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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至 4 月，共接待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来访团组 17 个，
63 人次。其中日本 5 个团组，14 人次；韩国 1 个团组，4 人次；美国 3 个团组，
3 人次；加拿大 1 个团组，7 人次；法国 1 个团组，1 人次；英国 2 个团组，9 人
次；捷克 1 个团组，2 人次；肯尼亚 1 个团组，17 人次；突尼斯 1 个团组，4 人
次；哥伦比亚 1 个团组，2 人次。
主要来访团组包括蒙特利尔市市长、我校荣誉教授德尼·科岱尔一行、英国
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副校长 Harcourt 教授一行和突尼斯国家旅游局局长
Othman 先生一行。

【蒙特利尔市市长、我校荣誉教授德尼·科岱尔来校访问】
2017 年 2 月 19 日上午，校长朱自强在霞棐剧院展览厅亲切会见了蒙特利尔
市市长、我校荣誉教授德尼·科岱尔，并共同为“上海师范大学——蒙特利尔魁
北克大学蒙特利尔之家”揭牌。学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葛卫华、加拿大驻沪
总领事艾伟敦、上海市外事办公室美洲工作处处长颜正龙、以及魁北克大学商学
院院长斯蒂芬.栢朗、国际交流处处长桑贤文以及学校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见。
朱自强校长代表全体师生向科岱尔市长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上海师
大承担着全市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重任，去年 12 月承办了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
对话的基础教育论坛，以及一系列高级别重大外事活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希
望借此次会面，并以“蒙特利尔之家”的成立为契机，拓展在法语、法国戏剧和
电影方面的师生人文交流。他强调“蒙特利尔之家”的建立将深化两校在师生、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合作领域的内涵，提升合作格局。
科岱尔市长由衷感谢朱自强校长的接待和盛情安排，特别感谢学校鼎力帮助
筹办在沪蒙特利尔各大学毕业生招待会。科岱尔市长表示，他感到特别荣幸能为
蒙特利尔魁北克大学在上海的“家”揭牌，两校合建的“蒙特利尔之家”将不仅
是学生和老师互访的平台，也为促进沪-蒙两个友好城市之间的人文、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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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坚实的沟通桥梁，祝愿双方的友谊地久天长。作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荣誉教
授，他同时表示将为我校和蒙特利尔各大学的交流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谈结束后，举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参加在沪蒙特利尔市各大学校友招待
会的 60 多位校友代表以及各界嘉宾见证了这一时刻。
2015 年在上海与蒙特利尔结为友城 30 周年之际，科岱尔市长到访我校并受
聘为我校荣誉教授，此次他又受聘成为“SHNU-UQAM 蒙特利尔之家”的荣誉主席
并接受了聘书。
2017 年 2 月 17 日，科岱尔市长乘坐蒙特利尔-上海的首航航班抵达上海，
19 日与应勇市长会见并出席了上海市与蒙特利尔市旅游合作协议的签字仪式。

