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2018
国际交流简报

校长朱自强与康塞普西翁大学签署科研合作备忘录
校长朱自强与康塞普西翁大学
签署科研合作备忘录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18 期
国际交流处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Office of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ffairs

2019 年 9 月 23 日

本期要闻
1. 2019 年 4 月 29 日，校长朱自强与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学全权代表宝莲娜
在智利驻华大使馆签署了两校在天文学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备忘录。智利前总统、
驻亚太地区大使爱德华多·弗雷，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等出席并见证签
约仪式。
根据备忘录内容，双方将在天文学、应用物理、应用数学、材料科学、金融
以及教育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朱自强感谢智利驻华大使馆对两校科研合
作的支持，他表示，学校与康塞普西翁大学有着稳定的合作基础，双方科研人员
交流频繁，此次协议的签署将巩固现有项目，开辟新的合作渠道。宝莲娜回应，
与上海师范大学的合作，是康塞普西翁大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方进行更
多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今后的合作中能够结出硕果。
2. 2019 年 5 月 31 日下午，南澳州副州长、国会议员 Vickie Chapman 女士
阁下、南澳州教育推广署执行总裁 Karyn Kent 女士、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商
务领事 Brent Moore 先生等一行六人来访我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上海
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芦琍琍，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明军、国际交流处处长
武成、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副主任胡国勇等参加会见。在我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
院院长张民选教授主持下，就上海与南澳州的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具体合作交换意
见并签署了《“上海-南澳数学教师交流”合作备忘录》。这是继“中英数学教
师交流项目”后，我校再次与发达国家达成的一项由外方出资的教育合作交流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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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至 8 月，共接待来自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境）来访团组 20
个，192 人次。其中澳大利亚 2 个团组，20 人次；新西兰 1 个团组，2 人次；日
本 1 个团组，16 人次；新加坡 1 个团组，1 人次；法国 1 个团组，3 人次；英国
3 个团组，60 人次；博茨瓦纳 1 个团组，22 人次；美国 6 个团组，39 人次；厄
瓜多尔 2 个团组，7 人次；巴西 1 个团组，20 人次；台湾地区 1 个团组，2 人次。
主要来访团组包括美国怀俄明大学教务长 Kate Miller、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天
主教大学校长 Lino Mauro Toscanini Segale、南澳州副州长、国会议员 Vickie
Chapman 等。
【怀俄明大学副校长来访 叙旧话新探索合作新渠道】
2019 年 5 月 7 日上午，美国怀俄明大学教务长、学术事务副校长 Kate Miller
一行 8 人来校访问。副校长蒋明军会见客人，商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化学与材
料学院、学工部和国际交流处负责人出席会谈。
蒋明军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迎，他强调怀俄明大学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战略合
作伙伴，自 2004 年签署校际备忘录以来，两校在人才培养、师生交流等领域保
持着长期稳定的伙伴关系，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他希望通过此次会谈，充分挖
掘学术潜力，积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并期待更广阔的发展空间。Miller 特别介
绍怀俄明大学近三年的发展状况，特别提出，学校为扩大国际影响力，进行了大
刀阔斧的国际事务机构改革和人事调整。她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加深
相互信任，巩固并改善现有项目，开设创新型、接受度高的新项目，开创两校互
利互赢新局面。随后，双方就具体项目展开讨论，在金融经济、表演艺术、化学
材料、体育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交流等领域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将继续推
进项目细节，推进项目落实。
怀俄明大学坐落在怀俄明州东南部的拉勒米，在校生 13,000 多名，来自美国
50 个州和 90 多个国家。大学有 7 个学院和多个跨学科机构，80 个本科和 90 多
个研究生项目。学生/教师比例为 14:1。怀俄明大学优势项目主要集中在六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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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科学和技术、艺术和人文、环境和自然资源、生命科学等。2019 年 QS 全
球大学排名位列 651-700 。
【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校长来访 与学校达成合作意向】
2019 年 6 月 6 日上午，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校长 Lino Mauro
Toscanini Segale，经济学教授 Teresa Alcivar Aviles 和 Uriel Hitamar Castillo
Nazareno 等一行 5 人来校访问。副校长蒋明军会见客人，商学院、国际交流处相
关负责人出席会谈。
双方在积极融合的氛围中就两校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进行积极磋商，蒋明
军指出，学校坚定推进国际化发展，近两年在教师教育、资源化学、非洲研究等
领域对外交流频繁，成效显著。他强调，自 1980 年建交以来，中国和厄瓜多尔
