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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德国高校并签订校际协议

在赫尔辛基体验中国庙会

风采扬万里  学海觅真知——记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
研究院汤珂副教授

爱在儿童营：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团赴台湾志愿服务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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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世界项目
伊拉斯谟世界项目(Erasmus Mundus Programme)，是欧盟发起的一项高等教育交流计

划，该项目旨在加强欧洲高等教育质量，通过与第三国的合作，促进人与文化的对话与理解。

它还致力于加强欧盟和第三国的流动，以推动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人力资源和国际合作能

力的发展。 

“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第一期（2004～2008）已经完成，第二期（2009～2013）于2009年

启动，在第一期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学者从原有的硕士层次

扩大至学士和博士层次，奖学金和研修金的资助力度大幅度提高，同时对华政策也出现一些新

的积极变化，以更好地实现其三大目标：提高欧洲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欧洲高等教育在世界上

的中心地位、通过推动国际合作及第三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2010年我校财政金融学院罗皓亮、文学院巩育华、经济学院曹青骊、郑天枭获得了伊拉斯

谟世界项目奖学金，分别赴比利时根特大学、土耳其萨班哲大学、列支敦士登大学、土耳其萨

班哲大学交流学习。



�

20 四 季 安 娜 堡

21 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成功举办商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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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象棋友谊赛

22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在奥卢大学成功举办汉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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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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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访问我校并演讲

07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校长杰弗里•佩茨率代表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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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麦格希教育集团新任总裁巴哈什先生访问我校

08 英国杜伦大学副校长赛斯•库宁率团访问我校

08 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校长威廉姆•布鲁斯蒂亚访问
我校

08 英国班戈大学校长约翰•休斯率团访问我校

09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我校

09 中美交流基金会特别顾问曾庆忠先生访问我校

09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09 美国圣母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港澳台交流
12 香港浸会大学代表团访问人民大学

12 香港著名人士何志平先生访问我校

12 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香港信善奖助学金签约暨颁
奖仪式举行

校级出访
14 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德国高校并签订校际协议

15 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埃及并与开罗大学签署合作
意向书

16 程天权书记率团访问西班牙、希腊三所大学

17  推进跨学科研究 深化国际间合作—常务副校长袁
卫率团访问美国

17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率团访问非洲三所大学 

海外孔子学院

18 杨慧林副校长率团赴非洲成功举行“三巡”活动

20 中国人民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合作共建孔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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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吴红波大使访问莱比锡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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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信息 

文学院
47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遇笑容教授来我院

讲座

经济学院

47  杨瑞龙院长率团成功访问美国高校

47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王学峰副研究员访问我院

47  刘瑞副院长接受土尔其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

法学院
48 我院学生获得第一届两岸大学企业并购模拟竞

赛冠军

48  我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2011年学术年会成

功举行

49  副教授郑爱青博士作为巴黎西南戴尔拉得芳斯

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劳动法

49  名古屋大学上海联络处主任宇田川幸则教授访

问我院

49  我院研究生徐皓月赴欧洲人权法院开展实习工作

49  我院代表队荣获第九届杰赛普(JESSUP)国际

法模拟法庭全国选拔赛冠军

49  我院李艳芳教授赴美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

49  瑞士卢塞恩大学代表团访问我院

49  莫于川教授受邀赴韩国法制研究院出席研讨会

发表演讲

49  第十一届北京环境法论坛暨低碳经济与合同能

源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49  日本九州大学木佐茂男教授续聘人大法学院暨

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49  哈佛大学法学院米歇尔•斯坦教授等做客“比较

法学术沙龙”

49  台湾政治大学王文杰教授访问我院

49  中英警察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坛成功举办

新闻学院   
51 我院常务副院长倪宁等一行4人参加在台湾世新

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传播研究与实践”研讨会

51  哥斯达黎加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来访我院

51  人大舆论研究所与波兰人类思维和大脑研究中

心签署学术合作协议

51  常务副院长倪宁致信慰问日本夏普株式会社、

电通集团

51  常务副院长倪宁会见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

新闻实习项目负责人

51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在我院举办毕业

生交流会

艺术学院
52 艺术学院音乐系2002级毕业生林静在美国国际声

乐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52 日本东京国立艺术大学一行来我院合作会谈

外国语学院
53 常务副院长张勇先教授率团访问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53 英国杜伦大学代表团访问我院

53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代表团访问我院

信息学院
53 英国雷丁大学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科成教授

访问信息学院

53 周晓方教授小组的研究成果被数据库顶级会议

SIGMOD2011录取为长文

53 德国萨尔应用技术大学玛蒂娜•赖泽教授访问我院

53 我院与美国宾汉顿大学合作项目第一位毕业生柳

旸成功获得中美两所大学学位

53 信息学院信息安全团队两篇论文在信息安全国际

一流会议上发表

53 “海量数据库管理 企业面临的挑战——中韩数据

库技术交流会”成功召开

公共管理学院

53 董克用院长应邀到日本一桥大学讲学

53 英国约克大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系约翰•汉德森

访问我院并举行讲座

53 加拿大女王大学梁鹤年教授访问我院并做学术报告

53 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来我院做讲座

53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皮萨

里德斯来我院演讲

53 美联储闪辉博士访问我院并与师生座谈

53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人文学院安雅•拉赫蒂宁博士为

我院师生做学术报告

53 瑞士高级公共管理研究院院长夏普莱教授访问我

院并做学术讲座

53 日本富山大学教授代表团访问我院并参加学术研

讨会

劳动人事学院
53 郑功成教授赴日本开展学术活动

培训学院
53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代表齐鸿凌女士访问我院

53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代表伊丽莎白女士访问我院

53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代表访问我院

53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代表来我院访问

53 新西兰梅西大学代表访问我院

53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豪勒威学院代表来我院访问

53 英国城市大学代表来我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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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马赛商学院校长伯纳德•佩尔唐

访问我校

1月10日下午，纪宝成校长会

见了来访的马赛商学院校长伯纳德•

佩尔唐（Bernard BELLETANTE）
教授。

在会见中，纪宝成校长简要介

绍了中法学院建设的进展，纪校长

表示，待中国教育部正式批准后，

希望中法双方能够共同努力办好中

法学院，做到让两国教育界满意，

让两国学生满意。双方高校基于中

法学院这一平台进一步促进学生交

流、带动教师和科研合作。

Bernard BELLETANTE校长

对人民大学商学院通过EQUIS认证

表示祝贺，他回顾了与人民大学的

合作历史。Bernard BELLETANTE

校长表示将继续支持中法学院建

设，并希望该项目能早日得到教育

部批准。马赛商学院未来将逐步扩

大来人民大学交流的学生规模和层

次，并加强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

的合作。

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

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财政金融学

院院长郭庆旺等参加了会见。法

国方面陪同来访的还有参与中法

学院建设的魏让方（Jean-Francois 

V E R G N A U D ）教授和卜雨歌

（Hugues BOITEAU）先生。

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访问我校并

演讲

�月�0日下午，袁卫常务副校长

会见了来访的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博

士。陪同大使来访的还有韩国驻华使

馆公使衔参赞朴俊勇先生，教育参赞

权锡珉先生，大使随行秘书崔康锡先

生以及翻译官廉湖静女士。

袁卫常务副校长首先欢迎大

使的到来，接着向大使介绍了人民

大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生情况，着重

介绍了人民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情

况。他表示，人民大学与韩国各高

校间的合作日益密切，已经与首尔

大学、高丽大学等许多韩国知名高

校建立了密切的校级及院级合作关

系，合作形式多样，合作内容丰

富。

柳佑益大使对袁卫常务副校长

的欢迎表示感谢。大使指出，中韩

教育交流正处在高速发展和空前繁

荣的阶段，去年在韩国学习的中国

留学生达到�万人，韩国在中国的

留学生人数也有6.�万人。中韩两国

是世代的好朋友，虽然正式建交只

有短短1�年，但是友好关系自明代

就已开始。双方合作的未来寄托在

年轻一代人的身上。两国间相互信

任，积极推进年轻一代走出国门，

在对方国家学习并接受对方文化的

熏陶，对两国深入的友好发展确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袁卫常务副校长表示十分赞

同，他说，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韩国学生到中国学习生

活，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人文和社会

科学的学术重阵，在传播中国语言

文化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承担着更多更艰巨的任务。人民大

学未来十年的发展目标正是要既

保持已有的学科特色，发展优势学

科，又要扩大中国人民大学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跻身世界知名高校之

列。

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

授、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郑

晓华教授、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程鑫

等陪同会见。

会见结束后，柳佑益大使向人

民大学百余师生发表了题为“时代

的意义与关系的变化”的演讲并回

答了人民大学师生的提问。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校长杰弗

里•佩茨率代表团访问我校

�月14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

副校长陈一兵会见了来访的英国

威斯敏斯特大学校长杰弗里•佩茨

（Geoffrey Petts）教授一行4人。陪

同来访的还有威斯敏斯特大学英语

教学中心主任Nicole La Hausse De 

La Louviere女士、发展部主任James 

Ward以及负责该校中国事务的高级

联络官Nicola Jordan女士。

马赛商学院校长伯纳德·佩尔唐来访

韩国驻华大使柳佑益访问我校并演讲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校长杰弗里·佩茨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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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陈一兵副校长回顾了

两校的既往交流情况，向来宾介绍

了人民大学的历史及发展概况，重

点说明了学校的学生情况和学科特

色，并希望两校可以在更多领域寻

求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Geoffrey Petts校长向与会代表

介绍了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基本情况

及该校的201�年发展计划，详细说

明了该校在新闻媒体、法学、建

筑、艺术设计及语言培训等领域的

优势，希望能以威斯敏斯特大学今

年夏天即将成立的北京办事处为契

机，深化两校的全面合作。

人民大学培训学院院长李湘教

授、国际交流处副处长李贞实会见

时在座。

会谈结束后，Geoffrey Petts教

授一行前往培训学院就相关合作项

目进行了商谈。

麦格希教育集团新任总裁巴哈什

先生访问我校

4月6日上午，王利明副书记兼

副校长在人大出版社会见了麦格希

教育集团（原名麦格劳-希尔教育出

版集团）新任总裁罗伯特•巴哈什先

生、国际部总裁格瑞普女士和副总

裁/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舒亚杰先生一

行。

王利明副书记兼副校长首先

向对方介绍了人大出版社在中国出

版界的领先地位，指出人大出版社

依托人民大学优势学科资源，策划

和出版了一批优秀的人文社科类学

术著作，从海外介绍和引进了获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经济学家的

一系列作品，在中国教育界和学术

界树立了优质出版品牌；在中国图

书“走出去”方面，人大出版社也

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今年再次获得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单体出

版社第一名的殊荣。 

巴哈什先生积极回应了王利明

副书记兼副校长的发言，介绍了麦

格希在美国乃至拉美、印度和澳大

利亚等世界各地的教育出版规模和

优势地位，并表示，人大出版社与

麦格希有着长久的、密切的合作历

史，今后还将继续探索新的合作方

案和合作模式，进一步扩大合作领

域。双方还就数字出版、数字平台

和定制出版等方面的合作，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 

校长助理、人大出版社社长

贺耀敏教授、人大出版社李永强书

记、孟超副社长参加了会见活动。

贺耀敏社长向巴哈什总裁介绍了人

大出版社的概况及与麦格希合作情

况，李永强书记向客人介绍了人大

出版社的数字出版战略，并表示人

大出版社愿意和麦格希教育集团在

数字出版领域开展合作。 

英国杜伦大学副校长赛斯•库宁

率团访问我校

�月2日上午，副校长杨慧林

教授会见了来访的英国杜伦大学副

校长赛斯•库宁（Seth Kunin）一行

4人。陪同来访的还有该校西方古

典与古代历史系主任George Boys-

Stones教授与现代语言与文学学院

院长、法语系教授David Cowling

等。

会见中，杨慧林副校长回顾

了两校的既往交流情况，向来宾介

绍了人民大学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重点提及了人民大学国际小学期及

全英文硕士项目，欢迎杜伦大学的

学生和学者们来人民大学学习或访

问。

Seth Kunin副校长向杨慧林副

校长介绍了杜伦大学重建的中国研

究项目的进展情况与教学模式，希

望能以此项目为契机，深化包括学

生交流、学者交流、合作研究在内

的形式灵活的多方面合作。

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贾国栋教

授、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徐艳博

士、历史学院孟广林教授、艺术学

院院长助理童岩副教授、对外汉语

中心副主任张璐博士、国际交流处

副处长程鑫等会见时在座。

会见结束后，代表团分别到访

了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与文学院

对外汉语中心，就院际合作事宜与

人民大学各学院代表进行了深入交

流。

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校长威廉姆•
布鲁斯蒂亚访问我校

�月1�日上午，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副校长威廉姆•布鲁斯蒂亚

（William Brustein）教授一行访问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校长杰弗里·佩茨来访

英国杜伦大学副校长赛斯·库宁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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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副校长亲切

会见来宾。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

旺、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

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闫瑾、国际交

流处副处长程鑫、财政金融学院副

院长何平、货币金融系副系主任张

成思等陪同会见。

杨慧林副校长指出，中国人

民大学近年来致力于提高国际化水

平，与俄亥俄州立大学在国际项目

的合作方面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

础。Brustein副校长表示，俄亥俄

州立大学作为一所高度国际化的院

校，非常重视与中国知名院校的合

作，并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本校学生

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国。双方就

互派学生和教师到对方院校进行交

流和访问，以及设立第二外语教学

中心等未来合作前景交换了意见。

威廉姆•布鲁斯蒂亚（William 

Brustein）副校长此次是应财政金

融学院的邀请，就加强两校财政金

融学科的国际交流合作专程前来访

问。

在与郭庆旺院长的会谈中，双

方就国际交流和全英文硕士项目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郭院长向

Brustein副校长详细介绍了财政金融

学院的专业设置和学生概况，以及

全英文硕士班——“中国金融硕士

项目”的开展情况，并表达了扩大

双方合作范围的殷切希望。Brustein

副校长表示，中国是俄亥俄州立大

学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目的国，他

高度赞赏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领先地位，特别对财政金融

等学院的专业细分度表示赞叹，并

表示俄亥俄州立大学十分重视并希

望在充分取长补短的基础上与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建立广泛的合

作。

英国班戈大学校长约翰•休斯率

团访问我校

�月 1 4日上午，杨慧林副校

长会见了到访的英国班戈大学 

(Bangor University)代表团。代表

团由该校校长约翰 •休斯（ J o h n 

Hughes）校长率领，成员包括来自

该校法学院、创意传媒学院、商学

院、心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健康

与行为科学学院、国际发展部的负

责人等一行共12人。

杨慧林副校长对班戈大学代

表团的来访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简

要介绍了人民大学的学科特色和国

际化发展情况，重点介绍了学校的

学生交流情况、暑期小学期和全英

文课程等情况。希望通过班戈大学

的此次来访增进两校各对口院系的

相互了解，寻求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性。 

随后，休斯校长介绍了班戈大

学的基本情况，并且表示班戈大学

十分重视国际化发展，希望可以借

此次机会，开拓与中国高校的国际

合作。

与杨副校长的会谈结束后，法

学院、新闻学院、财金学院、信息

学院、心理系以及国际交流处的代

表与班戈大学相关学院的代表分组

交流，商讨了今后开展合作的具体

项目和方式。    

班戈大学成立于1884年，位

于英国威尔士北部沿海城镇班戈的

中心。目前，班戈大学约有12000

名学生，开设多达2�0多个专业，

其出色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果在

英国和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

认可。在英国高等学校的科研评估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最新一期的评选结果中，班

戈大学商学院的会计与金融类课程

位居全英第一。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代表团访问

我校

� 月 1 4 日 ， 澳 大 利 亚 人 文

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副院长莱斯利•约翰森

(Lesley Johnson)教授率团来访人民

大学，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昆士兰

大学、墨尔本大学、格里菲斯大

学、西澳大学等澳大利亚高校的8

位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和教授。杨

慧林副校长会见了代表团。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校长威廉姆·
布鲁斯蒂亚来访

英国班戈大学校长约翰·休斯来访

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代表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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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副校长向客人们介绍了

人民大学学科特色和优势、国际小

学期等英文项目以及在人文领域的

特色研究和合作状况。杨慧林副校

长表示，人民大学希望通过澳大利

亚人文科学院这个平台，整合校内

优质资源，提升与澳大利亚研究机

构和高校的合作。

约翰森教授说，此次代表团在

京时间很短，能够有机会访问中国

人民大学倍感幸运。澳大利亚人文

科学院有着整合澳大利亚各大学的

优势，希望与中国人民大学开展有

特色的联合研究。

双方还就比较文学研究、联合

发表以及研究网络构建等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勇先

教授和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程鑫参加

了会谈。

 