【英国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副校长来校访问】
2017 年 2 月 20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滕建勇亲切会见了英国利物浦约翰·莫
瑞斯大学副校长 John Harcourt 博士一行，随同来访的还有该校市场总监、体育
与运动科学学院院长、专业负责人及中国区事务主管等。双方就合作举办校园足
球教育专业以及学生交换、教师交流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达
成了全面共识。学校出席接待会谈的还有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葛卫华、校办、
教务处、人事处、体育学院和国际交流处负责人。
滕建勇对来访客人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表示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在运动
科学研究、人文艺术、产学研结合方面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校各自都具
有深厚的学科和研究基础，特别是在国际化办学方面具有相同的理念。合作举办
校园足球教育专业将有助于大大提高我校足球教练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滕建
勇还表示，除了足球专业之外，两校的合作交流还可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扩大
两校师生的交流、交换规模。
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了关于校园足球教练专业的学生交流、足球教练合作
办学项目以及足球学院等。Harcourt 校长表示，约翰摩尔大学将努力整合学校
优势资源，量身定制跨学科的适合上海师大学生学习的培养方案，下一步双方将
围绕科研支持教学、科研与产业合作等方面促进两校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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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court 博士计划今年 7 月将带领学校其他专业的负责人来校我校访问，
以此拓展双方的交流合作。此外，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计划在我校设立中国
中心办事处，Harcourt 博士表示，该中心是约翰·莫瑞斯大学国际化战略的重
要部署之一，上海师大将成为该校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代表团一行随后和体育学院的专业负责人座谈，在课程设置、学分对接、语
言要求和合作科研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该校体育专业人士为奉贤校区体育学院
的学生开设联合讲座，介绍英国足球运动训练的理念和成果，引起了学生广泛的
兴趣和关注。在沪期间，代表团还观摩了上师大附中的体育教学与足球训练、参
观了上海申鑫足球俱乐部基地，深入了解上海足球运动的基础和发展前景。
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于 2016 年 9 月与我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目前谢
晋影视艺术学院的交换生项目进展顺利，已经有 2 名学生在该校就读影视编导专
业。
利物浦约翰·莫瑞斯大学 (LJMU)是英国著名的大学之一，创建于 1823 年，
在 2001 年英国政府的科研等级评定（RAE）中，该校是取得一个 5*（运动科学
专业）的首批大学之一，其工程学、物理学、历史、药剂学等学科达到世界先进
研究水平。该校为利物浦足球队、埃佛顿足球队等英超俱乐部提供运动技术保障，
是英超联队的科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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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华率团出访美国高校】
2017 年 3 月 7 日，我校代表团访问了世界一流高校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过多方多次深入的讨论，上海师范
大学副校长高建华，加州理工副校长兼数学、物理和天文科学部主席 Fiona
Harrison 教授和智利康赛普希翁大学（Universidad de Concepcion)校长 Sergio
Lavanchy Merinod 教授分别代表三方高校联合签署亚毫米波望远镜国际合作框
架协议，根据协议，亚毫米波望远镜 (Leighton Chajnantor Telescope)国际项
目将在三方合作下由我校主导、在智利运行。
亚毫米波望远镜国际项目是首个由我国在海外成功建立的具有法人地位的
科学研究机构——中智中心牵线，该项目得到我国驻智利大使馆等多方支持，并
由我校落实开展的重要国际合作研究项目。
在美期间，我校代表团还访问了位于毕晓普的欧文斯山谷射电天文台(Owens
Valley Radio Observatory)、位于帕萨迪纳的三十米望远镜国际联合工作总部
和器件开发应用物理实验室，以及位于夏威夷莫纳克亚山顶的亚毫米波天文台。
三方就可能进行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该国际合作项目不仅是天文学的观测和研究，还瞄准了材料和器件等相关
物理学科的前沿和关键技术，将有力推动上海师范大学物理学科的特色建设、进
一步提升科研水平以及相关实验室发展

【朱自强率团出访日本和韩国高校】
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校长一行于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访问日本福
山大学、广岛大学和韩国汉阳大学，随团访问成员包括：国际交流处处长武成、
人文与传播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学院党委书记）戴冰、美术学院副院长陆伟、
接待中心主任倪力红。
访问团一行 3 月 21 日抵达日本福山，参加了 22 日在日本福山大学举行的三
校合办的孔子学院年度理事会，共同审议了孔子学院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讨论进一步搭建孔子学院文化交流平台、深度开展孔子课
堂教学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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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3 日，代表团一行与广岛大学校长、副校长会谈，签署了两校合作协
议，就进一步扩大与该校的合作交流，并和该校商谈选派学生参加 3+1 联合培养
项目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具体的洽谈。同时，我校代表团还出席了广岛大学年度毕
业典礼。
3 月 26 日至 27 日，代表团一行访问了韩国汉阳大学，参观校园，了解艺术
学院设计专业的创业环境，特别了解了国际学生住宿设施和管理条件，随后会见
汉阳大学副校长，商谈双方学生暑期设计实习项目的实施开展，并且签署了两校
的合作协议。