国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双边关系，厄瓜多尔地处拉美，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地处厄瓜多尔重要城市，金融经济发展迅速，
两校在经济金融研究以及城市金融服务领域可以开展更多合作。希望通过此次会
谈，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尽快达成合作意向。Toscanini 校长非常欣赏上海师大的
合作诚意，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加深相互理解和信任，建起协议框架。他介
绍了厄瓜多尔和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的主要情况。双方就学生交流、共同出版著
作、西班牙语教学等展开讨论，并同意将尽快签署合作备忘录，确立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
瓜亚基尔天主教大学成立于 1962 年，位于厄瓜多尔第二大城市瓜亚基尔。
是厄瓜多尔著名高等学府，前总统科雷亚、现任瓜亚基尔市市长内博特等均毕业
于此校。学校现有 9 个学院，15000 名学生，1300 名教师。学校主要以西班牙语
教学。厄瓜多尔是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国之一，总人口 1640 万，西班牙语为
官方语言。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北与哥伦比亚相邻，南接秘鲁，西滨太平洋，首
都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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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至 8 月，学校与智利、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等 9 个国家和地区的 9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10
份交流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上海师范大学与<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之 THEUnijobs 合作协议：教员人才招聘》、《上海师范大学和智利
康塞普西翁大学合作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和穆尔西亚大学合作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和阿特法德应用科学大学合作协议》、《澳大利亚数学教师协会
与上海师范大学谅解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和斯特拉克莱德大学学分对接项
目协议》、《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莱特州立大学合作备忘录》、《上海师范大学
和奥克兰大学双学位合作协议》、《上海师范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合作协议》和
《上海师范大学和奈良县立大学关于交换留学生的协议书》。
【学校与康塞普西翁大学签署科研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4 月 29 日，受智利驻华大使邀请，校长朱自强代表学校与智利康塞
普西翁大学在智利驻华大使馆签署了两校在天文学等领域的科研合作备忘录。智
利前总统、驻亚太地区大使爱德华多·弗雷，智利驻华大使路易斯·施密特等出
席并见证签约仪式。
康赛普西翁校长全权代表宝莲娜与校长朱自强共同签署备忘录。根据备忘录
内容，双方将在天文学、应用物理、应用数学、材料科学、金融以及教育等领域
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朱自强感谢智利驻华大使馆对两校科研合作的支持，他表
示，学校与康塞普西翁大学有着稳定的合作基础，双方科研人员交流频繁，此次
协议的签署将巩固现有项目，开辟新的合作渠道。宝莲娜回应，与上海师范大学
的合作，是康塞普西翁大学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方进行更多合作迈出的重
要一步，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今后的合作中能够结出硕果。
康塞普西翁大学（Universidad de Concepción）1919 年建校，是拉丁美洲地
区建立的第一所大学。拥有全国藏品最完整的智利艺术博物馆，校园环境优美，
于 2016 年被智利国家古迹理事会宣布为国家遗产。学校致力于发展高层次的科
研项目，将大部分预算用于学术研究。2017 年 2 月，学校与加州理工学院、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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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普西翁大学签订有关“亚毫米波望远镜国际项目”的三方项目合作协议。2018
年 6 月，学校与康塞普西翁大学签署校际合作框架协议，数理学院与对方数学科
学学院签署研究人员访学协议。
【学校与南澳州签署数学教师交流合作备忘录】
2019 年 5 月 31 日下午，由南澳州副州长、国会议员 Vickie Chapman 女士
阁下、南澳州教育推广署执行总裁 Karyn Kent 女士、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商
务领事 Brent Moore 先生等一行六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来访我校，就上海与南澳
州的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具体合作交换意见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这是继“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后，我校再次与发达国家达成的一项由外方出资的教育合作交
流协议。
应邀出席本次会议的中方人员有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上海市教委国
际交流处副处长芦琍琍，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蒋明军、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国
际教师教育中心副主任胡国勇，会议由我校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张民选教
授主持。
会上，副校长蒋明军致欢迎词。他首先对南澳州政府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介绍了上海师范大学及中英数学项目的概况，并希望通过此次会晤能和
南澳州达成相关合作，以推动上海与南澳州的教育发展。随后，中澳双方就合作
项目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一致意见。在南澳州副州长 Vickie Chapman 女士和上海
市教委李永智副主任的见证下，双方成功签署了《“上海-南澳数学教师交流”
合作备忘录》。
签约仪式后，Vickie Chapman 女士和李永智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Chapman 女士表示，非常高兴见证此次备忘录的签订，全力支持该项目的实施，