中美交流基金会特别顾问曾庆忠

先生访问我校

�月1�日上午，杨慧林副校长

会见了来访学校的中美交流基金会

特别顾问曾庆忠先生。作为中美交

流基金会的特别顾问，曾庆忠先生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讨与学校合作

开展中美学生交流和文化交流活动

的相关事宜。他详细介绍了交流活

动的相关情况，并表达了与人民大

学这样一所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

知名大学开展合作、共同促进中美

学生交流和文化交流的意愿。杨慧

林副校长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十分

愿意为促进中美学生交流和文化交

流做出贡献。人民大学将充分利用

自身的学术资源和国际小学期等国

际交流项目对交流活动进行具体研

究和设计，并将就活动细节与中美

交流基金会以及美方相关机构进一

步沟通和协调。

学校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教

授、学校博物馆馆长方鸣、人大附

中外办主任李婧会见时在座。

据悉，中美交流基金会是2008

年于香港成立的的非政府、非牟利

团体，基金会主席由全国政协副主

席董建华先生担任，理事会由香港

学者、专业人士、工商及社会领袖

所组成，基金会宗旨是加强中美两

国人民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

寻求和发展两国的共同利益。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访问

我校

�月2�日上午，杨慧林副校长

会见了到访的马来亚 (University of 

Malaya)大学管理者高级研修班代

表团。代表团由该校医学院寄生物

学系加温（Prof. Dr. Suresh Kumar 

a/l P Govind）教授率团，成员包括

来自该校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商

业与会计学院、语言学学院、医学

院、理学院等主要院系及部分职能

部门的负责人一行共18人组成。

杨慧林副校长对马来亚大学代

表团的来访表示诚挚的欢迎。他简

要介绍了学校的学科特色，重点介

绍了学生交流情况、暑期小学期和

全英文课程等情况。杨慧林副校长

希望通过马来亚大学的此次来访增

进两校的相互了解，开展合作尤其

是在学生交流方面开展合作。

在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教授的

主持下，双方开展了自由交流。马

来亚大学对人民大学的学科发展、

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表示了浓厚

的兴趣，学校学生处处长张晓京、

科研处副处长牟峰以及国际交流处

副处长程鑫对各位代表的问题进行

了详细的回答。通过问答和交流，

马来亚大学代表对人民大学有了更

深一步的了解，增进了与人大进行

国际合作的意愿。

会谈结束后代表团参观了学校

校史馆。

马来亚大学是一所文科、理

科和医学兼有的综合性大学，是马

来西亚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大学之

一，也是一所全马历史最悠久的学

府。它的前身是1�0�年成立的爱德

华七世王学院（Kolej King Edward 

VII）和1�2�年成立的莱佛士学院

（Kolej Raffl es）。 

美国圣母大学代表团访问我校

�月28日，美国圣母大学常务

校长卜立群（Thomas G. Burish）
博士率代表团访问中国人民大学。

杨慧林副校长会见了客人。随团来

访的还有刘氏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

会主席刘伟民先生、圣母大学门

多萨商学院副院长罗格•黄(Roger 

Huang)先生、亚洲事务总监刘战

（Jonathan Noble）先生以及驻北京

中美交流基金会特别顾问曾庆忠先生来访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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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工作人员马兰女士。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教授、

商学院副院长毛基业教授、新闻学

院院长助理雷蔚真副教授以及王莉

丽研究员参加了会谈。 

杨慧林副校长首先向代表团表

达了热烈的欢迎，并向代表团详细

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特色、学

科排名成就以及学校各种国际项目

以及最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进展。

杨校长表示，两校有很多的相似

性，双方开展合作一定会有良好前

景。 

卜立群常务校长也简要介绍了

圣母大学的基本情况，强调了国际

交往对该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

作用。同时，他还着重介绍了该校

的商学院以及新成立的亚洲研究中

心，并表达了与中国顶尖高校相关

学院进行合作的强烈愿望。

会谈中，双方还在商学、新闻

学以及校际学生交换和教师交流方

面广泛交换了意见。 

美国圣母大学座落于印第安纳

州，成立于1842年，是一所全美排

名前20名的私立大学，多年来以其

卓越鲜明的特色，屹立于美国高等

教育之林。

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代表团来访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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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会大学代表团访问人民大学

1月6日上午，香港浸会大学校

长陈新滋教授率团访问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副校长杨慧

林在逸夫会堂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纪校长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热

烈欢迎。纪校长向客人们简要地介

绍了人民大学的历史发展、学科特

色和对外交流情况。他表示，人民

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处于国内

领先地位，希望双方在相关学科深

入交流，在学生交换等领域拓展双

方的合作。陈新滋校长表示，中国

人民大学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传统

并富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大学。长期

以来，两校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希

望双方在学生交换、学生联合培养

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 

随后，两校相关院系的负责人

就具体合作事宜进行了商谈。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倪宁、文学院院长孙郁、港澳台办

公室主任唐忠教授以及国学院、理

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等学院的负

责人陪同会见。

香港著名人士何志平先生访问我校

1月�0日中午，纪宝成校长会

见了来访的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著名人士、中华能源基金会总裁

何志平先生一行，双方就中华能

源基金会与国学院合作创办《国学

新视野》杂志一事，进行了愉快的

交谈，并达成总体性合作方案。除

了《国学新视野》合作编辑出版之

外，双方还就在香港《明报》、

《信报》等报刊媒体合作开办“国

学”专栏等事宜取得共识，来共同

推进国学传承普及事业的发展。会

谈结束后，纪校长宴请何志平先生

一行。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

书记兼副院长徐飞、副院长孟宪

实、《国学学刊》编辑部主任梁涛

教授等参加了会见。 

何志平先生是香港前民政事务

局局长，卸任后创办中华能源基金

会，不仅为中国能源战略的发展、

能源外交的拓展献计献策，更把

眼光放在文化领域，认为中国崛起

的长远目标必在文化。《国学新视

野》是把国学研究与普及融为一炉

的连续出版物，全年分为春夏秋冬

四号出版，同时在香港和大陆推出

繁体字与简体字版，希望在促进国

学教育与传播方面做出贡献。而中

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自成立之日起，

就将研究与普及国学作为自己的双

重使命，因此，对于创办《国学新

视野》杂志，国学院决定全力以

赴，充分做好相应工作。 

在纪宝成校长会见之前，何志

平先生一行访问参观了国学院，并

与黄朴民教授等就《国学新视野》

办刊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讨

论。

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香港信善奖助

学金签约暨颁奖仪式举行

1月�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

2010年香港信善奖助学金签约暨颁

奖仪式在逸夫会堂举行。

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马俊杰、

香港信善基金会陈观威、黄秀德、

杜俊基出席仪式，并为获奖教师、

学生代表颁发了证书。信善奖教

金获奖教师代表王珊教授、秦宣教

授、毛基业教授、王孝群教授以及

获得信善奖助学金的100余名学生

代表参与了颁奖仪式。仪式由学生

处处长张晓京主持。

马俊杰副书记代表学校，向香

港信善基金会对人大学子长久以来

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回顾了

十一年来信善基金会和人民大学结

下的不解之缘和感人事迹，并希望

获奖的老师和同学们要多学习、多

研究，多出成果，常怀仁爱之心，

多做为善之事。

随后，陈观威先生代表信善基

金会向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表达了

参与颁奖活动的激动心情，他希望

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努力创新，

不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家乡、母校

和祖国，要成为有益于国家和社会

的人才。

接下来，获奖教师代表商学

院毛基业教授、受助学生代表农业

与农村发展学院陈赴望同学、获奖

学生代表新闻学院裴峥同学分别发

言，一方面表达了对香港信善基金

会的感谢，另一方面也与在座的老

师和同学交流了工作和学习经历。

在仪式上，马俊杰副书记和陈

观威先生共同签署了信善奖助学金

捐赠协议，商定继续在人民大学捐

资设立信善奖助学金项目。据悉，

信善奖助学金已经在人民大学设

立十一年，捐赠奖助学金680余万

元，奖励资助学生已超过2000人。

2010年香港信善奖助学金签约暨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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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至2�日，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德国哥廷

根大学、科隆大学并分别与两所学校签订了校际协

议。随同纪校长出访的代表团成员有经济学院院长

杨瑞龙、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外语学院副院

长任国强、发展规划处处长兼高教研究室主任胡娟

及国际交流处张大淼。 

 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4年，是目前德国九所

“卓越计划”大学之一，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和优

质的教学科研，尤以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和一

些人文学科上取得的成就著称。该校学者云集、人

才辈出，在历史上曾产生过高斯、俾斯麦这样的学

界、政界名人；我国著名革命家朱德、学者季羡林

等也曾在此长期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目前亦有毕业

生在此深造，尤以理学院学生为多。 

哥廷根大学新任校长Ulrike Beisiegel教授和副

校长Hiltraud Casper-Hehne教授等热情地接待了纪校

长一行。双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对开展法

学、经济学、国学、数学、物理等领域的合作表示

了充分兴趣。会谈之后，纪校长和Beisiegel校长分

别代表两校签订了校际合作协议，两校将在教师交

流、学生交流及举办学术会议等方面开展深入实质

的合作。我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锋

也专程赶到哥廷根参加了签字仪式。

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

德国高校并签订校际协议

除洽谈学校层面的合作外，经济学院院长杨瑞

龙和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还分别访问了该校经

济学院和东亚研究中心并就院系层面的具体合作进

行了详细且卓有成效的探讨。访问之余，纪校长及

代表团还专门抽时间与中国人民大学在哥廷根大学

的校友聚会。 

如果哥廷根大学算是人民大学的新交，科隆大

学则是故友，自该校校长Freimuth教授200�年访问

人民大学以来，两校合作进入实质阶段。故友相

见，分外亲热，Freimuth校长、Ulrich Thonemann
副校长率领经济管理学院、人文学院、东亚研究中

心及国际交流部门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一

行。科隆大学是德语区一所古老的大学，建于1�88
年，在经济、管理及一些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方面有

着强劲的实力。人民大学哲学院、外语学院已经与

该校的相关院系开展了教师交流和学生互派的合

作。会谈中，双方对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合

作内容尤其是在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交流方面进行

了热烈的探讨。在过往合作的基础上，纪校长和

Freimuth校长代表各自学校签订了校际协议。

在访问德国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了马克思的故

乡特里尔小镇并瞻仰了马克思的故居。我国驻法兰

克福领馆温振顺总领事接待并宴请了代表团一行。

校级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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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埃及

并与开罗大学签署合作意向书

1月2�日，纪宝成校长率团访问了埃及开罗大学。

开罗大学是埃及最负盛名的大学，规模巨大，拥有1�
万多在校学生；学科门类齐全，医学、文学、法学、

商学等科类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受到极大的

重视。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开罗大学，

开罗大学学术副校长Hussein Khaled教授及相关部门负

责人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一行，双方介绍了各自学校

的情况，在听完纪校长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介绍后，

Khaled校长对与人民大学开展实质合作表现了浓厚的

兴趣，并建议两校立即签署合作意向书，之后在合作

意向书的基础签订合作协议。 

经过探讨，双方达成首先在国际政治、经济、

宗教、高等教育、人力资源、社会工作、传统文化、

艺术、语言等领域开展合作的意向，当即起草并签署

了合作意向书，合作的形式则包括教师互访、学生交

流、学术会议及联合开展项目、互换出版物等。

会谈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向开罗大学赠送

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参加埃及书展的图书，参观了

开罗大学校园及教学科研设施。

此前一天，纪校长还参加了我国新闻出版总署

与埃及文化部联合在开罗举办的“中阿文学与出版论

坛”，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出席了论坛并致

词。纪校长作为第一个演讲嘉宾就加强中国与埃及的

文化交流作了精彩的主题讲演。

在埃及期间，代表团还访问了苏伊士运河大学，

与该校校长Mohamed El-Zoghbi及副校长就两校合作进

行交谈，参观了该校商学院、经济学院、孔子学院并

就具体合作进行了探讨。

代表团拜访了我国驻埃及使馆，大使宋爱国在大

使官邸宴请了纪校长一行；我国驻埃及使馆教育组霍

文杰专员、驻亚历山大领馆也分别热情地接待了代表

团。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埃及，埃及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国

家之一，加强与埃及高等教育界的文化与学术交流，

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的埃及之

旅，首次将学校的对外交流拓展到了这个有着悠久丰盛

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度。访问埃及的高校并与埃及最重要

的大学开罗大学签订合作意向书，是中国人民大学与埃

及高等学校合作的重要开始；纪校长在“中阿文学与出

版论坛”上的演讲则极大地宣传了人民大学，扩大了学

校在阿拉伯世界文化教育领域的影响。 

随同纪校长出访的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成员有经

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外语

学院副院长任国强、发展规划处处长兼高教研究室主

任胡娟及国际交流处张大淼等；正在开罗参加书展及

“中阿文学与出版论坛”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

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及副社长孟超等也陪同纪校长访问

了开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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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权书记率团访问

西班牙、希腊三所大学

�月28日－4月4日，应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巴塞罗

那自治大学和希腊雅典大学邀请，程天权书记率中国

人民大学代表团访问了西班牙和希腊，加强和推进了

学校与西班牙、希腊三所著名大学的交流合作。 

�月28日，程天权书记率代表团访问西班牙马德里

大学（Complutense University of Madrid）。马德里大

学是西班牙最大的国立自治综合大学，现有学生��600
余人，教师6000余人，有21个院系和研究中心，其学

生人数、教师人数以及专业设置均名列西班牙大学榜

首。诺贝尔医学奖得主拉蒙•伊•卡哈尔、文学奖得主

塞拉•阿美利科•卡斯特罗以及西班牙一些大学的领导

人、名教授以及政界要人都毕业于马德里大学。马德

里大学主管国际交流事务副校长Lucila González Pazos
教授会见了程天权书记一行，双方就加强教师互访、

学术合作和学生交流等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商谈。

Lucila González Pazos教授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示了热

烈欢迎，她介绍了马德里大学的基本情况，表达了要

与人民大学签订校际合作协议的强烈愿望，希望两校

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合作。程天权书记扼要介绍了学校的办

学历史、学科优势以及国际化发展情况，重点推介了

学校举办的国际小学期项目和全英文硕士项目，并表

示赞同Lucila González Pazos教授关于加强两校交流与

合作的建议。马德里大学法学院副院长Amparo Grau教
授、哲学院Carlos Fernández教授、Consuelo Marco教

授、人事处处长Serafín Soliño先生等分别与韩大元教

授、秦宣教授、郭洪林处长单独进行了专题交流。会

谈前，Lucila González Pazos教授和国际交流处María 
José Serna处长陪同程天权书记参观了马德里大学两个

校区。会谈后，Lucila González Pazos教授宴请了代表

团一行。程天权书记一行是中国人民大学访问马德里

大学的第一个代表团，此次访问对于开启学校与马德

里大学的合作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月�1日，程天权书记一行访问巴塞罗那自治大

学（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巴塞罗那自

治大学创立于1�68年，是一所年轻但国际化程度极高

的高水平大学，现有2828�名本科生、�084名研究生、

2800名教师。该校非常重视与外国大学交流学生及研

究成果，有近6000名来自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学生在该

校学习，是西班牙拥有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大学，同时

也是被公认为欧洲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巴塞罗那自治

大学校长Ana Ripoll Aracil教授与程天权书记进行了亲

切友好会谈，双方就开展学者学术交流、学生短期互

派、人员互访以及分享孔子学院建设经验等进行了商

谈。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副校长Carlos Jaime Cardial教
授、法学院院长Josep Maria de Dios教授、经济学与商

学院主管学生交换事务的副院长María Teresa Cabeza教
授、翻译学院主管学术事务的副院长Jacqueline Minnet
教授、国际交流处处长Marta Vilalta、翻译学院亚洲

研究协调人Joaquin Beltran、巴塞罗那孔子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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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kang Zhou、国际交流处Montserrat Alegre参加了

与代表团的会谈，并各自介绍了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

项目情况。Ana Ripoll Aracil校长十分重视中国人民大

学代表团的访问，她回顾了与人民大学合作的历史，

重点介绍了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学科特色和国际化发

展战略，并提出与人民大学进一步开展交流合作的设

想。程天权书记重点介绍了人民大学的学科特色、专

业特点、国际小学期及全英文硕士项目，表示根据学

校提升国际性的发展战略，希望加强与欧洲著名大学

的交往合作，建议加大两校学生交流、学者互访的力

度和学院之间实质性的学术合作。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是人民大学在西班牙最早的伙伴院校，但近年来两校