【杨卫武率团访问印度和泰国高校】
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巩固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高校的合作与
交流，2017 年 4 月 19-26 日，上海师范大学副书记、旅游学院（旅专）书记杨
卫武带队，与朱惠军、吴旭云、秦世松、袁怡琴等一行五人赴印度、泰国公务访
问。
一、印度吉特卡拉大学
印度吉特卡拉大学位于印度旁遮普的昌迪加尔，被认为是北印度地区最好的
私立大学。学校有 13 各学院，授予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该大学的酒店管理
学院有酒店管理与烹饪等三年制本科教育。代表团访问印度吉特卡拉大学，与大
学副校长、旅游与酒店学院院长等进行了会谈，讨论学生交流与旅游培训项目的
可能性，并参观了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的设施设备，双方对于开展教师的交流交
换了意见，该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副校长 Sangeet 将于 6 月份回访我校，进一步
商讨关于教师交流合作的细节。
二、泰国博仁大学
泰国博仁大学创立于 1968 年，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目前在职的学院教
职工与行政管理人员逾 1200 人，目前在校学生人数约 20,000 人。博仁大学在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领域具有突出的整体优势，在泰综合实力排名前十。
设有学士学位专业 60 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 2 个、硕士学位学科 19 个、博士学
位学科 6 个，及 9 个学院和 7 个研究所（中心）。代表团此行访问收到了博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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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董事长、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学院的热情接待，代表团参观了校园和
教学与学生生活设施，双方就交换生项目合作以及博士生培养等问题交换了意
见，拟在进一步沟通的基础上开展学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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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至 4 月，学校共与日本、韩国、美国、智利、荷兰、比利时和
台湾等 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所高校和机构签署（续签）13 份交流合作协议。其
中包括《追手门学院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术·教育交流协议书》、
《追手门学院
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学生交换项目实施方案》、
《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塞基
诺州立大学合作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与台湾艺术大学学术交流协定书》、
《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与中国上海师范大学谅解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与广
岛大学关于实施“3+1 项目”的附属文件》、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和上海
师范大学谅解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与荷兰布雷达大学合作意向书》、
《上海师
范大学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科学学院合作备忘录》、
《上海师范大学与椙山女学园大
学学术交流协议书》、
《上海师范大学与椙山女学园大学学生交流备忘录》、
《汉阳
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合作协议》和《上海师范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和智利康
赛普西翁大学关于 Leighton Chajnantor 望远镜的谅解备忘录》。

【学校与日本椙山女学园大学签署校际协议】
2017 年 3 月 24 日上午，日本椙山女学园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塚田守教授、
国际沟通交流系影山穗波教授和文化信息系(中国项目负责人)季增民教授来到
我校访问，国际交流处相关负责人接待了客人并进行了会谈。
双方对两校在学生交换方面取得的成果表示了肯定，针对交流学生、互访教
师等细节进行了探讨，并就今年派出学生的选拔条件、名额、专业以及今后的教
师互派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宾主双方交换了两校续签的合作备忘录，并举行了
简短的图书捐赠仪式，对方向我校捐赠了图书。
下午，影山教授登上我校“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暨第十三届东方女儿节系
列讲座，就“日本女性的现状及问题”与女子文化学院的师生开展专题分享交流。
据悉，此次椙山女学园大学来访行程还包括开展招生宣传、与在椙山女学园
大学留学过的师大学子聚餐。
椙山女学园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成立于 1905 年，1949 年开设大学教育，
是日本中部地区唯一拥有从幼儿园到研究生大学院全部教育机构的女子大学，致
力于将女性培养成为“真正的人”，在女子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椙山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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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大学于 2003 年首次与我校签署学生交换协议，次年与我校女子文化学院达成
教师互访协议。