也热切期待上海数学教师早日到澳洲开展合作交流。李永智对合作备忘录签订表
示衷心祝贺。他提希望中国学生更多参与国际学习，也欢迎更多澳洲学生能来沪
学习，教委将积极推动和加强两国的交流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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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明军率团访问美国密苏里大学】
2019 年 5 月 13 日至 18 日，副校长蒋明军一行受邀赴美参加了密苏里大学
孔子学院 2019 年度理事会，双方共同审议了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 2018-2019 年
度工作报告、2018 年财务报告、2019 年财务预算以及 2019-2020 年主要活动安
排等，并进一步讨论并完善了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工作规范化管理手册，初步商
定 2019 年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以及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 2020 年度理事会的相关工
作安排。
访美期间，代表团还前往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相关教学点，现场观摩了中文
教学，并与学生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在与孔子学院教师及汉语教学志愿者的座谈
会上，蒋明军深入了解了孔子学院教师与汉语教学志愿者们的日常工作、教学和
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在教学和生活中展示汉语和中国文化的
魅力，夯实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交流平台。
随后，代表团一行还应邀拜访了我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蒋明军与刘军副总
领事、陈盈晖教育参赞就孔子学院建设工作以及中国学生在美国中西部大学的学
习和生活、安全等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 2011 年 4 月，我校为该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院
校，目前，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已经成为我校与密苏里大学和哥伦比亚地区在教
育、文化等方面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张峥嵘率团访问西班牙和比利时高校】
2019 年 5 月 21 日至 27 日，副校长张峥嵘一行访问了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
庞培法布拉大学和比利时阿特法德应用技术大学，代表团与穆尔西亚大学和阿特
法德应用技术大学建立全面合作交流关系，与地处巴塞罗那的庞培法布拉大学确
立合作意向，构建师范生海外教学实践双向交流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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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期间，代表团详细了解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初等教育体系，师范生培养
模式和教学实践工作，双方经过深入交流会谈，认为互派师范生进行海外教学实
践有助于双方的师范生开拓国际视野，体验不同文化，丰富教学经验，是一项惠
及师范生教育以及当地学生的社会大工程。
此次出访，张峥嵘代表学校与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签署了全面合作备忘录、
与比利时阿特法德大学签署了校际学生交流合作协议、与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商科
专业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项目的实施落实将进一步提升学校与西班牙语国家高
校的合作内涵，探寻师范生互派海外实习的模式，为我校师范生的教育增添海外
实习的亮色和特色，同时也为我校附属中小学海外师资的引进建立了渠道。
【蒋明军率团访问新西兰高校】
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副校长蒋明军一行访问了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
学，并出席了上海师范大学新西兰校友会成立典礼。
代表团在访问期间，与奥克兰理工大学校友办、国际事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
就国际事务的拓展和校友联络、校友服务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并向对方介
绍了我校校友会的工作经验。此外，代表团还与我校在新西兰的校友以及部分在
奥克兰理工大学的交换生交流，了解工作、学习和生活等情况。
在校友会成立仪式上，蒋明军代表学校对新西兰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并向筹备组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表示新西兰校友会的成立不仅是对校友工作
的重要推动，是学校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体现，更将在学校新一轮发展过程中发挥
独特的作用。期待新西兰校友会能充分发挥“聚人”、“聚心”、“聚力”的独
特作用，将新西兰的师大校友集聚起来，增进校友对母校的关注与支持，拓展新
西兰地区、学校、企业与母校的合作交流，将校友会建成母校、校友密切合作、
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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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短期文化交流项目圆满结束】
2019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来自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人文和电影学
院的 28 名师生来访我校参加短期文化交流项目。
英国师生分成两组分别与我校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和人文与传播学院师生结
对活动。影视专业的学生们开展微电影工作坊，中英学生分小组走访上海各处，
创作出四部主题各异的微电影作品。人文专业的学生则参加了中国文化体验营，
与中国相关专业的学生同进课堂，参加中国文化和国际关系主题讲座，学习中国
书法，参观上海博物馆，多方面感受中国文化，并了解中国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
活状态。此外，学校还安排英国师生市内观光，登上东方明珠电视塔、参观城市
规划馆、搭乘浦江游船，体验上海的现代风情。
通过近十天的学习和游历，英国师生对中国文化和上海风貌有了初步的认知，
更在与相同专业背景的上师大师生互动沟通中，增进了彼此的友谊和情感。