互访较少，人民大学代表团的此次访问对促进两校加

大实质性的交流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4日，程天权书记和代表团成员访问了雅

典大学（The National and C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雅典大学全称为雅典国立与卡珀得斯兰大

学，成立于18��年，是希腊最古老和最具影响力的大

学，也是希腊最大的高等教育学院。现有80,000名学

生、2000名教师，设有政治、医学、哲学、法律、理

学、神学等6个学院，涵盖�0个学科门类。雅典大学

校长Theodosios N. Pelegrinis教授热情接待了程天权

书记一行，双方就开展学术合作、学生交流和共同举

办国际学术会议、推进中希两个文明古国文化交流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商谈。Theodosios N. Pelegrinis校长

重点介绍了雅典大学的历史和地位以及与中国学者、

高校开展合作的基本情况，明确表示要与我校加强全

面合作。程书记对Theodosios N. Pelegrinis校长的热

情接待表示十分感谢，并特别介绍人民大学的学科特

色和学术实力以及学校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和影响，提出了加强两校合作的具体建议，如继

续推进双方学院之间的合作、继续加强两校学生、教

师交流、共同发起并举办以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主题的

国际学术论坛等。雅典大学外事副校长Theodore D. 
Liakakos 教授、法律、经济及政治学院院长Michael 
Tsinisizelis教授、国际关系及欧洲教育项目委员会主

席、历史与考古学院史前考古学Eleni Mantzourani教
授、经济学系主任Ioannis C. Demetriou教授、传播与媒

体学院Kalliroi Panagiotopoulou教授、公共与国际关系

处Elias Marsellos处长参加了会谈，并与人民大学代表

团成员就如何开展具体合作进行了交流沟通。在双方

充分商谈并取得了不少共识的基础上，程天权书记和

Theodosios N. Pelegrinis校长代表两校现场签订校际合

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人民大学与雅典大学的合作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访问期间，程天权书记和代表团一行还访问了对

人民大学给予了极大资助的西班牙最大金融机构桑坦

德银行，拜会了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教育组一秘王志

伟、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郑曦原，感谢他们长

期以来对学校的支持和帮助。 

陪同程天权书记出访的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成员

有法学院院长韩大元、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人

事处处长郭洪林、书记事务助理兼学校办公室副主任

李家福、国际交流处杜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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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跨学科研究	深化国际间作
—常务副校长袁卫率团访问美国

1月1�日至�0日，袁卫常务副校长率领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代表团一行�人先后访问美国芝加哥大学全国

民意研究中心（NORC）、密歇根大学社会科学研究

院、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高级分析研究中心、SAS公
司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袁卫常务副校长此行的目的在于深入推进学校

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与美国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

作，探索跨学科、跨院系研究机构的发展模式。在美

期间，袁卫常务副校长全面介绍了中国调查与数据中

心的性质、地位、宗旨、发展目标以及已经取得的成

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是学校直属的

跨学科、跨院系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由袁卫常务副校

长担任中心主任。中心以学校人文和社会科学强大的

学科优势为依托，汇集了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

人口学、新闻学等专业研究力量，科学、系统、全面

地采集、整理、存储并开发中国经济与社会调查数

据，进行调查方法与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实施具有

重大科学与现实意义的大型科研项目，为科学研究和

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自成立以来，中心卓有成效

地开展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发展指数（RCDI）、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

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调查数据库等大型项目，迅速发

展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并引

起国外同行的关注。

代表团首先对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NORC）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受到了NORC的高

度重视。代表团分别与中心常务副总裁Kirk Wolter先
生、高级副总裁Kathleen Parks女士、副总裁Jenny Lelly 
女士、美国GSS项目负责人Tom Smith 先生等高层管

理人士进行了会谈，双方均表达了合作的意愿，并就

开展GSS项目合作事宜进行了探讨。自1�41年甫一成

立，NORC便凭借综合社会调查（GSS）等项目迅速

成为业内权威及领军机构，其管理模式、运作方式、

经典项目以及成功经验对我校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无

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NORC的学术研究，数据调

查，教育与儿童发展，经济、劳工与人口，电话调查

与支持保障等部门负责人分别就综合社会调查、国际

社会调查、教育、公共健康等项目向代表团进行了详

细介绍，双方就调查方法和手段、统计程序与创新、

访员的培训与激励、受访对象的联系与定位、认知预

测、数据采集等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代表团还

实地考察了NORC电话调查中心，就数据采集技术现

代化进行了讨论。

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 Inst i 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简称ISR）是全球最大的高校社会科学调

查与研究机构，拥有全球最大的社会科学数据档案，

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其每年超过8000万美元的庞大

预算支持来自心理、商业、经济、卫生、人口、统计

和工程研究等20多个学科的200多名学者开展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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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中大型项目包括路透社-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

研究、健康与退休研究、美国国家生活研究、未来研

究检测、前瞻研究监测、收入动态追踪研究、世界价

值观研究等。我校目前正积极促进跨学科研究机构的

发展，探索教师双聘管理模式的完善，密歇根大学社

会研究院开展的研究项目以及该院所体现的跨学科研

究模式、开放共享的理念，正是代表团此行考察的重

点。密歇根大学负责学术事务的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Philip J. Hanlon教授会见了袁卫常务副校长一行，双方

认为两校已有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为今后进一步拓展合

作领域、提高合作水平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广泛的可能

性，双方将创造有利条件，继续推动各学科之间开展

多层次的积极有效的合作。此行的最大成果是袁卫常

务副校长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正式

签约，成为密歇根大学政治与社会研究大学联合数据

库（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在中国的国家级合作伙伴。在ISR讲座教授

谢宇的周密安排和大力协助下，代表团的访问活动密

集而高效，分别与ISR 的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

人口学、历史学、政治学、公共政策等学科教授和项

目负责人以及社会调查中心负责人进行了广泛交流，

特别就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项目合作、学生与教师互

派、调查方法培训、技术共享等具体合作项目达成了

共识。

在北卡州立大学高级分析研究中心和全球最大的

统计软件公司SAS，袁卫常务副校长一行主要介绍了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MSA）教育情

况，系统了解了SAS公司产品之一JMP软件的优势。 
SAS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常务副总裁John P. Sall 亲自

带领代表团参观SAS园区，详细介绍了SAS的发展历

史和企业文化，并就JMP软件的研发与强大功用进行

了重点推介。双方签署了MSA项目与JMP合作伙伴协

议，深入探讨了技术支持、人员培训、案例研究、教

材研发等深度合作的关键性问题。

在美期间，袁卫常务副校长还访问了加州大学尔

湾分校，看望了学校在芝加哥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孔子

学院工作的全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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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维麟常务副书记
率团访问非洲三所大学

�月1�日至22日，应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约翰

内斯堡大学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邀请，中

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牛维麟率团赴非洲进行访

问。随团访问的有：校长助理、后勤集团总经理黎玖

高，组织部部长高德步，科研处处长杜鹏，国际交流

处副处长李轶群。

�月1�日，代表团访问了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

Arnold van Zyl会见了代表团，研究生与国际事务办公

室主任兼孔子学院外方院长Robert Kotz，人文与社会

科学学院院长Hennie Kotze，国际学生事务负责人Ben 
Nel，短期项目及暑期项目主管Jan Willen，海外学习

及交换项目主管Tanya Fouche，当代外国语学院中文系

FengLei，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兼）Zuo Xuexie等参加

了会见。

会谈中，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就人大的学科情况、

学生情况、师资情况等方面做了综合介绍。他指出，

人民大学有七个一级学科在中国排名第一，居全国人

文社会科学领域之首，而斯坦陵布什大学在人文社会

科学方面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双方有良好的合作

基础。他指出，与非洲著名高校加强合作，既符合人

民大学未来开展国际交流、提升国际性的战略需要，

也符合两国之间的外交需要。他提到，近年来，人大

开办了暑期学校（国际小学期）、全英文硕士研究生

项目，成立了非洲研究中心，欢迎斯大选派学生前来

人大留学，并希望两校能够从学者互访、学生交换、

合作研究等多个方面入手，更加实质和深入的推动两

校间的交流与合作。双方就可能开展的合作进行了热

烈而细致的讨论，并就若干合作项目达成了共识。

会谈后，在国际合作部主任Robert等人陪同下，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参观了斯坦陵布什大学的图书馆、

学生中心等校园设施。中午，斯坦陵布什大学宴请了

代表团。午餐后，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和副校长Arnold 
van Zyl先生分别代表两校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双方互

赠了礼品。Arnold先生表示，他愿意在今年下半年前

来中国访问人民大学，会谈在愉快而富有成效的气氛

中结束。

�月1�日，代表团访问了约翰内斯堡大学，该校副

校长Adam Habib会见了代表团，国际交流处处长Jimmy 
Ellis、人文学院执行院长Rory Ryan、法学院Jan Neel等
参加了会见。

在正式会谈之前，代表团首先参观了约翰内斯

堡大学的图书馆、健康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和学生

宿舍等校园设施，国际处处长Jimmy Ellis、Brenda 
Godfrey，健康中心负责人Marietjie Bester、主治医师

Selva Chetty、学生事务主管Keeneth Ntombela等陪同参

观并做了讲解。

约翰内斯堡大学副校长Adam Habib先生对代表团

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他表示，以前学校更多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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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大学的交流，近年来才开始重视对中国的了解

及与中国高校的交流。因此，对人民大学的来访，他

表示非常期待并对两校未来的合作前景寄予很高的期

望。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向约堡大学介绍了人民大学的

综合情况、学科优势和办学特色，他表示，人民大学

也越来越重视与非洲高校的交流及合作，人大成立了

非洲问题研究中心，专门致力于面向非洲开展学术研

究与合作。去年，南非总统祖马先生访问人大并发表

主题演讲，也标志着人大与南非高校之间在教育文化

交流方面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次前来访问，希望两

校在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基础上开展学者互访和学

生互换等合作，并欢迎约堡选派留学生前来人大参加

暑期学校或全英文硕士项目。

约堡大学人文学院的执行院长Rory Ryan先生表

示，人大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排名和取得的成

就令他印象深刻，对人大开设的全英文硕士项目很感

兴趣，认为两校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有许多共同的、

可以开展合作的主题，他赞同牛维麟常务副书记提出

的交流应从教师做起、做实的建议，希望在近期带领

一个人文社科方面的教师考察团前往人大访问、为进

一步的交流奠定基础。

副校长Adam Habib本人也是中非问题研究的专

家，他表示会督促两校间下一步实质性的开展交流与

合作，并在合适的时间前来访问中国人民大学。会谈

中，双方还分别指定了下一步开展学者互访事宜的联

络人，负责落实会谈中达成的合作意向。

�月21日，代表团访问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该校

代理副校长Yunus D. Mgaya先生会见了代表团，他对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一行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他指

出，达校目前还没有与人大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与

中国的高校也很少有交流。他介绍说，法学、商学、

新闻学、教育学等都是达校的优势和重点学科，与人

民大学在人文社会学科方面存在着交流与合作的潜

力。他希望通过这次访谈，能够推动两校间开展正式

的合作。

牛维麟常务副书记表示，他很高兴了解到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特色，他首先介

绍了人大的综合情况和学科排名，人大是国家重点建

设的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

最负盛名的大学。中国与坦桑尼亚在政治、经济、社

会等多领域有长期的、良好的交往关系，此次来访达

校的一个重点目的，是为了在高等教育和文化交流方

面推动两校间的合作。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选派对

非洲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前来非洲进行考察和学习。牛

维麟常务副书记介绍了人大的暑期学校和全英文硕士

项目，欢迎达校学生前来人大学习、交流，人大会为

优秀的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等优惠政策。同时，他还表

示，愿意为达校的教师提供海外培训的机会，欢迎达

校选派优秀学者前来人大访问、学习。最后，他代表

学校邀请Yunus先生访问人民大学。

随后，代表团与达校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具体的

合作事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参与会谈的有校委会顾

问兼秘书Luoga, F.D.A.M.，计划与财务部主任Sylvia 
Temu，研究部主任Joseph Tesha，人力资源与管理部主

任Eduard Jambo，资产管理部主任L.M.Chamuriho，以

及校长办公室主任Yusufi  Lawi等。

会谈中，研究部主任Tesha认为，他们会着力宣传

人大的暑期学校项目，认为这个项目可以帮助非洲学

生更好的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他还向人大代表

团介绍了达校以“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主

题的“十年研究计划”，他表示，非常欢迎人大学者

前来达校研究非洲问题，他们会协调和协助解决来访

的具体事宜。校委会顾问Luoga介绍了达校的院系设置

和学科特色，她指出，达校在人文社科领域有许多方

面可以与人大展开合作。牛维麟常务副书记表示，人

大的非洲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环境学院

和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等院系或研究机构，与达校的

“发展研究所”、“资源评估研究所”等都有开展合

作的可能，建议双方在有重点的选择相近专业，选派

有共同兴趣的学者实质性的互访与合作研究。

在坦桑尼亚期间，我国驻桑使馆文化参赞刘东宴

请了代表团一行，并陪同访问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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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孔子学院

杨慧林副校长率团
赴非洲成功举行“三巡”活动

为落实国家汉办开展“三巡”活动（巡演、巡

讲、巡展）的文件精神以及纪宝成校长去年率团出访

非洲的会谈成果，杨慧林副校长一行2�人，于2月12日
至2月2�日访问了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内罗毕大学

孔子学院和留尼汪大学孔子学院。 

此次活动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重视，纪校长作出

专门批示，并在出访当天给代表团发来“祝顺利、成

功、安全，多保重”的祝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

院长郑晓华、国际交流处副处长石佳友、外国语学院

英语系李华、法语系谷天婺、校团委副书记李健希、

国际交流处王钰以及学生民乐团部分成员参加了这次

“三巡”活动。 

寒假期间，民乐团为了确保巡演质量，在相关教

师的悉心指导下进行了十余次排练。除去中国民乐的

传统经典曲目之外，民乐团还特别准备了“Amazing 
Grace”、“蓝色的爱”、“被爱的小花”等为当地

观众所熟知的乐曲，以及由法国作曲家比才的作品改

编而成的民乐版《卡门》序曲。此外，民乐团部分成

员自行编排了舞蹈《蝶》，将汉唐舞韵、书法、剑

术、太极、气功等多种元素巧妙地糅合于一体，借助

“蝶”的意象来烘托和诠释中国的文化与哲学，充分

展示了人民大学学生多才多艺的良好综合素质；舞蹈

最后由郑晓华教授挥毫泼墨，在舞蹈和音乐的配合下

现场书写恢弘俊逸的“蝶”字，将气氛推向高潮。这

些精心设计为演出的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2月1�日代表团抵达津巴布韦，利用周末考察了

当地的民俗风貌。回到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时，中国

驻津巴布韦大使忻顺康亲自到机场迎接。2月14日傍

晚，哈拉雷最大的礼堂Celebration Center张灯结彩，

宾客满堂。演出前播放了中国人民大学精心制作的春

节文化光盘《春节文化集锦》，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

院学生也表演了节目；随后，我校民乐团非洲之行的

首场演出正式开始。这套节目全面展现了人大学生的

艺术水准和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传统曲目《喜洋

洋》、《茉莉花》、《赛马》、《花好月圆》、《喜

讯传来》把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带给当地人民；旋律

清丽优美的《童心乐陶陶》、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

一夜》则将传统与现代融于一炉、；舞蹈《蝶》以及

郑晓华教授的现场书法表演、排鼓独奏《风如松》以

及由中国管乐唢呐、笙二重奏《正月十五闹雪灯》，

令每一位观众陶醉其中。“Amazing grace”是一首发

端于黑人世界的著名宗教歌曲，当民乐团奏响这首乐

曲时，许多黑人朋友不由自主地随声哼唱。演出结束

后，现场观众全体起立并热烈鼓掌，久久不愿离去。

我驻津大使忻顺康、津巴布

韦大学校长Nyagura教授等也

一同观看了演出。

2 月 1 � 日中午，杨慧

林副校长在津巴布韦大学

Humanities Lecture Theatre为
津大学生作了题为“Mapping 
Chinese  Cul ture  in  Three 
Pictures”的讲座。津巴布韦

大学校长Nyagura教授代表津

大致辞。讲座结束后，津巴

布韦大学的相关教授与学生

们与杨慧林副校长进行了深

入交流，并探讨进一步加强

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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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大学校长Nyagura教授在津大校内宴请代表团