【学校与日本广岛大学与韩国汉阳大学签署校际协议】
2017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校长朱自强校长率团访问日本福山大学、广岛
大学和韩国汉阳大学，随团访问成员有国际交流处、人文与传播学院、美术学院
和接待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访问团一行出席了 3 月 22 日在日本福山大学举行的三校合办的孔子学院年
度理事会，我校代表、中国外经贸大学代表和福山大学代表共同审议了孔子学院
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 2017 年度工作计划，讨论了进一步搭建孔子学院文
化交流平台、深度开展孔子课堂教学等事项。随后，代表团观摩了孔子学堂教学
实践活动。
3 月 24 日，代表团一行访问广岛大学，与副校长佐藤先生会见交流，并和
该校教育学院商谈选派学生参加 3+1 联合培养项目的具体事宜，交换了两校《关
于实施“3+1 项目”的附属文件》
。
3 月 26 日至 27 日，代表团一行访问韩国汉阳大学，参观校园，了解艺术学
院设计专业的创业环境，特别了解国际学生住宿设施和管理条件，随后会见汉阳
大学校长，商谈双方学生暑期设计实习项目的实施开展，签署两校校际《学术合
作协议》。
学校联合对外经贸大学与日本福山大学于 2008 年签署合作举办孔子学院协
议，2010 年在福山地区开设孔子课堂，将汉语教学和文化活动延伸至中小学课
堂，在当地形成良好的汉语文化学习的氛围。广岛大学是我校的长期友好交流院
校，双方多次互派交流学生和访问学者，连续 9 次联合举办中国大学生日语演讲
大赛，为促进江浙沪大学生的日语水平提供很好的锻炼机会。韩国汉阳大学与我
国际交流处简报
校在学生交流和教师交流方面有着深入的合作，人文学院、美术学院和旅游学院
<<< 境外生工作
多年选派和接收交流学生，学校提供全面的英语授课课程，为我校学生赴韩学习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留学生开学典礼顺利举行 800 余名外国学生来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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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21 日，全校近 800 名留学生完成春季学期报到注册手
续。对外汉语院举行开学典礼，向来院学习的 90 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表示欢迎。
开学典礼上，对外汉语学院相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向新生表达诚挚欢迎和殷
切希望，希望留学生珍惜在学校学习的机会，迅速适应上海生活并提升自己的汉
语水平。
来自美国的洛英和韩国的黄义用同学分别作为新生和老生代表发言，他们讲
述了自己过去学习汉语的故事，分享了学习汉语和在中国生活的体验。他们说，
在学习期间应该多交中国朋友，珍惜交流机会，同时还要利用学院多语多文化氛
围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相互学习，丰富人生阅历。洛英同学还用多国语言演唱歌
曲，赢得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留学生们接受了安全教育，学
校还对校园控烟、校园停车等事项进行说明，以便留学生尽快熟悉校园规章，保
障开学工作顺利有序进行。
开学典礼结束后，留学生跟随中外学生志愿者参观校园，熟悉校园设施。之
后的一个月内，学校还为留学生们安排了新生体检和集体签证申请。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年春季留学生开放日活动成功举办】
2017 年 4 月 12 日下午，由国际交流处主办的 2017 年春季留学生开放日活
动在留学生中心圆满落下帷幕。百余名校内外的留学生和留学人员前来参加了此
次开放日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为留学生申请来我校学习提供各学院的专业信息以及进行各
类奖学金政策解读。并且通过设置不同的游戏环节，为留学生之间增进友谊，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国际交流处简报
<<< 境外学生工作
对外汉语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商学院、美术学院等各学院招生负责老师
来到现场进行宣讲，内容涉及学院项目招生办法、专业特点、语言要求等，并就
留学生感兴趣的专业与项目提供咨询与解答，为留学生明确专业意向提供了很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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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共举办了两场奖学金宣讲会，为留学生提供了关于各类奖学金的
内容、申请条件、申请方式、截止日期等全方位的政策解读。针对留学生提出的
各类问题，相关负责老师逐一解答，切实有效地帮助留学生深入了解各项奖学金
政策，并为他们后续的奖学金申请提供指导。
此外，本次开放日活动还为留学生们安排了精彩的游戏和精美的奖品。踢毽
子、掷飞镖等活动让留学生体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运动。智力问答也备受欢迎，
大家争先恐后地在留学生中心内寻找问题卡片并作答，问题涉及百科知识、留学
生来华学习的申请程序、签证变更、校内生活等多个方面。
留学生们在开放日当天不仅了解了奖学金政策、各学院招生信息，也收获了快乐
与友谊，大家表示此次活动感到非常满意，并对于下一次开放日活动报以极大的
期待。