【“Better Futures”四校联盟夏令营首次举办】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2 日，我校首次承办“现代地方大学国际联盟”夏令
营活动，由来自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和马来西亚马拉技术大学的 20 名学生
与我校十余名学生代表共同参与。
项目开设基础汉语课程以及中国汉字、历史、书法、建筑、商务、武术等一
系列文化讲座，组织参观漕河泾开发区，体验上海的高科技及互联网企业发展，
还安排丰富的市内参观游览，使学员们感受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风采。
除了常规的文化交流活动外，夏令营还特别安排学员们分组调研。具体是三
所学校的学生混合编组，每组 4-5 人，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专向讨论，搜
集素材，并制作调研报告。五个小组的调研以饮食习惯、茶文化、动物保护等为
主题，主要考察和分析了各国的文化差异，各小组通过丰富多彩的汇报内容和饶
有趣味的展现方式，呈现出不同国家差异和共性并存的多元文化，达到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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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目标，成为此次夏令营活动的一大亮点。另外，学员们还利用活动之余的
空闲时间，自主编排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文艺表演，在结业仪式上一并演出，更将
活动推向了高潮。
项目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参与此次夏令营活动收获颇丰，除了在学术上
有所交流和提高，更为难得的便是与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学生建立起来的深厚
情谊，也盼望今后借由四校联盟这个平台，参与更多的学习和交流。
【上海暑期学校非洲项目顺利结业】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我校承办上海暑期学校非洲项目，来自博兹瓦纳、
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加蓬、突尼斯、塞内加尔等国家的 20 名学生完成历时一
个月的学习和体验，亲身感受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对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
有了初步了解。
本次非洲项目针对汉语水平不同的非洲学生，分别开设了入门级和基础级的
汉语课。除此之外，还将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历史、文字、民乐、中医药、皮影、
面塑等内容融入课程体系中，并针对非洲学生特点，安排了书法、武术等参与性
较强的体验活动，使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文化。今年的项目中还新增设
了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展，体验皮影及面塑等活动，学生在讲解员的带领
下零距离接触非遗、感受非遗、学习非遗，开启了一段美妙的文化之旅。
学校还依托学科优势，特邀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举行中非关系和非洲研
究系列讲座，梳理中非之间的交往历史，讲述现当代中非友好关系及交往现状，
更对今后中非关系的发展进行展望，引发了非洲学生的热烈讨论。此外，非洲研
究中心的学生代表也与非洲学生开展了面对面的交流活动，就彼此感兴趣的话题
进行真诚而友善的沟通，了解对方国家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情况，增进大家
的感情和友谊。