一行。席间，代表团成员与津大教师进行了友好的交

谈，并向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赠送了二胡、笛子等

中国传统乐器。随后，杨慧林副校长代表学校前往看

望中国人民大学在津大孔子学院服务的志愿者，详细

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及工作情况。

2月1�日晚上，我驻津巴布韦大使馆宴请代表团一

行。晚宴开始前，民乐团学生们为使馆工作人员献上

一台精美的演出，演出过程中不时穿插介绍中国的民

族乐器。郑晓华教授并向使馆赠送了书法作品，使馆

工作人员感到受益匪浅，表示这一活动非常有助于使

馆开展中国文化方面的工作。

2月16日上午，代表团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代

表团利用2月16日-1�日的休整时间，对肯尼亚马塞马

拉生态保护区进行了参访。2月18日中午，我驻肯尼亚

大使馆延秀生参赞设宴欢迎代表团一行。延参赞等使

馆官员向代表团介绍了肯尼亚的基本情况，杨慧林副

校长也向使馆官员介绍了此行的安排。延参赞表示将

大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继续开展

交流与合作。

2月18日下午，代表团抵达内罗毕大学人文学院

报告厅进行彩排，下午4:�0演出正式开始。此次演出

观众基本为内罗毕大学学生。在演出互动环节，内大

学生们展示出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良好的知识背

景，共同演唱了《茉莉花》、“Amazing Grace”和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曲。演出结束后，杨慧林副

校长代表人民大学向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赠送了中国

传统乐器，内大学生也纷纷向民乐团学生请教民乐知

识、讨论中非文化的差异，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内罗

毕大学副校长兼孔子学院院长姆贝奇教授、我驻肯尼

亚使馆官员观看了演出，中央电视台驻非洲记者还对

演出进行了全程摄像，并采访了代表团成员。当晚，

郑晓华教授在内大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作了有关中

国书法艺术的讲座，并现场表演了中国书法，引得内

大学生们一阵阵惊叹。讲座结束后，很多学生久久不

愿离去，深深折服于中国书法的魅力。

2月1�日晚，代表团抵达法属留尼汪岛，我驻圣

但尼总领馆张国斌总领事和留尼汪孔子学院副院长王

晶女士到机场亲自迎接。2月21日下午，法学院石佳友

副教授在留尼汪大学法学院以法语作了题为“中国侵

权责任法：比较与反思”的讲座，他以200�年通过的

《侵权责任法》为例，指出当代中国法律所包含的正

义、公平、和谐、开放、包容等价值观；讲座由法学

院前任院长Jean-Baptiste Seube教授主持，Pascal Puig院
长、法律研究中心主任Grégory Kalfl èche教授、Mathieu 
Maisonneuve副院长及部分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石

佳友并与听众进行了充分互动，回答了有关传统法律

文化、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法治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

作用等问题。

2月21日下午，代表团抵达留尼汪首府圣但尼市市

政厅，下午6:�0演出正式开始。张国斌总领事和圣但

尼市第一副市长分别致辞，介绍了留尼汪岛的基本情

况以及中国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由于留尼汪岛为法国

海外省，民乐团特别为当地观众演奏了法语歌曲《蓝

色的爱》和本地歌曲《被爱的小花》，在观众中引起

了极大的共鸣。而当民乐版的《卡门》序曲演奏完毕

后，现场的气氛达到高潮，全体观众起立并报以长时

间的热烈掌声。张国斌总领事和圣但尼市第一副市长

再次登台致辞，高度评价了乐团的精彩演奏。他们指

出：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艺术家们不仅给观众

展示了传统的中国，而且呈现了充满浓郁现代气氛的

当代中国；他们不仅演奏了传统中国的经典曲目，而

且还不可思议地演出了西方、特别是法国的经典歌

剧！他们奉献的音乐会极大促进了留尼旺人民对中国

文化的兴趣与了解。当地主流媒体《留尼旺日报》并

对音乐会进行了采访和报道。演出结束后，圣但尼市

政府为代表团举行专门的招待酒会，郑晓华教授现场

再次挥毫拨墨，分别将其作品赠送圣但尼市政府、我

驻圣但尼总领馆和留尼汪孔子学院。代表团并向留尼

汪孔子学院赠送了传统乐器。

2月22日中午，圣但尼市政府宴请代表团一行，

并安排当地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与民乐团学生们直接

交流。在音乐这一超越国界的载体推动下，当地音乐

家第一次深入了解了中国音乐，双方的即兴合奏，

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化之间的交融。正如郑晓华

教授赠送给留尼汪市政府的那个“融”字：留尼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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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nion）以意译之，亦可谓“融”，融合、融汇、

圆融无碍。离开留尼汪的前夜，民乐团的同学们又聚

在海边轻弹浅唱，引得游客纷纷驻足。一位法国小伙

子特意抱来小提琴，当场向同学们学习中国乐曲。

《春江花月夜》在印度洋边余音如缕，为人大代表团

的非洲“三巡”留下了圆满的印记。

此次“巡演、巡讲、巡展”活动通过音乐架起

了中非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讲座加深了非洲人民对

中国文化的了解，通过春节民俗的展示增强了欢乐和

谐的氛围。同时，这些活动也提高了我校在海外的影

响力，促进了孔子学院在当地的进一步发展。访问期

间，代表团与三所孔子学院探讨了学生交流和教师交

流方面的良好前景，并达成多项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就合
作共建孔子学院事务举行电话会议

为商讨两校合作共建孔子学院相关事宜，应哥伦

比亚大学邀请，�月2日晚�点半中国人民大学与哥伦比

亚大学举行了电话会议。人民大学参会人员包括：副

校长杨慧林，国际交流处处长唐忠，副处长程鑫，副

处长石佳友，项目协调人王钰。哥伦比亚方面参会人

员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Nick Dirks，东亚语

言文化系系主任Robert Hymes，东亚研究所所长Myron 
Cohen, 研究生教学中心主任Steven Mintz, 中国语言项

目主任刘乐宁以及该校学校发展办公室的Jessy Kelly。

双方各自介绍参会人员后，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

校长首先介绍了孔子学院理事会的职责和功能。与目

前大部分孔子学院不同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孔

子学院定位为研究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理事

会的主要职责是对孔子学院合作项目和研究计

划进行审核和协调。

随后哥伦比亚大学方面介绍了2010-2011学
年孔子学院开展的项目以及2011-2012年的项目

计划，特别强调了人民大学教师的参与情况，

并希望人民大学能够提出建议和合作支持。双

方参会人员就近10个项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达成了广泛共识。双方将以孔子学院为平台，

进一步加强关于当代中国研究各领域的合作。

另外，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已正式致函国家

汉办，确认人民大学为该校孔子学院中方合作

伙伴。

海外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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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吴红波大使
访问莱比锡孔子学院

1月1�日下午，吴红波大使在使馆教育处姜锋

公参、莱比锡市政府外办主任郭嘉碧 (Dr. Gabriele 

Goldfuss) 博士和莱比锡大学国际交流处主任保乐（Dr. 

Svend Poller）博士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莱比锡大学孔

子学院。

吴大使在德方院长柯若璞教授（Prof. Dr. Philip 

Clart）和执行院长岳拓（Thomas Roetting）先生陪同下

参观了孔子学院办公和教学场地，听取了孔子学院在汉

语教学、师资、课程、文化活动等方面的介绍。 

吴大使表示，语言是不同文化之间人们互相沟通

的桥梁，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与当地机构合作举办孔子

学院，既满足了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愿望和学习汉语的

需求，又增进了中外之间的沟通交流，深受各方欢迎。

孔子学院的工作不仅有语言学习，也有学术交流、文化

活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宽广。目前德国的11所孔子学

院和�所孔子课堂，和全球孔子学院一样， 都是中外合

作办学的模式，这种合作方式灵活，因地制宜，符合双

方的需求，效果很好。 

吴大使充分肯定了莱比锡孔院几年来的工作。他

说，莱比锡孔子学院在多方支持下，中外方密切合作，

立足于本地区，多方筹集资源，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执

行院长岳拓先生获得2008年全球孔子学院先进个人、孔

子学院荣获200�年度先进孔子学院的称号，这与中外方

院长及全体员工的努力和各方面

的支持，尤其是莱比锡市政府和

莱比锡大学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

的。吴大使向支持孔子学院工作

的各方表示感谢，并表示，使馆

今后会更加支持孔院工作，把学

院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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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安娜堡

美国密歇根州位于密歇根湖的东侧，闻名于世的

汽车城底特律位于密歇根州的东部，而安娜堡就位于底

特律的西部2�公里处。

安娜堡是一座大学城，全城人口10万，而大学生

就有4万。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国家公立大学就坐落在这

里。也许是由于它的名气（前Big Ten），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2010年�月1日上午11点来到美国最大的体育场（可

容纳10万人）--密歇根体育场为此年度毕业的大学生进

行了充满热情而幽默的演讲，受到学生和安娜堡居民的

热烈欢迎。

安娜堡城的历史已逾�00年，而密歇根大学也有近

两百年的历史了（181�年建立）。安娜堡又是一个宁静

的小镇，这里空气新鲜、景色怡人。当第一片绿叶爬上

枝头的时候，春天就来到安了娜堡。

春天的安娜堡百花争艳，万枝竞放。总的花期约

在4�天左右，而每一种植物的花期（除无花果之外）至

少也有半个月。这里的花太多，以至于大多数人都不太

知道花的名称。这里的花和北京的花之不同之处，即花

开满树，雍荣华贵，气势非凡，少见绿叶。

夏天，这里的太阳热情洋溢，万木争荣，郁郁葱

葱，除了绿叶之外，还有不少错过春季大花期的花仍在

开放。在这里，休伦河静静地淌过安娜堡的丘陵山谷，

由北向南流去，你常常会看见情侣双双、鸳鸯戏水，人

与自然形成极为和谐的画面。当然，夏夜是绝少不了虫

鸣的，各种不知名的虫子在夏夜一展歌喉，这就构成了

夏夜安娜堡的自然交响乐。

当第一片黄叶从树上飘落时，这里的秋天便降临

了。安娜堡的树木种类非常之多，待到深秋之时各种树

叶就纷纷落下了，满地松软的黄叶煞是好看，有许多树

叶被环卫工人装袋拉到加工厂面漂亮的物件，或是加工

成花草肥料；有些叫不上名字的黄叶很像北京的秋天的

银杏，十分透明、可爱。

冬天的安娜堡十分吸引人：一般到了圣诞前后就

会下雪，而且一场雪下起来往往是一周左右，因此雪铺

的很厚，至少20厘米左右。如果冬天来到的早，可能在

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密歇根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齐柏平

感恩节（圣诞前约一个月）后就会开始下雪。美国人认

为圣诞下了雪，来年就丰收。这种说法类似中国“瑞雪

兆丰年”之谚语。

安娜堡的雪景十分漂亮，尤其你见到那么多的碧

绿的青松在白雪中挺立，你就会想起陈毅老总写的“大

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

佳句来。直到这时，也只有这时，人们才理解为什么所

有密歇根大学工作人员的名片上都用安娜堡的松树来作

图标。

安娜堡的冬天比较长，一般都在�至6个月，这里

北方的冷气流直达，但又倒八字的地势又使寒流难以发

散，所以冬天时间长，气温低，大雪多，使得安娜堡成

为美国最冷的几个州之一（只有明尼苏达州较之更冷一

点）。

由中国人民大学生与密歇根公立大学合作的孔子

学院在密歇根大学的中校区（该大学分东校区、北校

区、南校区、中校区），位于安娜的东南部。这里交通

发达、便利，前面是一片自然林区，这里也是松鼠们的

天堂，他们经常大模大样地出入草地、穿梭树间，很多

学生经常喂它们的食物，它们看见人就会跑过来向你要

吃的，如果你不给，它们就站起来作揖，那时你不给还

不好意思呢。

孔子学院能够尽观安娜堡的四季，欢迎你到密歇

根大学孔子学院来哟！

海外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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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成功举办
商务讲座——一个资深律师的二十年中国观察

2011年�月�1日，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邀请丹

麦最大律师事务所Kromann Reumert（科曼律师事务

所）的资深律师兼合伙人Ian Tokley（中文名字唐彦）,

为大家讲述从业经历中长达二十年的中国渊源，和对

中国经济腾飞的个人观察。

本场讲座由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院长沃姆教授

主持，吸引了丹麦商界和哥本哈根商学院师生共五十

余人参加。

主讲人Lan律师的职业履历辉煌，是在亚洲和欧

洲都被认可的杰出律师。　他目前是丹麦顶尖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在2001版IFLR1000（国际金融法律评

论1000强）中被评定为丹麦银行和金融法最佳律师之

一。

作为出生在香港的英国人Lan对亚洲的感情和认

同是否同幼年的早期记忆相关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位

英国长大ā受到英式传统教育的律师，职业生涯中和

亚洲的交集，却始于1��1年。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十

多年从业经历，让他对中国的认识超出了简单的语言

和文化认同，从律师的职业角度经历中国银行和金融

业的发展，再从职业和个人经历的角度观察并解读中

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沸腾生活的灵动记忆令Lan滔

滔不绝。他是早期参与并帮助中国制订和起草公司和

银行法的法律顾问，他是九十年代在清华MBA讲堂上

给学生们教授国际证券法的外籍专家，他是著有多本

介绍中国银行法和实践的教科书作者。近年来，他作

为代理律师经办了若干中国公司在香港ā伦敦�纽约

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业务，见证了中国投资人和公司一

步步成长为全球经济版图上强大富有的一方力量。

丰富的经历使得Lan的讲述生动有趣，从职业生

涯的小故事，到个人经历的小插曲，从对中国经济发

展战略的评价与分析，到对中国城市变化的今昔对

比……Lan通过个人经历和体验给在座的丹麦听众描绘

了一个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中国ā一个给人惊奇惊喜

不断的中国。

本次讲座作为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2011年的系

列讲座之一，旨在多方位多角度介绍中国，介绍中国

文化ā商务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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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辛基体验中国庙会
2011年2月2日，正值中国大年三十－除夕之夜，

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在赫尔辛基市中心广场，

北京市与赫尔辛基市政府联合举办中国庙会。赫大孔

子学院充分利用庙会人多的特点和地处闹市的优势来

宣传介绍所开设的各种汉语和有关中国文化课程。庙

会前，孔院多次专门开会研究部署参加庙会的具体内

容，印刷小册子，准备布置摊位的宣传品等。

尽管天寒地冻，雪花飞舞，帐篷里的温度在零下

几度，孔院的全体教师员工穿着厚厚的棉衣和棉靴，

扛着装饰和宣传用具早早来到场地布置摊位，摆放宣

传品，张灯结彩。人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孔子学院的帐

篷里咨询打听学习汉语的信息，了解中国情况。当天

在广场上有二十多座帐篷，只见孔子学院门前人头攒

动，熙熙攘攘最热闹，估计前来咨询人数在四、五百

左右。

海外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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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与美湾小学
联合举行汉语演讲与文化表演活动

2011年�月10日下午，芬兰赫尔辛基的积雪已经

开始融化，美湾小学的师生和赫尔辛

基大学孔子学院的联合举行了汉语演讲与文化表

演活动。 

美湾学校是芬兰第一所使用芬汉两种语言进行教

学的学校，目前学习汉语的在校学生已有一百多名，

中文教学课程还在2010年12月获得欧盟和芬兰全国教

育委员会联合颁发的“欧洲语言教学创新奖”。   

在表演活动中，五十多位活泼可爱的中小学生分

别表演了 “最好吃的蛋糕  ”等中文话剧、歌曲、钢琴

演奏、诗歌朗诵等节目。他们发音清楚，表情生动，

获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参加表演的还有艾斯堡地区

中文学校的中学生。

孔子学院的学生表演了中国武术、民歌等节目，

尤其是由赫大学生Eda Heimone 表演的京剧《拾玉

镯》，更是赢得大家的称赞。当天在场观众达�0余

文/中国人民大学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 岑玉珍 

人，一些家长也出席并观看了表演。

演出结束后，孔子学院院长高歌先生、李远征女

士以及美湾学校老师Pia女士给参加表演的学生颁发了

纪念品，希望美湾学校学校的孩子们更努力地学习汉

语和中国文化，做促进芬中友谊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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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籍打开了解中国的窗口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在于韦斯屈莱成功举办
							“汉语教材与文化图书展”