【学校举行教育部台湾、港澳及华侨学生奖学金颁发仪式】
2017 年 4 月 7 日下午，学校举行“2016 年度教育部台湾、港澳及华侨学生
奖学金”颁发仪式，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武成出席仪式并为获奖学生颁发荣誉
证书和奖学金。港澳台学生办公室负责人及港澳台学生代表也参加了颁奖仪式。
本次我校共有 10 名学生获得此项殊荣，其中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
等奖 5 名。仪式上，武成向得奖的港澳台学生表示衷心祝贺并致以诚挚问候，鼓
励他们珍惜时光，再接再厉，把获奖作为契机，争取再创佳绩。同时，武成也希
望所有的在校港澳台侨学生能够刻苦学习，积极上进，做好学习和职业规划，并
且尽可能地了解大陆特别是上海的发展，学会融入海派文化，也承担起两岸四地
交流与融合的使命和责任。
会上，学生代表纷纷表示，对上海师范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逐渐适应，与大陆
国际交流处简报
同学的交往也比较顺利。另外，学生也提出了一些手续办理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 预科学院

学校承诺将协调相关部门予以完善。最后，港澳台学生办公室还牵头建立了微信
群，方便今后与学生的直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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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学院管理】
开学：2017 年 2 月 20 日，春季学期开始，除 1 名同学因病退学外，77 名预科学
生全部按时报到注册，另有 1 名自费学生加入预科。
预科学院汇报会：2017 年 1 月 18 日，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杨伟人处长、葛静
怡老师，上海留学生研究协会会长金伟国莅临我校，武成处长就预科学院 2016
年的工作做了汇报，杨处长对我校预科学院这一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同时
指出预科学院应该进一步加强入学标准和教学质量管理，打造预科精品。同时，
给予预科学院 2 个海外教师培训名额。
成绩反馈：新学期开始后，预科学院将所有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及出勤情况向各
个推荐院校做了一对一的反馈。
留办主任例会：2017 年 3 月 17 日，市教委国际处在复旦大学召开 2017 年第一
次留办主任会，我校受邀在会上就预科学院的办学情况做了交流发言，教委国际
交流处杨伟人处长肯定了预科学院开办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对 2017 年的招
生工作提出要求，提高汉语准入门槛，优先招收一带一路国家学生，并要求各学
校提供衔接的奖学金。
学期评审：根据新的预科学院管理规定，学院对预科学生进行了首次学期评审，
有 7 名学生因成绩不达标，被取消奖学金生活补助。

【预科学院教学】
寒假补习：为进一步提升初级班学生的汉语水平，今年寒假 1 月到 2 月，预科学
院继续对初级班的同学进行强化汉语培训，为期 4 周。
动态调整：预科学院继续采取动态调整制度，按照期末考试成绩，对学生班级进
行调整，以便更好地做到因材施教。5
名同学因成绩优异从 A 班升到 B 班，4 名
国际交流处简报
同学则因为跟不上，从
<<< 学生交流 A 班降入初级班。B 班有 1 名同学升入 C 班。
新增课程：根据预科学院质量跟踪的反馈情况，学院在本学期新开设经贸汉语、
数学课程，课程更加细化，进一步提高了培养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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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推进会】
2017 年 1 月 17 日，国际交流处会同教务处、研究生院、学工部、团委召开
2017 年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推进会议。会议由国际交流处负责人主持。
会上，副校长柯勤飞首先对全校各相关职能部处在推动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
作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她同时表示，希望通过校院两级管理能有效促使各类
学生海外交流学习项目得到实质性地发展，稳步扩大学校各类海外交流学习项目
的规模与比例，让更多的师大学子有机会赴海外交流学习，不断拓宽视野、增进
学识。副书记葛卫华从学生工作的角度提出，要通过多种渠道将更多的学生海外
交流学习项目做出品牌效应，贴切学生的真实需求，鼓励学生参与各类拓展项目，
不断增长见闻、激发正能量。会上，校领导及各相关职能部处还审阅了《上海师
范大学学生海外交流学习管理办法》，并就部分具体细节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学生海外交流学习一站式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2017 年 3 月，经过前期的多次试运行与调试，学生海外交流学习一站式服
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此次，网上平台的正式投入使用大大节省了学生为申报海
外交流学习项目在徐汇、奉贤两个校区之间往返奔波的时间与精力，极大地提高
了学生申报各类海外交流学习项目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与此同时，借助网上平台
的信息发布功能与实时交互界面，学生在及时获悉海外高校的项目要求和录取流
程的同时，能够随时掌握个人在申办海外交流学习项目过程的各个事项节点和相
应状态。平台的实效功能令整个录取工作更为可视化、可控化，最大程度地确保
每位学生的个人权益，为学生海外交流学习工作的健康发展奠定技术支持。