2019 年第 2 期(总第 18 期)

12

国际交流简报
<<< 国际学生工作
为了帮助学生更为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和风土人情，项目还组织了丰富多彩
的参观和考察活动。例如，他们参观上海博物馆、中医药博物馆、中国武术博物
馆，游览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科技馆、东方明珠、豫园、中华艺术宫、新天地
则是体验上海对传统和现代充分融合的良好途径。浦江夜游的美妙感受和苏州园
林的有趣探访更是为学生的中国之行增添光彩。
【上海暑期学校亚洲项目顺利结业】
2019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23 日，我校承办上海暑期学校亚洲项目。通过近
一个月的语言学习与中国文化体验，21 名来自日本、泰国、韩国、越南、马来
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在校大学生，不仅通过语言课堂了解学习了中国语言，
更深入了上海本地社会体会到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生机与魅力。
在亚洲项目开始之初，学校就在充分了解了学员们汉语水平的基础上安排分
班教学。除了每日上午的两节汉语课程之外，学校还安排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系列讲座，既有介绍汉字文化、古典建筑，也有中国武术、民族乐器欣赏，还有
面塑、脸谱制作、书法体验。在各式的讲座中学员们既有机会与中国师生深入探
讨交流，了解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还能对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有了更准确的了
解。武术课堂上，行云流水的太极拳让学员们沉醉，一拳一掌，一招一式都如此
优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让学员们在动手中触摸了历史的纹理，各
式各样造型的面塑作品也见证了不同思想文化的汇聚与交融。
学习汉语、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学校还组织学员们参观了多个极具特色的
博物馆，中华艺术宫、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行程，上海玻璃博
物馆……。在历史与现代、人文与自然、建筑与光影的交织里，学员们对上海—
—中国的了解有了更新的体会。外滩、东方明珠、田子坊、石库门的实地考察活
动也让学员们感受到上海古典与现代并存的风貌。此外，苏州园林活动同样让学
员们深刻体会到江南水乡的风采。