2011年2月24日中午12点在芬兰中部城市于韦斯

屈莱（Jyväskylä），由赫尔辛基大学联合于韦斯屈莱

大学主办的“汉语教材与文化图书展”在该校图书馆

举行，吸引了正在图书馆阅读的师生驻足观看。

于韦斯屈莱大学副校长Helena Rasku-Puttonen教

授致开幕辞，希望藉此推动芬中文化的语言和文化交

流。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远征教授向观

文/中国人民大学周俊

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成功举办
第二届中芬女子中国象棋友谊赛

2011年2月26日， 美丽的千湖之国芬兰赫尔辛

基市此刻是白雪皑皑，漫天皆白的冰雪世界。赫尔辛

基大学孔子学院在充满中国浓郁特色、张灯结彩的教

室里，成功举办第二届中芬女子中国象棋友谊赛。首

先，由芬兰象棋协会会长Raimo Lindroos先生致开幕

词。在简短讲话中，他盛赞孔子学院为推广中国象棋

在芬兰的进一步普及而做出的努力，并预祝棋手取得

好成绩。

比赛于上午10:�0分准时开始。中芬棋手展开激

烈的对弈，她们坐在棋桌旁，时而托腮凝思，时而切

磋棋艺。小小棋盘连接着我和你，共同的兴趣使他们

忘记了自己的国籍。与其说是比赛不如说是在相互学

习与交流加深友谊。经过三个小时的比赛，最终中国

棋手蒋平以三战全胜的成绩获得第一、芬兰棋手Elina 

Löfström获得二、中国棋手柴燕如获得第三。孔子学院

文/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李远征

中方院长李远征为获胜棋手发奖，并和全体棋手合影

留念。比赛结束后，中芬棋手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众介绍了书展的目的、内容、孔子学院和汉语学习。

于韦斯屈莱图书馆馆长Kimmo Tuominen教授、语言中

心主任Peppi Taalas教授、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芬方

院长高歌教授、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组负责人宗纲

先生等出席了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各界人士有�0余

人。当日来参观书展的读者络绎不绝。

\

海外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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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在奥卢大学
成功举办汉语教材巡展

2011年�月2�日，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在芬兰

北部风景秀丽的奥卢大学图书馆成功举办了汉语教材

书展和中国文化研讨会。尽管此刻奥卢这座城市到处

是白雪皑皑，可是书展还是吸引了许多汉语学习爱好

者。五彩缤纷的教材和有关中国文化的各种图书约百

种摆放在图书馆二层走廊紧挨楼梯口，非常方便过往

的人们浏览阅读。

开幕式12点整开始，由奥卢大学Oulu语言中心主

任Harry Anttila 主持，中方院长李远征介绍举办书展的

目的及书展的内容，同时也向在场的人们介绍了孔子

学院的主要课程与文化活动、教师培训、HSK考试、

中国文化讲座等。而后，由汉语教师志愿者陈维雁和

纪雪娇当场演示了体验中国文化的有声挂图。魔笔点

击之处既有京剧唱腔响起，也有中国典雅园林建筑展

现在观众面前，中国民俗、传统美食尽收眼底。在场

观众聚精会神，完全被吸引到这美妙神奇的汉语世界

中。随即就有�0多人来到展台前翻阅书籍，咨询有关

汉语学习的问题。

当天下午，在大学的一个宽敞明亮的报告厅里举

办中国文化研讨会。首先，由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

组负责人宗钢先生介绍了中国汉语教育的方针政策及

文/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李远征

海外汉语教育现状与加强国际合作的趋势，高歌院长

介绍了孔院的宗旨、功能、孔院的发展与所面临的挑

战。孔院教师周俊通过对中国当代媒体实例的分析讲

述了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汉语教师志愿者陈维

研现场介绍通过象形文字的特点帮助学生凭借想象、

拆分组合来学习汉字与记汉字的方法。会场气氛异常

活跃。几个听讲座的学生坐在前排跟读模仿。最后，

赫尔辛基大学学生Jaana Janhunen就自身在北京大学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汉语的体会和经历跟与会听众

进行交流。在场听众饶有兴致提出问题与讲座人进行

讨论。研讨会持续了三个小时，前来参加中国文化研

讨会的人数达�0人。

海外孔子学院



2�

学者风采

风采扬万里	学海觅真知
——记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汤珂副教授

汤珂：
中国人民大学汉青

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副

教授。2002年获清华大学

材料科学硕士学位，2004

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金融工程硕士学位，2008

年获英国剑桥大学金融学

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曾

在摩根大通欧洲总部（伦

敦）任商品期货组分析师。主要的科研方向是商品期

货市场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现在的研究主要探讨商品

期货的指数投资和大宗商品的泡沫。自去年年底开

始，多次应邀赴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参加联合国

全球商品论坛等重大国际会议并做重要报告，在国内

外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他是剑桥大学金融学博士，世界顶尖的学历让无

数人望尘莫及；他是摩根大通的金融分析师，前途无

量的工作令多少人艳羡不已；现在，他只是“汉青”

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的一名老师。回归学术的他，

如今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创造了一片新天地：回国任

教仅两年，他提出的学术思想，就在国内外学界引起

轰动。

他，就是“汉青”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副教授汤

珂。

几经曲折，回归学术钻科研

“要想成功，首先要对自己做的事情有兴趣。然

后要想清楚自己这辈子应该做什么。”在总结自己丰

富的人生经历时，汤珂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

从漫长的求学生涯到辛苦的业界工作，最后回归

平静的学术研究，汤珂教授经历过两个重要的人生转

折：第一个是下定决心到剑桥大学研读金融学博士，

文/社会人口学院2007级   陈阳

第二个是放弃业界的高薪工作到我校“汉青”研究院

做一名教师。

在清华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汤珂教授的人生规划

是读完硕士就到业界工作。然而在工作中他却发现，

自己身边做出卓越成绩的人都有取得世界名校的博士

学位。为了谋求更大发展，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剑

桥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这三年的博士训练对我非

常重要，正是在这期间，我发现金融是我的兴趣所

在，并且预感到自己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汤

教授这样评价自己的博士生涯。

此后汤珂教授又在业界工作了一年，但逐渐发现

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业界。“金融业界的工作压力太

大，而且你会被要求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而汤教

授却是一个崇尚创造性和自由的人，他希望每天都有

时间思考。工作和人生追求上的冲突让他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未来。

回归学术，走上大学的讲台成为汤珂教授最终

的选择。“读本科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想过自己将来

会成为老师。”汤教授笑着说，“但我的确享受做学

生工作带来的那种成就感。”他偏爱大学校园的学术

氛围，并认为这个学术圈能进一步培养自己的研究兴

趣。与此同时，大学里相对纯洁的环境、平静的生活

都让汤教授“自由支配时间，安心学术研究”的愿望

得到实现。

当初汤教授考虑回国发展的时候，曾有数所国内

顶尖高校向他抛出橄榄枝，最后他选择了中国人民大

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作为自己回归学术

的新起点。他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大金融学拥有雄

厚的实力和丰富的资源；其次，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

院，“汉青”的制度相对灵活，能够为自己提供广阔

的发展平台；再次，“汉青”研究院生源优质，每年

涌现出来的优秀学生，让他的教学更有动力。

“现在回想起来，我做了这么多决定，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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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就是选择到人民大学‘汉青’研究院执教！”汤

珂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

见解深刻，学术思想是根本

来到“汉青”研究院的汤珂教授可谓如鱼得水，

近年来他连续在国内外诸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其中多篇文章入选各大重要国际会议。自去年年底

开始，汤教授还多次应邀赴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家

参加联合国全球商品论坛等重大国际会议并做重要报

告，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其实是很累的。”汤教授坦

言。起初出国参会，八点钟开始的会议，他四点钟就

要起床准备。再加上动辄十余个小时的时差，种种困

难经常让他感到很疲惫。“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参

加这些活动很值得。”汤教授认为，想要在金融领域

有所成就，就必须多在国际会议上发言，让大家了解

自己的观点，以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从而扩大自己

的学术交流圈。汤教授还鼓励青年教师克服胆怯的心

理，多出国参加国际交流会议，大胆表达自己观点，

通过交流合作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这是一个慢慢

积累的过程。”汤教授说。

对于纪宝成校长提出的“学术本位”理念，汤

教授有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理念的提出对老师和

学校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对老师来说，学术是一名老

师的重要职责。做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产生新的学术

思想，这个思想需要对社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有所裨

益。对学校来说，新的学术思想能够引领金融界发

展。汤教授引用了很多海外名校的事例来支撑自己观

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

授，他的一些学术思想就为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

复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谈到进一步涵养我校学术氛围，汤教授提出两

点建议。第一，鼓励老师多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他认

为，一方面老师要敢于出国“推销”自己的见解，另

一方面学校也要加大对老师出国交流的支持力度；第

二，从科研的角度，我校想要办成“人民满意，世界

一流”的大学，就要让某些学科首先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即让我校老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得到国外相同领

域学者的充分认可。“事实上，国外很多学者都是通

过判断某个学校老师的水平来间接认识这个学校的科

研水平。”因此，汤教授鼓励我校老师加强与国外学

者的交流与合作，以提高我校老师的国际知名度。

此外，汤教授还深入阐述了自己关于如何产生

新的学术思想的看法。他表示，作为一名学者，首先

要勤勉于学，认真阅读研究领域内到目前为止的所有

文章，积累扎实的基础知识；其次，对于脑海中产生

的各种想法，判断其是否重要的最好途径是与他人讨

论。“如果你认为这个想法重要，第二个人、第三个

人也认为你的想法重要，那么这个想法也许就值得深

入研究。”汤教授指出，在金融学界，提出一个问题

要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困难，但也更重要。

“所以我认为产生新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提出新问题。”汤教授总结到。

描绘蓝图，国际交流乃大势

“对于暑期国际小学期项目，我举双手赞成！”

在汤教授看来，暑期国际小学期项目能让学生和老师

都获益匪浅。学生在全英文授课的课堂上学到新知

识，同时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老师则在和国外

中青年学者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中产生新的灵感火花，

从而形成互利合作的双赢局面。

针对目前我校和国内外多所高校合作开展的交换

生活动，汤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研究社会

科学的人有必要了解一个国家的风俗、人文特征、书

写习惯、以及逻辑性等。只有到这个国家的大学上过

课，才可能真正感悟这些特点。汤教授认为，在全球

化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有出国经历的人拥有比普通

人更高、更远的视角和眼界，也更容易在激烈的竞争

中胜出。“开阔眼界也是我支持学生出国交换甚至深

造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汤教授同时强调，留学不能盲从。“并不

是每个人都适合出国。千万不要为了出国而出国。”

他说，在出国的问题上要注意两点：一要了解自己是

不是适合出国；二要慎重选择学校。

采访最后，汤珂教授展望了“汉青”研究院的

未来发展。“我认为，要争取把汉青研究院打造成顶

尖的研究院，不管是学术成果、研究成果还是学术思

想，都要达到国内一流和国际先进水平。他说，“以

‘十年腾飞’计划为依托，不断实践和发展多方面的

国际性项目，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汤教授的话

语中充满期待。

为人师表，严谨治学，笃实求新，孜孜不倦。茫

茫学海中，汤珂教授还在寻觅真知的航道上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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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人大

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荣获“2010年北京市公安外国留学生
管理工作先进单位奖”

2011年1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2010年北

京市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大会”，我校

作为获奖单位参加了会议。今年，市公安局面向全市

各高校、中小学共评比、颁发了1�个先进单位奖，共

有10所高校获得表彰。

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涉及外国人出入境相关法律

法规，涉及外国人在京期间治安、集会、宗教活动等

涉外敏感事件，是否能把这项工作做好，关系到首都

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政治、文化各项事业是否能够顺

利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每年颁发此奖，以鼓励在京高

校和中小学严格贯彻执行外国留学生相关管理规定，

创新工作思路，改进管理方法，为维护首都稳定和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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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印象

教科书、电视电影、报刊杂志、别人的谈资……

这些都让我对德国有了自己的勾勒。直到2010年，在

伊拉斯谟－世界奖学金的资助下，我有机会来到德

国，来到鲁尔区，一切不再是想象的，而是真实的。

鲁尔区所在的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与德国

的其他地方相比，都大不相同。北威州不仅是德国人

口最密集的联邦州，其人口数量超过奥地利与瑞士之

和，1�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更重新塑造了这一莱

茵河下游地区。煤炭、钢铁和轰鸣的机器，不仅推动

了德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人们对鲁尔区的固有

想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外人对德国人的刻板

印象：充满高效、严谨、秩序的工业精神。

曾经的欧洲工业心脏时，今天这里大多数冒着

浓烟的工厂和煤矿都已偃旗息鼓。上世纪60年代以

来，鲁尔区煤矿因产量衰竭而关闭，钢铁厂也因为钢

铁需求的降低而停产，如今北威州已经把发展的重点

转移到高科技、文化和服务业上了。不过那些废弃的

厂矿，并没有化作推土机下历史的瓦砾，而是被巧妙

地改建成了博物馆、音乐厅、游乐场或是电影院：储

气罐成为了装备尖端科技的展览空间；鼓风炉周围可

供游人自由攀爬；涡轮房被装修成了精致餐厅；锅炉

房则改造为时尚舞厅。所以当鲁尔区的埃森当选为

“2010年欧洲文化之都”时，请不要惊讶，原来工业

也是一种文化。

提起埃森，就不得不说到克虏伯家族。这个家

族几乎就是钢铁和埃森的同义词，克虏伯的工业帝国

正是德国在近代崛起为欧洲一强的标志之一，并且在

两次世 界大战中武装了德军。然而这家当年全球最有

影响力的军火商，三分之二的工厂于二战中被摧毁。

然而在战后短短几十年时间，克虏伯公司和埃森都完

成了各自的转型。克虏伯二战后改以民用机械生产为

主，目前仍是拥有20万雇员和�80亿欧元的年营业额的

欧洲大公司。而埃森则成功地由一个工业基地，成为

商业和文化中 心。诚然，工业城市不是那种能够轻易

博得人们发自内心赞颂的地方，但当我第一次出现在

埃森街头时，仍然被这种城市所有广阔的绿地和半木

质的中世纪街区所吸 引——很难想象，这就是传说中

的工业之都。

尽管工业之州已成为过去时，但仍然有工人阶

级的文化得以流传——比如说足球。工人子弟的后代

不再传承祖上挖煤炼钢的生计，但却继承了父辈看球

踢球的 爱好。北威州曾出现过1�支甲级球队，占征战

过德甲的球队的1/�强。多特蒙德、沙尔克04、勒沃库

森、门兴格拉德巴赫、波鸿……这些中国球迷耳熟能

详的俱乐 部，多是由当年的德国工人们所建立，迄今

最铁杆的球队拥趸，也多是出身于劳工阶层。每逢周

末比赛日，在来往于北威州各地的火车上，你总能碰

见去现场看球的 球迷，他们穿着所支持球队的球衣，

戴着印有球队队徽的围巾，同时也拿着啤酒瓶。在德

国，人山人海，乘车拥挤的场景并不多见，但我可以

保证，在每周末的球赛时间前后，在球场内外和通外

球场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上述情景总是会如期发生。

讲到足球，多说几句有关运动的话题。初来乍

到，德国人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热衷体育活动，无论是

在莱茵河畔或是黑森林中的小道上，都能见到慢跑健

身的 人。即使是大城市，在城市边缘也不乏人烟稀

少适宜锻炼的地方。室内的健身房和体育馆在德国也

十分常见。另外，不管参加什么运动，也不问水平如

何，德国人往往都身着专业的运动装备：跑步必须是

运动短裤加慢跑鞋，徒步走要有手杖，骑自行车要穿

紧身裤，戴头盔和护膝。优良和合适的装备，会使运

动成为真正的享受，同时也更加安全。

不过千万不要把鲁尔区等同于北威州。北威州不

仅拥有铁面具气质的工业文化，还有众多德国乃至欧

文/伊拉斯谟－世界奖学金学生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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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历史文化名城。州首府杜塞尔多夫是诗人海涅的

故 乡，老城区区内保留着许多古老建筑物，酒吧及各

国风味的餐馆林立。以温泉闻名的亚琛靠近德国、荷

兰、比利时三国的交界处，也曾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

中心。明 斯特是1648年签署和约终结“三十年战争”

的地方，老城区在二战中毁坏殆尽，战后却完全模仿

中世纪的格局重建。科隆作为该州最大的城市，则是

历史和建筑 的立体教科书，无论是古罗马的城墙，

中世纪的教堂，可能就隐匿在一座普通的战后建筑之

后。还有贝多芬的出生地波恩，这座1�4�年到1��1年
联邦德国的 首都，并没有因为迁都柏林而衰落，大量

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学生群体的存在，使这座前首

都继续保持活力。

没错，学生群体和校园文化，使得后工业时代

的鲁尔区和北威州并没有随时间而老去。这里拥有德

国最密集的城市群的同时，几乎每个较大的城市都拥

有自己 的大学，其中明斯特和亚琛更以其大学城而闻

名。德国的课堂，自由但高效。20多人的Seminar，每

节课都是先由一组同学做相关主题的 Presentation，然

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提问。老师作为一方面引导

课堂的讨论，一方面就同学的发言进行点评和指正。

其实在国内，这种自由的上课方式也有，但是讨论的

气氛要差一些，时常出现无人发言冷场情况。我究其

原因，恐怕并非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敛，而是很多同

学没有在课前没有阅读老师提供的 文献。而在德国，

不仅要求课前阅读文献，并且需要提出三个问题发邮

件给老师，作为家庭作业。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文献的阅读，也使同学们上课有话可说。严谨的操