国际交流处简报
<<< 孔子学院
【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召开第九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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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3 月 22 日，日本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第九届理事会顺利召开。该孔院
由日本福山大学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三校齐聚福
山城，回顾 2016，展望 2017。三校高层及孔院共 22 人参加了本届理事会。
理事会由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平山亮先生主持，理事长清水厚实先生致辞。中
方院长吴丹红做了 2016 年度工作汇报，从孔院的招生、HSK 考试、文化活动、
重点项目、对外交流与宣传、制度建设等方面全面介绍了 2016 年度的工作，还
展示了“福山玫瑰节”、“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摄影展”、“汉语桥”比赛、“三巡”
演出、春节联欢会等活动的精彩照片。外方院长平山亮和大家分享了 2017 年度
工作计划，计划中提到孔院将积极参与福山市相关的文化、教育的交流活动，加
强与当地媒体的合作以吸引更多的市民，进一步扩大孔院在当地的影响力，同时
将进一步丰富孔院的语言课程和文化活动，新设汉语口语提高班、太极拳讲座等。
值得关注的是，福山大学孔子学院明年将迎来 10 周年庆典，计划以周年庆祝活
动为契机开展一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与会人员也就庆典日期、内容等进行了热
烈商讨，并初步达成了共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王稼琼、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朱自强也分别在会上发
言，两校均表示今后将继续大力支持孔院的工作，并以孔院为平台，促进三校之
间学生交流、科研项目等方面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合作。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合影
留念，理事会幕。

【2017 年下半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
2017 年 2 至 4 月，根据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要求，我校 2017 年下半
年汉语教师志愿者报名录取工作顺利完成。经过学校的初审和汉办的考核，我校
18 名同学成为 2017 年下半年第一批汉语教师志愿者储备人员。他们分别来自对
外汉语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哲法学院和商学院等。他们将分别前往博茨瓦纳

国际交流处简报
<<< 中外合作办学
大学孔子学院、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中田纳
西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以及印度尼西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法国等国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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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中外合作办学年度报告报送工作顺利完成】
2017 年 3 至 4 月，根据教育部《关于提交 2016-2017 年度中外合作办学报
告的通知》的要求，我校五个学院的十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展了 2016 年度
办学报告网上报送工作。年度办学报告内容包括课程设置、师资配备、招生、教
学质量以及财务运作等方面的情况。4 月 17-30 日，在校园网首页对十一个项目
2016 年度的自评报告进行了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中荷合作举办园艺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参加教育部评估】
2017 年 4 月 12 日，我校与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合作举办园艺学专业本科教育
项目参加教育部评估工作正式启动。国际交流处与生环学院共同组成评估工作小
组，并拟定自评工作方案。4 月 13-23 日，生环学院组织专人对照评估指标体系，
检查分析办学情况，汇总、整理办学文档。国际交流处分别参加了合作办学项目
管理人员、教师以及学生座谈会，了解办学具体情况。最终，自评报告及其他评
估材料将于 5 月初提交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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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
【学思湖海外名师讲坛（1-4 月）】
序号

日期

主讲人

主题
讲座地点
Textual Criticism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Shangshu 文苑楼 1405
（文本勘断与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尚
书》研究新动向）

1

1/6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东亚系主任 Martin
Kern

2

3/24

日本椙山女学园大
学教授影山穗波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 of Japanese
外宾楼 101
Women

3

4/11

英国斯特拉斯克莱
德大学数学与统计
系教授、英国苏格
兰皇家学院院士毛
学荣

Probability and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s: Motivations, 10 号楼 126
Skills and Applications

4

4/22

荷兰知名设计师
Vincent de Boer

逆流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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