2019 年第 2 期(总第 18 期)

13

国际交流简报
<<< 预科学院
【预科学院管理】
招生：2019 年 4 月份启动 2019 年预科学院招生工作，共收到 23 所高校推
荐学生及个人申请者共计 150 名，最终经过筛选，录取 2019 级共 110 名(含自费)。
结业统计：2019 年 6 月份预科结业之际，预科学院将所有学生的年度评估
材料交给各推荐院校作为审核返校后续奖学金的参考依据。同时结合学生日常学
习表现和活动参加情况，采用学生提交报名材料加老师推荐双轨制，展开了“优
秀学生”、“优秀班长”、“文体之星”等评选工作。
【预科学院教学】
专业课程：本学期开设商务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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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在 5 月份的 HSK 考试中，15 名同学通过 HSK4 级考试，62 名通过
HSK5 级，13 名通过 HSK6 级，整体表现优异。
【预科学院活动】
爱心无国界 携手送温暖——我校预科学生走进康健敬老院奉献爱心：2019
年 5 月 8 日下午两点，我校国际学生联谊会中的近 10 名预科生和其他 10 多名成
员一起组成的爱心志愿队伍，在国际交流处老师的陪同下，拜访了康健社区敬老
院，给 90 多位老人们送上爱心绿植，并献上慰问演出，与老人们玩游戏、做 “面
塑”等，与老人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开心快乐并且意义非凡的下午。
预科学生在 2019 年春季学期作文比赛中取得佳绩：2019 年 5 月 8 日下午，
我校对外汉语学院在 303 会议室隆重举行 2019 年春季学期国际学生作文比赛颁
奖典礼。预科生广泛参与了此次竞赛，其中预科生孟德伟获得了大赛一等奖。
预科生参加上海师范大学第一届国际友人乒乓球比赛暨中外友人友谊赛：
2019 年 5 月 5 月 19 日下午，为充分展现我校国际学生风采，丰富国际师生的课
余文化生活，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校第一届国际友人乒乓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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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中外友人友谊赛在徐汇校区球类馆举行，预科学子积极参赛，来自俄罗斯的预
科生朵薇更是获得了女子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预科学子在对外汉语学院第九届中外学生趣味运动会斩获佳绩：2019 年 5
月 22 日下午，预科学院师生共同参与了在徐汇校区西部大操场如期举行的对外
汉语学院第九届中外学生趣味运动会，预科每个班级的学生和老师齐聚绿茵场地，
共享运动之乐，共展各国风采。而值得一提的是，预科代表队中，预科 B 班和
预科 C1 班代表队都凭借卓越表现，获得了开幕式表演第二名的好成绩。
觅夏进行时，乐游上海动物园——预科生语言实践活动：2019 年 5 月 29 日，
预科学院师生来到上海动物园进行语言实践活动，在课程之余，拥抱自然，贴近
社会。通过阅读园区资料，聆听专业人员介绍以及与游客主动交流，获得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汉语交际的能力，更激发了学习汉语、了解中国优秀文化的
热情。
预科学子代表学校参加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获佳绩：2019 年 6 月 1
日，第十二届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在华东理工大学奉贤校区举行，预科学
子作为我校国际学生龙舟队的主力军代表学校参赛，并首次成功闯进决赛，获得
了第八名的历史最好成绩。
戏曲进校园——预科生参加越剧导赏活动：2019 年 6 月 5 日下午 3 点，“戏
剧进校园”活动在我校会议中心的二号报告厅举行，上海越剧院的艺术家团队为
国际学生带来了一场集戏剧文化内涵与体验于一身的越剧导赏活动，预科学生也
纷纷报名参与了本场活动。
以球会友，欢庆华诞——我校预科学生参加中外友人乒乓球嘉年华：2019
年 6 月 16 日，为庆祝建国七十周年，由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主办的中外友人乒乓
球嘉年华在上海中学举行。不少预科生中的乒乓球爱好者与来自俄罗斯、加纳、
德国、泰国、法国、美国、比利时、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10 多个国
家的 20 余名国际学生一起参与了这场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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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业典礼：2019 年 6 月 28 日上午，上海市外国留学生预科学院 2019 届预
科班结业仪式在我校新大楼 110 会议室举行，预科生和校内外的领导嘉宾 100 余
人参加了典礼。副校长蒋明军、国际交流处以及相关学院领导、任课教师以及上
海市各兄弟院校留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了结业仪式。
本次结业典礼首先播放了预科生参与演出和配音的毕业 MV，MV 里记录预
科这一年里大家一同经历的点点滴滴，让不少同学在观看时默默红了眼眶。此后
的文艺汇报演出环节，由预科生自己主持，表演自己精心排练和准备的节目，学
生们通过诗朗诵、舞蹈、弹唱、演短剧、打太极拳等形式，展示了他们一年预科
所学，活动热烈精彩，高潮迭起，为学生们一年的预科学习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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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推进二级学院学生海外交流学习行前工作】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的全流程管理，培养广大学生的
“中华情怀”和“国际视野”，以助力我国新时代人才发展，提供学前、学中、
学成的全方位多维度保驾护航。国际交流处于 2019 年 6 至 7 月间，深入研究生
院、教育学院、音乐学院、影视传媒学院，协助他们为陆续对将出国学习的学生
进行了行前培训工作。
通过客观真实的海外案例、生动丰富的经验分享，让即将迈出国门的同学对
海外交流学习生活有了直观的理解。整个培训内容涵盖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抵达
海外高校后的生活细节、在海外教育体系下的学习方法、未来职业规划等内容。
国际交流处的负责老师还鼓励同学们在合理规划学业的同时，积极结识更多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成为各国友谊的民间使者，把一个真实、立体、全方位的中国
介绍给海外的民众，为巩固中外友好的民意基础贡献力量。
【假期“学无境”：暑期多个访学团顺利完成学习任务】
为了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鼓励学生利用暑期时间赴国际
一流高校进行深度探究性学习，国际交流处在 2019 年 7 月至 8 月间，先后组织
摩洛哥青年领英项目、马来西亚国际志愿者项目、香港教育大学暑期学校项目、
美国桥水大学暑期项目和澳大利亚堪培拉暑期项目 5 个团组，分别赴非洲、亚洲、
每周、大洋洲的 5 个国家进行为期 2 至 3 周不等的访学交流活动。
通过一段时间的海外研修与历练，学生们都收获了属于各自独特的感受和启
迪，有对文化的思考，对艺术的追求，也有对不同社会的比较，不同人生的反思，
还有了全新的思维角度和世界观。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重要。不少同学返校后，纷纷表示：“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趁年轻时去要去
看看。感谢如此难得的研学机会，在我们的在成长和学习路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
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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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
2019 年 7 月 5 日至 18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承
办的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我校成功举办。本期夏令营活动分别安排在上
海、苏州、西安和北京，来自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的 10 名高中生在为期两周的
时间内，集中学习了汉语语言文化强化课程，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考察活动，
全方位体验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领略了中国的风土人情。
两周的游学时光，充实而有序。汉语文化课上，学员们认真学习日常生活用
语，模拟真实生活情境角色扮演；中华武术课上，大家摩拳擦掌，紧跟教练学习
“五步拳”“太极拳”；修身书法课上，大家潜心静气、一笔一划地写着自己的
中文名字，领悟着五千年方块字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传统团扇课上，学员们
在老师的指引下，融汇东西方文化精神，创作出了一把把别出心裁的“中国团扇”。
除汉语学习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外，本次夏令营还组织学员们文化考察了上海、
西安、北京，亲身感受魔都上海，古都西安，帝都北京的不同文化气息与风土人
情。
结业典礼上，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与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的三位带队教师为
学员们颁发了结业证书。汉语老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了学员们学习汉语的热情
和态度，学员们也对老师们的付出表达了深深的谢意，还现场表演了新学中文歌
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朋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本次夏令营活动正式落下
帷幕。
【2019 年巴西商务孔子学院来华团到访我校】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3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主办、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际商务汉语教学与资源开发基地承办的巴西商务孔子学院来华团到访我
校。到访期间来华团组参观了校园，体验了团扇、书法、武术等文化体验课程，
同时我校还为来访团开设了商务文化与中医文化讲座，全方位体验了我校的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学习生活环境以及教育教学管理的组织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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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学院