作规范，使得自由而高效的课堂成为可能。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忍不住想要游学的地方。值得

庆幸的是，如果你是北威州的学生，每学期缴纳的注

册费都会为你还来一张学生季票，可以在北威州境内

免费 乘坐包括火车、地铁和巴士。工业时代留下的遗

产不仅有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同时还有福利国

家——这个词正是由德国人创造的。

虽然只在德国待了短短五月，但我努力将日常生

活暂时抛在脑后，来亲身体验异国的文化，来发现生

活在别处的人们，那些历史和那片土地。或许，德国

的滋味正如他们的啤酒，不可浅尝则止，而需要长时

间慢慢品位其沉淀的底蕴。

求是 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巩育华（伊拉斯谟项目赴土耳其萨班哲大学交流）

因斯布鲁克是“因河上的桥”的意思，是阿尔卑

斯山脚下一个安静的奥地利小镇，到那里去拜访朋友

其实是个意外，但事实证明不虚此行。

和求是邂逅于罗马街头。她穿着碎花连衣裙，

短外套、打底裤、运动鞋，乌黑的长发。小雨，罗马

竞技场外，她背着背包，颠颠地跑过来，用中文跟我

说，你好，能帮我拍张照片吗？我说好啊，然后她摆

了很多妖娆的姿势，然后她就带着第一天抵达意大利

的我逛罗马了。我说，你是交换生吗？她嫣然一笑，

我�6岁啦，两个儿子，大的要上高中了，现在在奥地

利开中餐馆。我不能淡定地从地上捡起跌落的眼镜，

她让我相信自信、开朗的女人可以战胜岁月，在结婚

生子后�6岁的时候依然可以活力四射，看起来像一个

大学本科生。

她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求是，我说，你老公叫实

事吗？如果这样的话，人民大学就该请你们夫妻俩做

代言人啦。（“实事求是”是人大的校训，人大是我

的母校。）她大笑，带着我去看威尼斯广场，西班牙

广场和对面的那条奢侈品大街，欢乐幽默，一路照顾

着我。在许愿池边，她说，你知道你应该在这里干嘛

吧。我点点头，背向许愿池，扔进两枚硬币。回到她

身边，她说，我猜你肯定扔了两枚，我说是啊，你可

以省一枚啦。有个传说，在罗马许愿池边，转身，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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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的幸运之旅
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曹青骊（伊拉斯谟项目赴列支敦士登大学交流）

一枚硬币有朝一日可以重回罗马；扔两枚，可以和心

爱的人终成眷属；扔三枚，讨厌的人会不再现身。

就这样，在罗马，我邂逅求是，共同度过美好的

一天，这个女人让我惊奇。或者，岁月和婚姻也并非

那么可怕吧，即使�6岁不也可以青春、时尚，貌似小

女生吗？即使相夫教子，不也依然可以让老公看店，

在儿子上学的时候独自旅行吗？所谓岁月摧人老，或

许心态年轻可以抵抗，甚至增添成熟女人智慧的魅

力；所谓女人一旦有了家庭就失去了自我，或许小宇

宙强大可以捍卫疆域，琐碎的家务并不能腐蚀一颗独

立、自由的心。看看她，便觉得前路不那么灰暗了。

有时候我们说，人和人要珍惜相处的时光，因

为一旦分开再见的成本会很高；我们也很难相信旅途

中邂逅的人能有机会再聚首。但有时候，我们或许不

必这么迁就事态的自然发展，我们可以勉力为之。想

见，我就去见你，虽然你来自青田，我来自西安，你

在奥地利成家立业，我在土耳其半年交换生，我们

在罗马短暂交汇然后分开，好像这辈子也很难再见

第二面。但很多事情，一偏执一坚持，真正实现起来

并不难，说难大概是对其实现的必要性没有信心吧。

于是，在罗马挥别一个月后，我坐在了她位于因斯布

鲁克的中餐馆的沙发上，吃到了久违的糖醋凤爪、红

烧排骨，对面是笑容灿烂的求是，和她的两个宝贝儿

子，旁边是她十分帅气的老公。她刚烫了头发，一头

大卷，懊恼得不得了，说还是喜欢罗马时的一头直

发。

2010年8月�1日，从北纬40度、东经120度飞越半

个地球到北纬4�、东经10度到达欧洲中部传说中世界

上最宜居的城市瑞士苏黎世，继而来到我交换的学校

UNIVERSITÄT LIECHTENSTEIN（列支敦士登大学，

列支敦士登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永久中立，依

附瑞士）,看到一个个像童话世界般的真实。2011年2
月18号，回到想念的北京，直到落笔的今天，才恍然

这半年光阴的欧罗巴之旅已沉淀在了时间长河里。

那些日子在记忆中像一场绚丽的圆舞，优雅地起

落。

那些城堡、山水、小径、桥梁、房屋任你哪个角

度去解读都是一幅绝世名画。稀少的人口、幽静的自

然很难不让人联想到《瓦尔登湖》。拂拭心境，人渐

渐也澄明而通透起来。

在学习的日子里，也让我体验了精神世界的旅游

高峰。教授各显神通，有的是国际顶级企业的高管，

带来最鲜活的社会体验，激发了我们对世界每个角落

的向往；有的是著书立说的学者，侃侃而谈、纵横捭

阖之间没有太多书卷气，眉宇间的智慧也潜移默化让

学生变得善思而成熟。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堂设

计实践课，管理和建筑两个专业的学生在短短�天内的

跨学科尝试。这个课让我对德国制造（德语区）有了

初次的思考，他们对于生活中细节的观察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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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长久地催生了新颖的发明和创造，对于长时

间没有动手实践的我也是对原来局限的一个小突破。

欧罗巴每个小小的国家甚至城市背后绚烂的文

化和独特的风情都是全新而神奇的世界。巴黎街头热

烈拥吻的老年情侣，科隆莱茵河畔偶遇的德国足球队

队员，维也纳数不清的歌剧院、音乐大厅，罗马沧桑

而神秘的废墟文明，佛罗伦萨世界顶级时尚品牌一条

街的清新幽静，梵蒂冈中帅气英勇的瑞士守卫，都让

人像品酒一样过后越感香醇、念念不忘。我最喜欢的

还是巴塞罗那。有人说，巴塞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城

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她这样因为高迪一个人

而熠熠生辉。把烂漫想象中的图画变为城市，再加上

海的魅力，巴塞罗那实现了一个小女孩对书中童话的

幻想。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列支敦士登这个世界上极小

的国家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她的人均GDP
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王子

是最高统治者，欧洲最富有的王室之一，精致的邮

票、秀美的景色以及桃花源似安静而极其安全的环境

让人喜爱又羡慕。本着给同学分享更多我的经历的想

法，联系当地的老师和政府，拍摄了一系列纪录片，

采访了王子阁下、外交部长、支柱企业、滑雪冠军、

大学校长、艺术家、当地居民。或许，世界上的奇妙

也在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没有单一的定义，这幽静中孕育的独特生活让人的想

象已经开始蔓延。

土耳其随想
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天枭（伊拉斯谟土耳其萨班哲大学交流）

2010年的�月，我幸运地入选了欧盟伊拉斯谟项

目，来到了横跨Bosphrous 海峡的伊斯坦布尔，开始了

在土耳其的感悟之旅。

感悟土耳其，要从食物谈起。也许一提到土耳

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烤肉。没错，旋转的肉盘冒着

滋滋的响声，流着油汁的鸡肉和牛肉在餐馆waiter的招

徕声中，被卷在当地最有特色的煎饼中递到垂涎浴滴

的游客手中。

或许，升腾着热气的Kebap烤肉是阵守土耳其文

化的前沿哨所，而真正揭开土耳其神秘面纱的则是其

有名的餐后甜点。从土耳其快乐糖 (Lokum)，到东方

脆皮甜点 (Baklava)，土国的甜点以其样式繁多，口味

浓重而著名。Lokum绵软，细腻，混合着西方软糖与

东方香料的味道。含一颗在嘴里，在反复地咀嚼中体

味东西方调料在味蕾上的冲撞，就仿佛在穿越时空，

回到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那个土耳其奋力摆脱西方

控制，却又热衷于西方文化的纠结岁月。时至今日，

横跨欧亚的土耳其依然在东西方之间权衡摇摆。在西

方人眼中，土耳其象征着欧洲大陆的尽头，是异域与

东方的代名词；而在中东和远东人眼中，土耳其又是

通往西方世界的第一道大门，是那个曾长久捍卫基督

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土耳其，因其特殊的地理背

景，历史轨迹，注定成为了身份认同感存在疑惑的民

族。在欧盟东扩脚步渐渐临近的今日，土耳其也在积

极促成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上层民众已逐渐欧洲化，

并希望这种势头在全国民众中得以推广。然而，扎根

于这块土地六个多世纪的伊斯兰教却默默地提醒着人

们的身份归属。正是这种矛盾与纠缠不清，成就了土

耳其的今日：包头巾的老妈妈与扎有耳洞的年轻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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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坐在Blue Mosque外面的广场上，清真寺里传来

的call of pray夹杂着现代码头机器的轰鸣声。一颗颗

Lokum深缩了这个民族的千滋百味，而之所以仍称之

为土耳其快乐糖，想必是土耳其人苦中作乐，从最初

的煎熬，到最终学会享受这种多样文化带来的别致魅

力。

而说起Baklava,则是一个字，甜。这种甜，甜的

热烈，甜的回味无穷。层叠的酥皮浸在浓浓地糖浆与

蜂蜜之中，一品下去，先是酥脆，接下来便是让人终

生难忘的甜。这就好像是土耳其人的性格，爽朗，真

诚而又热情大方。走在土国的街上，总会有人主动地

向你问好，一句操着浓重口音的“Nihao”，让我这个

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备觉亲切。路过摊位，热情好客的

摊主会满脸笑容地为你捧上他新鲜的桔子，而当你问

起价钱时，他却大方地晃手说，这一切是免费的。也

许，当我不经意驻足地于某座清真寺时，便会有纯朴

的市民跑过来要求与你合影。在土耳其，人们喜欢微

笑，喜欢问候，喜欢拥抱，喜欢行让我有些望而生畏

地贴面礼。      

留连于他们的世界，体会到的不仅是宗教的虔

诚，更多的是当地人对生活的热爱。不错，每一个餐

馆的waiter都以他自己的职业为自豪，因为他的工作服

永远是雪白的，而桌子永远是干干净净的；一个长途

巴士的司乘人员会穿着笔挺的西装为你道茶，并将他

的车厢打理地一尘不染；虔诚的教徒在日出前梳洗干

净，无声地跪在清真寺的大堂内，向他们的真主祷告

灵魂。土耳其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固守着生活，并在

一点一滴中铸就着一个民族的性格。

回国后，常在餐后怀念土耳其的甜点。

土耳其，曾走进我的生活；而它至今，仍未走

出。

交流：平淡及其他
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罗皓亮（伊拉斯谟土耳其萨班哲大学交流）

2010年�月，我幸运的申请了欧盟伊拉斯谟项目

奖学金名额，赴比利时根特大学交流一学期。一路辗

转，火车到达根特小城时，阵雨刚过，其实，除了地

理意义上的认识，我对于这座城市与大学的了解并无

其他。不论怎样，即将到来的交流生活与小城一样，

我都充满着未知与好奇。

学习：是平淡而踏实

学习确实是平淡的，却也是踏实的。

说平淡，是因为大部分授课的知识点可能并无大

异；而真正更让我受益的，是老师同学们共同营造的

属于踏实学习的清净氛围。

交换期间，我选学了银行学、投资学等课程，其

中银行学的教学颇为有趣。早在开学之初，buddy就告

诉我，若选了银行学，定能从课上真切感受到教授对

银行研究的热情与思考。当时，总觉这个介绍稍有夸

张之嫌，现在细细想来，此句总结十分精辟。

从第一堂课起，教授就始终围绕着银行资产负债

表与损益表，开始了半个学期的讲述。期间，既有对

金融危机与银行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也有巴塞尔协议

与银行监管的细致讲解，结束第一部分教学时，可能

那些庞杂的数据已经模糊，但两张财务报表以及衍生

的分析却能清晰记下。当然，还有教授挪动着稍胖的

身体，以及抑扬顿挫的音调变化。他讲授的内容并不

是高深的推导，但在细琐繁杂的知识点中实实在在得

给你一条线索，一个思路，一种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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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内外，都能收获这种踏实感。比如银行学的

小组作业，原以为两三小时能够完成的讨论最终演变

成10多小时的讨论与之后数次的邮件往来。那些天打

开邮箱时，总能收到小组成员各色问题与思路分享。

临近交换结束时，突然想起，大家之间似乎没有聊过

实习、工作，聊的除了课程还是课程。

生活：在平淡中被创造

许多时候，交换生的时间是空白的。让它丰富的

法子有许多，凭着这些法子，平淡生活里也就被创造

出一些惊喜。

作为一个庞大的交换项目，伊拉斯谟项目的交换

生，来自欧亚等各地区，因而衍生出一个专为交换生

创设的团体ESN。ESN组织各国交换生参加每周三晚

的主题聚会，不定期的团体旅行等等。正因为这些机

会，我们这些肤色不同的交换生有了更多可能去了解

其他的文化，也出现了的策划成功的“Belgium Beer 
Night”, 还有遗憾终未举行的“中国电影之夜”。

当然，异国他乡的因素让国内兄弟院校的交换生

们走的更近，中秋时大家齐下厨、周末闲时包饺子等

等，大家之间好像有革命战友间的朴素而团结的“情

怀”。来自人大的伊拉斯谟交换生虽分布欧洲各地，

相互之间的联络却不少。一次火车途径布鲁塞尔时，

已是夜里近十点，遭遇罢工，我只能联络在布鲁塞尔

自由大学交换的两位人大师姐，在客厅住了一晚。

交换生活在大多时间里，上课、买菜、煮饭等

等，的确是平淡的。平淡生活

里，有了各国、兄弟院校以及人

大的同学，空白就一点点被替

代。

旅行：平淡与兴奋

交换生活里，一个重要的

主题便是趁周末、假期时开始旅

行。半年时间里，有过独自行走

荷比卢，两人前往意大利，三人

进军西班牙等等。路过的国家虽

不算多，但一路所听所见，受益

不少。

旅行的目的地是既定的，

因为影像与网络的发达，建筑也

好山峦也罢，可能都已经不能满

足我们对旅行的最大想象与期

盼，所以在行前，同学告诉我巴

黎并不都如画，威尼斯并不都惊艳，后来发现他们说

的都对，但不论去向哪里，或与谁同行，在旅行的平

淡中你总能找到兴奋点，让人觉得仅仅是这一瞬间，

整趟旅行就已经值得。

目的地是已知的，在前往目的地的路上，却总能

遇见未知。在巴黎联络同学后，才发现预定的青年旅

馆与同学所居住的宿舍，仅有一条窄巷的距离。在塞

维利亚的夜晚，三人穿街走巷，终于找到了不一样的

弗拉明戈表演，既有舞蹈的力量，又有民间的气息。

在雪朗峰的半山腰，等候缆车时遇见了一位“中国

通”，也遇见了一种享受运动与挑战的生活方式。

因为看到了那些影像中的风景，更因为看到了那

些明信片里没有的剧情、人物和对白，所以旅行，变

得鲜活而令人兴奋。

结束交换后，常有家人朋友问我，交流有何感

受？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表达，不敢说学到什

么，但可以确定的说，体验过一种平淡又不太一样的

生活。

最近，和导师聊天，她说，待老时，不是因为牵

绊，不是因为体力，而是你可能已不想远行；因而趁

年轻时，就应多出去走走看看，也许你的眼界乃至思

维方式都有一次或大或小的变革。我想，这或许正是

交流中生活、学习、旅行的意义。

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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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儿童营：中国人民大学师
生团赴台湾志愿服务纪实

文/中国人民大学港澳台办公室、社会与人口学院

在台北礼堂，在淡水国小，在浦东机场，都曾有

一群身着粉红色T恤的青年，旁若无人地鼓掌，再大

喊一声“发（hua）疯（hong）”——他们是中国人民

大学师生赴台志愿者，他们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

“爱的鼓励”。一些来自问题家庭的儿童在他们的影

响下变得开朗自信，小朋友们说：在儿童营的这几天

是他们经历过的最快乐的日子。

1月18日至2�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师

生10人应邀赴台，参加“小太阳儿童电脑美语体验营”

