier
(德国)
奥斯陆大学人文学院文化研
究与东方语言学系教授/
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

论汉语史的分析方法

老图书馆语
言研究所一
楼教室

11/2

David Koo（美国）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教授

Super-Massive Black Holes: Cosmic Parasites within our
Milky Way Galaxy Today to Ancient Quasars
超大质量黑洞：今日银河系到远古类星体中的宇宙寄生虫

奉贤校区图
书馆二楼

7

11/16

Shin Freedman（美国）
弗雷明翰州立大学图书馆学
术资源及收藏中心主任

Foster Your Dream: One Librarian’s Journey from library
staff to U.S. Fulbright Scholar

图书馆

8

12/19

George K. Georgiou
(加拿大）
艾尔伯特大学教授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reading: Some challenges and
some great opportunities

四教 B101

9

12/21

吴晖（美国）
德州大学泰勒分校终身教授

《鬼谷子》
：中国的第一部修辞学

外国语学院
110 室

1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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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十一省（市、区）重点师范大学外事处长会议】
2016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东南十一省（市、区）重点师范大学外事处长协
作会在我校召开，来自江苏、浙江等地的 11 所师范大学外事处长和代表出席会
议。
校长朱自强代表学校在会上致辞，欢迎兄弟院校的同仁莅临我校，分享经
验，共同探索学校对外交流发展的工作思路。他从近年来我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
实际出发，对高等教育的内涵做了深刻的阐释，他表示上海师范大学正以积极的
姿态融入教育国际化潮流，国际交流与合作已从辅助性角色转变为主要担当，除
了开设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的学院以外，国际合作项目已覆盖全校的大部分学院，
进一步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质量、兼顾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及创新能力的
培养。
会议由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主持，他就我校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的重点任
务和与会代表做了交流。学校将加快留学事业发展、提高留学教育质量，完善机
制体制、提升涉外办学水平，加强高端引领、提升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丰富中
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同，拓展发展机遇和空间、促进教育领域合作共赢。随
后，与会代表就“高校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学生海外学习、
实习的举措和经验”，
“孔子学院院长、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选派和管理工作”等
议题展开讨论。
在协作会上，作为我校战略合作伙伴——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国际
项目负责人王懿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约翰摩尔大学的优势学科和办学特色，希望在
上海师大的带领下与各所师范院校开展合作。她也特别提及计划与中国的高校举
办中外合作的本科足球专业，借助英国超级联赛足球俱乐部的资源为中国足球培
养后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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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承办中英基础教育论坛 上海市教委给予高度评价】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发函高度评价我校对中英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学校成功承办中英基础教育论坛。
“贵单位工作人员恪守职责，细致高效，受到市领导及参会嘉宾的一致好评，为
大会的成功举办做出了贡献。”
2016 年 12 月 6 日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同时由
教育部主办，市教委、上海师大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BC）联合承办 “中
英基础教育论坛”在东郊宾馆举行。学校办公室、国际交流处、团委和教育学院
共同承担了论坛的组织和接待工作。论坛邀请了中英双方的官员、学者、上海国
际学校的校长和英国中小学教师代表等 120 余人参会。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英国教育国务大臣兼妇女及平等事务部长贾斯蒂·格
里宁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刘延东高度评价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是中英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的典范”。出席论坛的中英教育专家以
“加强中英合作提升教育质量”为主题，论坛在基础教育理念和思想的交流中带
动了双方的思考，对双方的合作带来了新的启发，促进了优势互补，探索更多合
作。
上海市教与委员会主任苏明指出，中英教育经验相互借鉴，优势互补，通过
促进信息技术与课程的融合，继续提升基础教育的优质均衡。他希望中英教育合
作交流成为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以数学教学合作为起点，拓展至其他学科以及更
多教育领域。
英国教育国务大臣兼妇女及平等事务部长贾斯蒂·格里宁说，在过去几年中，
英国政府针对基础教育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希望推动数百万学生在语言、数
学、科学、历史、地理等众多学科中打下扎实的基础，获得进步的机会，其中包
括推进一系列措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教师队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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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中英双方教育部长举行高级别磋商会，在陈宝生部长和英国教育
国务大臣兼妇女及平等事务部长贾斯蒂·格里宁共同见证下，校长朱自强代表学
校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校长杜可歆女士签署校际合作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的
签署是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也开启了学校与英
国一流大学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先例。
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简称 UCL，建校于 1826 年，
位于英国伦敦，是一所世界著名的顶尖高等学府，为拥有顶级科研水平的综合研
究型大学。它是伦敦大学联盟（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 UOL）的创校学院，
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称"G5 超级精英大
学"。
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是中英两国间举行的三个重要部长级会议之一，另
外两个分别为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和中英战略对话。本次会议的主题为“聚焦合作、
突出共识”，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对进一步推进中英人文交流、服务国家外
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时事政策要点】
2016 年 9 月，上海市政府出台《有关加强和改进本市科研教学人员因公临
时出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委办【2016】37 号），《意见》强调本市科研教
学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工作做好以下几点：1、指导思想上进一步加强党的
领导和大局意识；2、在审批原则上实施导向明确的区别管理；3、在审批管理上
注重优化程序和提供服务保障；4、在经费管理上，严格预算管理和实施审批联
动；5、在监督检查上，建立健全并落实相关机制。
《意见》强调：教学科研人员
出国开展学术活动，应持公务护照。海外引进人才等特殊情况需持普通护照出国
的，应递交书面申请说明理由，根据组织人事管理权限，报组织人事部门批准，
由组织人事部门出具批件。学校根据《意见》精神，要求国际交流处和组织人事
部门对相关人员的因公出国境管理工作做进一步优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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