【2019 年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圆满结束】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5 日，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上海师范大学承
办的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夏令营在我校成功举办。本次夏令营共有 22 名成员，
其中包括 20 名来自博茨瓦纳孔子学院各教学点的同学们和中博双方的带队教师
各一名。
本期夏令营分别安排在上海、西安和北京，营员们参加了为期九天的系列汉
语和中国文化课程，包括汉语课、书法课、脸谱课、武术课、中医文化课，以及
丰富多彩的文化考察活动，包括游览上海著名景点、到花鸟市场和康健公园与市
民交流、到朱家角体验江南水乡文化等，让营员们在感受海派文化特色的同时深
入体验上海的风土人情。随后，营员们前往西安、北京继续他们的中国语言文化
之旅，全方位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深入领略中国的风土人情。
本次夏令营活动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既有实用的汉语语言与中国文化课程，
也有丰富的文化实地考察与体验活动，让营员们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真正了解
中国，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虽然只有短短两周的时间，但营员们纷纷表
示收获颇丰，也因为本次的夏令营，更加地喜欢中国和喜欢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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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与外籍教师

【学校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完成 2019 年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变更申报工作】
2019 年 7 月份，根据教育部司局函件《关于做好 2019 年本科以上中外合作
办学变更申报工作的通知》（教外司办学[2019]1779 号）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条
例》及其实施办法，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中荷园艺专业、建筑工程学院的中英土
木工程专业分别进行了招生起止年份和外方颁发证书变更的申报工作，材料准备
详实，并于 7 月底之前顺利交至上级单位。
【外籍教师嘉定文化体验活动圆满结束】
2019 年 5 月 31 日，国际交流处组织外籍教师赴上海嘉定进行文化体验活动，
丰富教师们的课余生活。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籍教师们
参加了活动。
当天一早，外籍教师乘坐大巴来到位于上海嘉定的秋霞圃园，兴致勃勃地游
览了园林，参观了嘉定博物馆，体验了中国江南传统园林的魅力。之后，漫步在
嘉定州桥老街，参观了嘉定孔庙，欣赏到了古镇的风采。外教们在领略美丽景色
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于上海人文历史的了解。
本次活动再次增进了外籍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也增加了外籍教师间的相互
交流与沟通，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对学校外事工作的感知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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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2019 年 5-8 月）

日期

专家信息
Annalisa Marzano

1

2

2019 年 5
月6日

（安娜丽莎·马尔扎诺 女）

2019 年 5
月 29 日

Tani Barlow （白露 女）
美国
美国莱斯大学 人文研究讲席
教授、资深主编与创立人

意大利
英国雷丁大学 教授、系主任

主题
1. 罗马海滨庄园：闲逸与经济生产
之间；
2. 嫁接荣耀：园艺与古罗马上层的
自我展现

潜意识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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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团组机票代理服务单位遴选工作】
2019 年 7 月，国交处联合校办、纪委、资产处、财务处、审计处等单位完成
因公出国（境）团组公务机票政府采购服务单位的遴选工作。确定由“上海马恩
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上海莱蒙商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和“上海乐冉航
空服务有限公司”为学校因公出国（境）团组提供相关服务。协议服务时间从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
【暑期堪培拉大学全英语授课教师交流项目】
2019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0 日，学校派出 5 名青年教师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
学进行学术交流，5 名教师分别来自人文、教育、环境与地理以及商学院。学术
交流不仅包括澳大利亚教学体系、比较教育与跨文化教育、中小学教育的专题报
告，还针对教师的专业背景，配备了一对一学术导师，进行专业课程的教学方法，
包括音乐、教学反思、可持续发展、英语发音、体育训练、学习类型的交流。
此次是学校开展的第五期“青年骨干教师短期海外交流学习班”项目。项目旨在
提高青年教师的全外语教学能力和对外交流交往能力，着眼学科建设国际化发展，
搭建学校留学生英语授课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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