志愿服务，与台北致理技术学院、宁波城市技术学院的

师生们一起，为�0名弱势儿童提供团体辅导。儿童营的

主题是“花花世界”，每位志愿者都起了一个花名，两

岸情谊也在他们的努力下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儿童营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很紧，精确到分钟。

志愿者们早上6点半就起床，为一天的工作做准备。然

后，用音乐把小朋友们从睡梦中唤醒，帮小朋友们穿

衣服、叠睡袋、扎辫子，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早操、跳

营舞。志愿者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互动游戏，教小朋

友们学成语、练英文。晚上把小朋友们哄睡着后，还

要召开反思会，为改进活动方案探讨到凌晨2点。

蒙古族舞、彝族舞，志愿者们身着美丽的少数民

族服饰，在联欢会上载歌载舞，把大陆的风情演绎得

引人入胜；北京糕点、陕北剪纸、海南椰子糖，志愿

者热情地与小朋友们分享这些特产，并作为礼物馈赠

给台方的老师、同学乃至大巴车司机；埔里、鹿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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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丁、淡水，志愿者们的笑声从台湾以北散布到宝岛

最南——这注定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场心灵盛

宴。

然而，短短几天的时间，究竟能带来哪些改变？

赴台前，每个人心里都曾有一个这样的问号。但是，

随着项目的深入开展，每个人都逐渐意识到，被改变

的不仅是孩子们，还有志愿者自己。

开始仪式上，志愿者们用自编的童话故事做自我

介绍，并用手臂拼出一颗大大的爱心，向小朋友们表

示欢迎。造型出来的那一刹那，小朋友们兴奋得欢呼

不已，顿时丢掉了相见之初的拘束。

这一幕，�岁的荣荣记得最清楚，因为他有记日

记的习惯。他每天在本子上画一张脸，第一天没有表

情，第二天是笑脸，第三天除了一张笑脸，还有每个

哥哥姐姐们的名字——繁体字笔画多，荣荣一笔一划

都写得很用功，深陷在纸上的字迹较真得可爱。

但也有个别小朋友一直放不开。比如，1�岁的

龙龙，那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应该属于这个美好的

年纪。他的异常表现立刻引起了志愿者们的关注。在

攀谈中，龙龙说自己是学校田径队员，这个信息立马

触动了志愿者们敏感的神经。志愿者主动提出和龙龙

比赛跑步，果然，他一改之前的沉默，爽快地接受了

“挑战”。赢得胜利后，龙龙显得很高兴，跟志愿者

们的互动也明显多了起来。原来，他来自一个不幸的

家庭，父亲全身瘫痪，母亲来自越南，家庭生计难以

维持。但是在儿童营，他认识了好几个新朋友，彼此

间总是有说有笑；他积极回答课堂提问，还担任了小

队长，协助维持秩序……即将分别的时候，他对志愿

者说：“我多么希望你是我的哥哥！”

这一点一滴的变化，志愿者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中。因为他们要运用所学的人类学、社会学知识，分

析观察到的个案和现象，并最终出具一篇报告，为儿

童营的改进提供建议，为大陆开展类似的项目提供跨

文化比较。志愿者们还积极探讨义工和社工的区别，

思考将短期服务的与长期援助有效衔接的途径，切实

推动小朋友们成长环境的改善。

2月2�日，志愿服务团成员在超市随手买了一份

台湾的《苹果日报》，却意外地发现其中有整整一个

版面是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内容。该报高度赞扬了人

民大学在弘扬国学、振兴传统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努

力，并大幅刊载了纪宝成校长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讲话。这份报纸被师生们争相传阅，同时传

递在大家心中的还有一份由衷的喜悦：他们不仅在在

千里之外感受到了母校令人尊敬的形象，还以实际行

动为学校赢得了外界的欣赏。

这些志愿服务团成员是：富晓星（老师）、冯

启娜、庞博、吴毓谞、陈玉佩、张钊、翁昊艺、雷雅

亮、刘佳闽、伍海诚。

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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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勺池到外双溪的游学之路

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源泉

调查与实践主题：国学教育在两岸高校的现状

调查与实践背景：2010年下半年台湾东吴大学交

换学习生活

调查与实践方式：亲身经历，课堂答问，师生座

谈等

调查对象：

陈松雄 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恒嵩 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李鸿儒 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

王淇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

台湾东吴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师生）等

去年秋天，我在人大国学院度过了第二个学年，

回顾这两个学年，从对国学的一知半解，到初识入

门，再到略有所学，可以说一路经历了不少波折，

国学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然而这两年的经历，却也

让我认识了国学这门学科，作为一门学问，要掌握好

它，真是不容易的。治学非一时一日之功利，乃需要

日积月累地付出，与舍我其谁的勇气。而两年的时

间，确是太少了。这两年中，有幸得到像黄朴民教

授、孙家洲教授、叶君远教授等这样资历丰富的老师

之面授学识，又能与沈卫荣教授、乌云毕力格教授这

样的民族宗教学之名家交流学习，对我的成长（特别

是学问上的见识）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学生一直

感恩于心。

今日我们谈国学，固然受到了社会上的一些声

音的左右与影响，然而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精髓，

长期以来实则存在于我们之中。“国学热”的兴起，

我窃以为确是新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眼下这个社会

精神文化遗失的产物。回首“文革”期间以及改革开

放后以来，对传统文化的忽视甚至诋毁，我深感遗憾

与心痛。或许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在经济飞速

发展的今天，我们拿什么来向世界展现我们的“软实

力”？我们能向这个世界传播我们中华文化的是什

么？我们还靠着“Made in China”来为这个社会打上

中国的烙印吗？这也许不是一时可以解决，也不是一

时可以给出答案的问题。但我认为或许通过文化的交

流，我们会为改变这样的状况做出一点贡献吧。

因此，在去年秋天，我申请了前往台湾的交换

生，我本没有想为此决定刻意地编织出些理由，我也

本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出去交换。从脑海里有交换的念

头到最后做出决定，只用了8个小时的时间。或许旁人

觉得太长了，因为8个小时相当于一天的三分之一时

间，又或许觉得太短了，因为这么大的事，会不会是

一时冲动而头脑发热呢？但现在来看，我还是能明白

我出去的原因，并且为此坚定我的信念。犹记得不知

多少前辈对我说，多出去走走长长见识，或多或少是

有帮助的。治学，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这也是为什么国学院会有“游学”这样的专业实习，

让我们每一个学子都有出去走走看看祖国大好河山的

机会。而我显然是不甚满足这样短暂的游学的。因此

去台湾交换，与其说是交换，倒不如说是为自己在大

学放的一个小“长假”，让自己暂时离开象牙塔，去

另一个地方“躲躲”，不是把自己藏起来，而是让自

己飞出去。虽然，飞不远，也飞不长，但总算不再是

一只井底之蛙了。

也好，借此机会，让我感受到了台湾国学的教

育。“国学”一词，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章太炎先生曾说是“国故之学”，那是在民国时期

了。台湾现在也还是标榜着中华民国，也是用得民国

——2010.9-2011.1赴台湾社会调查与实践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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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年。一切沿续着前世，而文化也长久地保存了下

来。大陆近几年掀起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国学热”，

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要知道，大约�0年前，大陆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主张破四旧，抛

弃传统文化，而蒋介石则在台湾掀起了“文化复兴运

动”，使国学在台湾得到了大力的弘扬，这景象犹如

今日之中国大陆。想到这巨大的反差，真的是有种时

代变迁的感觉。但国学文化在台湾到底保留了多少，

这之中是否已经发生了些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

化，国学在台湾的现况如何呢？我们对此又了解多

少，这又是值得我们去交流与学习的地方。在此，我

想就自己这1��天的短暂交换学习，从我的角度，从作

为国学（中文系）学生的角度谈谈国学教育在两岸高

校的状况。

一．师资配置与老师素质

我去交换的学校，是坐落在台北外双溪畔、台

北故宫博物院对面的东吴大学。想来这所学校大家并

不陌生，民国八大教会学校之一、今天苏州大学的前

身，是一所非常老牌的学校了。这一带，绿树丛生，

百草丰茂，清水傍青山，文人伴文物。著名的国学大

师钱穆先生的故居即在此地。而台北故宫，距此也只

有10分钟的路程。可谓人文之胜地了。东吴的中文系

并没有其法、商那样有名，但却也是东吴乃至台湾中

文界的“老资历”，这里面既有像许锬辉、陈松雄这

样的名家教授，也有像张曼娟这样的知名作家，其师

资之配备于台湾诸校中算是实力不俗的了。然而即便

如此，仍然是供不应求。这主要是因为台湾的学校太

多，而中文领域的晚辈后生，并没有及时地“补”上

来。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兼课老师的情况。这在大

陆的大学中文系里，是不常见的。毕竟，大陆人太多

了，要找个教中文的老师，远没有台湾那样的困难。

但从东吴中文系的老师配置来看，老中轻三代的比例

很协调，不会出现偏差，而教学量的分配也很有一定

原则，甚至于像许锬辉、陈松雄这样上了年纪的老先

生，仍然要一样地教书、上课、改作业，而且每个人

一周就要用三四门课，显得非常“辛苦”。而中轻代

的老师，却也是十分地严谨与认真，很难看出年轻老

师的浮华与随便，这当然是相对于目前国内许多大学

讲师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中小学校。然而在台湾，即

使是学校的规模与资金不足，在教学上仍然是本着对

学生负责的态度，老师一向为学生负责到底，所传授

之知识也绝无半点虚浮。当然，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观

点来谈，或许也会有个别的现象存在，但整体上，东

吴中文系的老师配置，远是胜过于人大国学院的。不

过国学院才成立�周年，还只是新生的学院，还很年

轻，且在目前学科西式化编制的背景下，能够成立已

经是十分的不容易，其发展固然没有已经拥有了半个

多世纪的东吴中文系来得情况好了。

这学期在东吴交换学习，一共选了七门课，而

这之中，与国学有关的就有四门，分别是《周易》、

《左传》、《文心雕龙》和声韵学。而这四门课的任

课老师，也都让我十分地欣赏。《周易》是台湾几

乎所有高校中文系必开之课，因为《周易》在台湾一

直有很不错的市场，台湾人比较迷信风水，因此这门

课一向很受学生的欢迎。东吴的《周易》课是李鸿儒

教授上的，李老师同样也是东吴出身。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的便是李老师的谨慎，老师曾说：“做人要善

变”，因此一直鼓励我们要懂得因时而变，因事而

变，不要太过死板，但同时，又对我们说：“做人要

善守”，即要学会掌握分寸，不要太过随意。作为资

历很深的老教授，李老师却还没有出过一本书，原因

是他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十分严谨的理论

与深厚的学问功底，就不能出书。这也是台湾老师比

大陆老师在治学方面比较好的一点。我的《左传》课

老师陈恒嵩副教授就说：“台湾的老师一向治学严谨

胜过大陆，不轻易出书，不轻易发表论文，一定要

有足够的把握，足够的功底才行。”而反观大陆的学

术，每年因为抄袭与侵权事件，就有好几起，使得大

陆学术界为众人所诟病，更为外人所耻笑与不屑。这

也是我觉得大陆高校的老师，特别是做学术的人必须

要注意与改进的地方。而像《文心雕龙》和声韵学，

陈松雄老师与竺家宁老师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老教授

了，但同样要来和我们这样的晚辈一起研讨与切磋，

陈老师更是一学期有六门课，从大一到研究生，都

有，以至于奔波忙碌最终在学期中病倒。而竺家宁老

师作为政治大学的专任教授，还要每周跑来相隔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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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吴兼课，对于他这样的学者，也是十分辛苦的。

但两位老师都本着敬业的精神，和对学生负责的态

度，没有迟到过，也没有拖延批改作业的时限，这真

是令我十分的欣赏。也正是大陆学校的老师所值得学

习的地方。教授治学，既要对学术负责，还要对学生

负责，态度很重要，不能因为自己资历老，就怠慢，

也不能因为学生学识太浅，而有所偏见，这也是大陆

高校存在许多“潜规则”的弊端之源。

两岸现在交流频繁，而作为两岸共同文化的国

学，更应该在两岸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学术上的

污点，与某些学者的不负责任，却有可能影响到今后

两岸学术，特别是文化交流的往来，当然，往深层次

地讲，甚至于造成误会、纷争与不和。我想这都是我

们治学之人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二．课程设置与内容

中文系的课程对于许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开始接触语文，对于学些什么是有所

了解的。大学的中文系对于外人来说，无非是在原有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罢了。诸如四书五经、说

文解字、声韵训诂、诗词章句这些，在外人看来，是

更“专业”的语言罢了。也因此，无论是在中国大

陆，还是在台湾，中文（国文）出来的学生，往往不

是很有市场，远没有学习金融、法商、管理类的人来

得吃香，这也是现今世界经济发展下对于金融、经

济、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所致，与这个时期的社会背

景分不开的，当然，这也折射出了学科配置与工作就

业的不合理关系，彰显了中文系人的尴尬与无奈。但

反观两岸学校中文系，尽管受到了社会需求与经济背

景的影响，但对于课程的要求却没有因此而降低，甚

至放松。以人大国学院为例，国学院的目标即是要培

养适应新时期社会需求的国学人才，将知行合一的理

念应用到今天的社会中去，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只能是古

时候科举制度下对于呆板学子的写照，而不应该成为

我们今天中文系学子的形象。冯其庸先生曾经提出一

个“新国学”的说法，即眼下我们弘扬国学，应该是

适应眼下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国家文化繁荣与民族

进步的国学，而不再是旧有的那一套传统观念与世俗

态度。由此来看，国学院的课程也自然是通达广泛的

了。既包括了传统的经学子学、文学、史学，又加进

了西域学、敦煌学、蒙藏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

等，进一步扩充与丰富了国学的内容，也适应了新时

期对人才要求更加全面、更加通识的理念。可以说，

这些是彼岸学校乃至于国内其它学校的同类院系都无

法做到的。

而台湾的中文系设置，就无法做到如此的面面

俱到。中文系在台湾人眼中，是十分有修养的学系，

对于学中文之人，台湾人都以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来

看待，当然，也不乏看不起而视之为“书呆子”的某

些群众，这与本土化的兴起有关。台湾中文系是许多

大学的起家之系，也是老牌之系，有名的如台大、政

大、文化大学等，中文系在学校的资历之高，甚至是

伴随着学校一起书写历史的。但随着两岸隔阂，特别

是民进党上台后搞“去中国化”的运动，使得中文在

台湾所受之重视程度大不如前。这些，从中文系课程

的设置上就可以看出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本

土文学兴起并开始受重视；2、传统中文经典课程受到

弱化甚至忽视；�、课程学分要求有所降低。

本土文学兴起，这与台湾偏居一隅，岛内本土

化观念产生，以及某些政治因素不无关系，特别是像

成功大学，从原有的中文系的基础上，再分离并另成

立一个台文系，形成了两个文学系。而事实上，无论

是台湾文学还是哪个地方文学，无不是中国文学的一

部分，也是不可分裂的一部分。这和经学一样，有这

个派，也有那个派，但说到底，都是植根于一个基础

的。我们当然应该理解台湾的实际情况，也应该理解

这样做的原由，但无论如何，国学（中文）应该是讲

求通达与联系的，就像文学离不开经学，经常离不开

历史一样，文史哲三家说到底，都是一家人的。但当

本土化的需求大过了传统的要求，那它必然会产生一

结变化。这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东吴大学中文系，会有

诸如饮食文学、新闻采编与写作这样在传统中文系课

程里难得一见的新课程，而这些无一不深深带有点台

湾本土文学的味道。

新兴文学，特别是本土文学的兴起，导致的另

一个后果即是传统中文经典课程的弱化甚至忽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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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国学院与东吴中文系的对比来看，像《文心雕

龙》、《周易》、《左传》这样的课程，在人大国学

院是必修科目，而在东吴中文系，则是选修。这显然

是非常让人难以理解的。毕竟，像《文心雕龙》这样

的文学经典巨作，实乃文学的基础。古今学中文者必

学三部经典：《文心雕龙》、《诗品》、《文选》。

不学此三书，无以谓之中文系之人也。东吴大学中文

系前系主任陈松雄教授就说：“以前我读书时，像

《文心雕龙》这样的课是必修的，还要一篇一篇背。

现在学生都只要选修了。‘教育部’要求要减负，把

这些经典都改成了选修，这是非常痛心的。很多学生

就只选现代文学的东西，而不选这些经典的课，结果

出来混，以后当老师了，人家问你是干什么的，你说

是学中文的，问你有没有读过《文心雕龙》，你说没

有，你怎么配是中文系的人呢？‘教育部’表面上是

减负，实际上是对传统中文的忽视呀！”陈老师是我

在东吴中文系认识的最德高望重的老师，他对台湾的

大学中文系现在越来越不受重视深感痛心，而痛心的

不仅是课程的弱化，更是为文化无法进一步传承与发

扬而感到心寒。我可以理解这背后具有的政治与社会

因素，台湾‘教育部部长’吴清基曾说：“我只是想

给大学生减负，并不是不让他们学呀！他们如果想

学，喜欢这些（中文），他们可以选嘛，无非是把必

修改成选修，但都是可以选的。”他这样做自然有一

定的道理，但传统中文不应该受到偏见以至于被弱

化，这对国学来说是一大灾难。

而课程学分的要求，比之大陆更是容易了许多。

对于我们交换生来说，一学期10门课乃至以上都属于

正常的了，但在台湾，‘教育部’对大学学分有严格

规定，大学生一学期的学分数不得超过2�分，学校不

得强加学分于学生。因此，台湾的学生，一学期最多

也就12门课左右，而像东吴中文系，毕业的学分要求

只有1�0多，远比不上人大国学院的近200分的学分要

求。这也就不奇怪为何大多数大陆交换生去了那里

后，认为课程要求那么轻松了。

课程设置既然无法做到扩充，又要兼顾新兴现

代课题，又不能给予学生太大压力，在这样的种种因

素下，台湾的国学教育自然有所限制，并且难以做到

面面俱到。例如，像西域学、敦煌学、民族学、考古

学这些与地理地域和文物古迹息息相关的科目，在台

湾学校里就难以开设，甚至连一点资料也难以及时拿

到。东吴大学李鸿儒教授就说过，“大陆在考古这方

面是台湾难以企及的，台湾学者往往只能拿到二手资

料或者是‘处理后的资料’，而无法真正接触到第一

手的真实资料。”这样一来，在学术上，就大大地受

限于没有真材实据，毕竟像国学这样的治学，很大程

度上是要依赖文物古迹的。王国维先生不就提出过

“二重证据法”来作为治学的重要基础吗？后来饶宗

颐先生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都是建立在对文物

古籍的基础上来治学的。固然，台北故宫保存了民国

以前在中国大陆出土的大量文物，但对于后来新出土

与在国内其它地方珍藏的文物古籍，台北故宫的数目

就不甚为巨了。而学术的进步，是有赖于不断发掘的

新证据，失去了新的证据，而原有的东西又受到弱化

与忽视，学术又如何能寻求新的突破呢？这确是台湾

国学的一个窘境，也是未来两岸国学文化交流与合作

的一个契机和突破口。我们对此，既感到一丝遗憾与

无奈，又对未来之合作前景而乐观其成。

三、考核方式与培养模式

在台湾的大学里，考试也是和大陆有所区别的。

台湾的大学考试，我个人自己亲身经历了一下，觉得

比较重基础的巩固与强记，而不太重视学生的主观

表达与发挥，这与大陆的许多大学考试，题目之灵

活、答案之玄妙、批改之无方形成了巨大的对比。重

视基础知识，是建立在学术严谨的基础上的。台湾虽

不比欧美与香港，在学术水平上尚还有一定差距，但

在治学态度上却一样严谨。前面已经有说过，台湾的

老师不轻易出书，也不随便发表观点与意见。这很大

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学术的尊重。也

由此，在对学生的要求上，老师自然也特别强调这一

点。除了考试不允许作弊这些在大陆学校一样的原则

外，还强调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台湾的老

师平时很喜欢让学生交报告或者心得，考试时的题目

都是书本上可以找得到的东西，且问得相当基础与规

矩。用大陆的话来说，就是题目很“死”，一点也

不“活”。只要你有去上课，有去背那些知识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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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考好，甚至满分。而相对于台湾，大陆更重视

对大学生的主观意识培养，更希望学生能有自己的东

西，因此，题目往往是很“活”，很开放的。有时候

即使你把知识点都牢记下来，题目发下来，你仍然是

无从下手。纵使你把一本书都看懂了，可你还是不知

道老师会考哪里，题目的答案又在哪里，你又该怎么

回答。这就是台湾与大陆考核方式的不同。一个重基

础知识的建立与巩固，继而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以

达到学有实，识有数，严谨求证，脚踏实地。一个提

倡主观意识与思想的开发，鼓励学生有自己的东西，

大胆地尝试与创新。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局限与

不足。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与研究的地方。当然，

我所观察与亲身体验的毕竟是以东吴大学中文系为例

证，至于其它学校、其它院系是否也是如此，就有待

于进一步去体验了。

而培养模式上，台湾学校对于研究生的培养，

比之大陆，也是更加苛刻与严格。大陆目前研究生的

群体正在不断地扩大，有的甚至一个导师有十几个研

究生，这在台湾是不允许的。台湾的大学老师，按照

资历收取研究生，都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研究院本

身就十分地难考，考核标准之高不亚于大陆的考研。

而培养过程更是长大三到五年，远胜于大陆的两年或

三年制。因此，若想走学术的道路，并由此希望在学

术界走下去的人，在台湾是需要卧薪尝胆，耐得住寂

寞，甘愿坐冷板凳的人的。陈松雄老师就曾经在课堂

上对我们说：“中文系的人，读书要靠七分勉强，要

有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和舍我其谁的勇气。”这是多

么的不容易，而这也是台湾治学态度可以如此严谨并

在世界享有一定声望的原因。

我们不禁要反思中国大陆在学术这方面的腐败与

不端正。每年因为学术造假的事件而导致的学校声誉

受损、国家形象受损的事件屡禁不止，更有甚者，形

成了包庇、层层相护、私了、报复打击的一系列恶性

循环，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学术界的清净，对中国学

术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也使外

面的人对国内学术的水平产生了怀疑、不屑、轻视与

反感。这对我们今后的治学研究是极为不利的。我们

有必要为之重视，并痛下决心以改正。特别是对于我

们研究国学的人来说，如何使传统国学焕发生机，通

过合理的手法去弘扬与传播它，是眼下我们不得不考

虑与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切不可因此而草率为之，

以至损了文化之净土、国家之形象、为人之尊严。

四、师生关系与大学之道

中文系的老师，均是名家，有像陈松雄教授这样

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也有像陈恒嵩老师这样的中坚力

量，还有如张曼娟、钟正道这样的年轻又富有学识的

名嘴，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各老师之观点，

也不尽相同，但老师与老师之间，却不会有纷争与学

派之斗。更不会在课堂上对学生讲授另一老师观点之

坏处，而是以包容之心态来评论，一切之主张待由学

生自己去定夺。想起韩愈《师说》里所提到的，“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的责任即在于传播

知识，解答疑难，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思想于学生，或

强迫学生做这事那事，这在思想史之看来，于法西斯

之宣传有何差别呢？

所以台湾的课堂，是很开放的，也是很自由的，

但并不意味着是很混乱的，或者松散的。相反，因之

有开放，所以有包容，因之有自由，所以严于律己。

自从傅斯年来台任台大校长，创台大于百废待举之

中，从而建立了“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大学之道

后，这一举动，承继着五四之精神与北大之理念，迅

速为台湾各学校所学习与接受。这为今日台湾大学乃

至中小学之课堂，都奠定了尊师重教与平等对待每一

位学生，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利之基础。虽然，我

们也承认，并不是每一所学校每一堂课都是如此，但

学生可以在老师的学术研讨会上公然指责老师论文之

垃圾、学术之低下，而老师只有低头虚心认错与接

受，这一现象，试问在中国大陆，谈何容易？

我们人真的有时候很容易怀疑自己，听了一个人

的意见，特别是老师或者长辈的意见，就会怀疑自己

的想法。其时，有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不要迷信老

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真理是什么，不是别人

来告诉你，而是你自己去探索得来的。无论是哪位老

师，我们应该也必须带着尊重的心去对待，我们固然

不能迷信老师之所说，但也不可不信老师之所授，我

们要做的是学会独立之思考，学会处理将来之问题，

从而面对社会，面向未来。

以上四点调查观点，即是我在台湾交换的短短

1��天亲身经历所得的一点心得，在这短暂的交换学习

里，我很感谢东吴中文系的老师不胜其烦地帮我解答

问题，接受我的询问，并提供帮助，以促使我此次交

换学习之旅的圆满完成。真正做到了我之前来时许下

的四个愿望，即学习、体验、思考、成长。希望这份

调查报告能真正表达出我的心得体会，虽然，还有许

多话不能在此言尽，也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探

索、发现与解决，但我相信，通过此次交换，能对我

今后的国学学习有所帮助，并且对两岸的学术交往特

别是青年一代的交往产生有益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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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台湾东吴大学交流心得
文/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赵俊（赴台湾东吴大学交换生）

2011年�月8日

对于台北，其实一直没有认真在电脑上码字，

又或者说刚下决心决定敲几个字之后，便放弃了。觉

得有许多似乎是不能言说的，以至于每逢有人问我台

湾怎么样？我总说恩，还蛮好的。本人词穷，也说不

出其它华丽的词藻。按大家的说法，台北之于台湾应

该算是个部分组成的地方。因而要问我台湾怎么样，

我还真不答不上来。脑子里那些符号化的印象不说也

罢。在台北，我当了四个多月的“台北市民”，中了

两张统一发票，手上有一张打折的悠游卡。淡水线的

士林站就像是10号线的苏州街站一般令人熟悉。然而

对于这份生活我究竟还记得多少，还能回味几分？想

起Wordsworth 在Preface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It takes 
its origins from emotions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有时

对待回忆，对待过往似乎也应该这种态度。让时间慢

慢沉淀心中的一份情绪。

原以为过了一个半月，对于台北的各种情感总

该找到了安置的地方。可一个人有时走在人大的校园

里，海峡那边的情景却总不时地在我眼前穿越。每天

早上10点起床，刷个牙，奔去教室上10点10分的课；

和室友二三人，肚子饿了叫外卖又或者穿着拖鞋，听

着山上来的流水声，去Seven买一盒便当，一杯奶茶，

坐在台阶上，慢慢吃。天气好的时候，总能看到淡水

那边的云彩映在天边的尽头。寒潮快来的时候，阳明

山头的云的形状总是很诡异的。

有时下午坐淡水线回学校的时候，从民权西路到

圆山的那站，捷运就从地下来到地上，往西边望去，

运气好的时候就能看到远处的夕阳。晚上的时候，大

概在剑潭站的附近，却总能看到一个很醒目的十字

架，旁边写着“耶稣爱你”。在北车站，永远是来来

往往的人流。如果你是22点左右坐上捷运，总能看见

穿着校服的中学生，他们刚上完补习班，正靠在栏杆

上睡觉。偶尔能看见一个穿绿色校服的，哦，那是建

中的。

关于捷运的故事永远也写不完。它们就像是穿梭

在台北的精灵，上蹿下跳。去西门的，去市府的，他

们是属于西门町和东区的。去台电大楼的，多半是属

于师大夜市的。去公馆的，那是关于台大的。于我，

这个台北的过客，总是爱在士林站下车，走一号出

口，经过九龙小火锅，两家卖葱煎饼的，两间seven,一
家康是美和一家屈臣氏，左手边是8�度C，右手边有必

胜客和星巴克，我坐620，2��，红�0，�04在东吴大学

下车，有时晚上回去迟了，总能看见山那边诡异的永

远亮着灯的成功庙。

吃地餐累了，就会跑去校门口点一碗卤肉饭+卤
味，好不快活。又或者啃着红烧牛腩烩饭，一杯冬瓜

茶，开始看大学生了没。还有些时候，所以买了便当

直接回宿舍当一晚上的宅男了。我记得seven里有一个

日式烤肉便当，又或者叫日式牛肉啥的，还有一种意

大利面超好吃。属于每日夜宵保留节目。当然和室友

点一个麦当劳一号餐，可乐加大，薯条加大的时刻，

总是成为我晚上继续不睡的理由。

我记得有一晚上，受台风影响，台北这边下了很

大的雨。跟室友二三人，在seven买完便当以后，还专

门跑校门口看涨水的外双溪。心里一直期盼雨再下大

点，溪水再涨高一点。这样第二天就不用去上课了。

我记得还有一次台风来的时候，学校食堂还专门把便

当送上来。那时不知为何就很开心，生活也能这么简

单。吃便当，看电影，下午三点困了就去睡觉。窗外

风雨再大，这样的天气总是很适合睡觉的。

不知该用什么词形容我在东吴的生活。用安逸

么？还是说就像一场梦。

很怀念在第一教研大楼听苏秋华老师讲英国文学

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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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美国文学史的日子。每周总共五个小时，总能在

课堂里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我记得英国文学

课是下午三点半开始上的，晚上六点二十分才下课。

每次不经意地往窗外望去，心里总会很惊异哎，怎么

天就黑了。英美小说的马健君老师，每次总能拖堂到

半个小时。她似乎有许多讲不完的话要和我们说。语

概的龚营老师，课间就给我们放Three Idiots。散文的

王建辉老师，每次上课就会不停批判台湾的应试教

育。搞的我上课时候总是很穿越。德文的李秀莲老师

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新闻英语的李巧云老师总是带

着墨镜，看着台下这帮不听课的学生总是很无奈。也

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把ECFA，说成EFCA。视译的黄

欣蓉老师的人生就是一段励志故事。翻译的李宜ā老

师和口译的侯慧如老师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漂亮的女

老师。

东吴英文系的同学们。如今脑子里想起就是你们

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也许以后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

不过这一百多天的时光若没有你们的雕刻，再华丽的

文字也不过如一张面纸，湿透了就要扔掉。有时不想

去上脸书，MSN，以为这样的告别总该是最洒脱的。

还有我亲爱的室友们，不知你们最近还在打线上

游戏么？是信长还是RO？你们还在订麦当劳么？肥仔

要重考了，在这里默默地祝他逃离马健君老师的“碎

碎念”，考到政大吧，别念英文系了。

也会怀念那段在豆瓣上到处吐槽的日子。总共41

篇手记，现在回过头来看，竟奇迹般地让某时某刻散

乱的心情有了一个准确的坐标，

“想来总要提笔对遗忘做些抗争。在这里记下

的，写着的，是给若干年后的自己看的。所谓时光，

大概只有回忆才能让人想起它的难忘。”

“回想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交换，看重的大概就是

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去重新寻找，重新省察自己，思考

一些词，一些字于自己的意义，好让自己更好地去面

对那不可知，不知如何探寻的未来。也许也是一种逃

离，逃离熟悉的环境带给自己的无力感吧。”

“对于回忆，则提到了人们对于物化的依恋。装

满了柜子的回忆，那白墙壁上一条条细细的横线是自

己成长的印记。”

“今天突然想到生命中有两天可以这样度过。在

诚品信义店待上一整天。又或者抱着枕头，看完八本

哈利波特电影。”

“我于台北，不过是一个还没买回程机票的过

客。该回去的时候还是要回去，逃避也好，面对现实

也罢。”

“一点点，一点点，悄然无息你能察觉却用无法

反抗，直到有一天走进坟墓，那些留存下来的大概就

是永恒。”

总共41篇手记，然而却永远也写不满在台北，

1��天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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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台湾	
文/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张蓝方（赴台湾大学交换生）

一学期的交换生生活结束了，不得不感叹时间

的飞逝。我想在台湾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我最美

丽的回忆，我博客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幸福生活的见

证。

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去台湾大学这样的高等院

校学习。在台湾的时候，最自豪的就是向别人介绍自

己是台湾大学的学生。能够在台湾大学学习，我觉得

是一种无上的荣耀。

回来大家都问我，去台湾学到了些什么。我想应

该是台湾人的生活方式、态度，或者具体来说是台湾

大学同学的生活、学习态度。台湾人民非常友善，乐

于助人。这些在公交车和捷运的博爱座上体现得淋漓

尽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民宿的叔叔，他们不像一般

的生意人那样只图盈利，在维持基本生活外，他们就

像父母一样的照顾我们。很早就起来给我们熬粥喝，

台湾人的早点都是西式的，喝粥的时候我想到了家，

想到了母亲，觉得那天的白粥特别特别香，似乎是任

何山珍海味都不能相比的香甜。

我想我已经深深的爱上了台湾，虽然有的地方

也很旧，可是却让人感觉舒适，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感。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很干净，无论是校园里，

还是大街上，甚至乡村都特别干净。这和台湾人爱干

净的习惯是分不开的。除了爱干净，台湾还特别注重

环保，尤其是垃圾分类。我想这都值得大陆学习的地

方。大陆现在很多城市都非常发达，高楼修得很漂

亮，设施也很先进。可是却存在垃圾处理不当，使得

城市给人不太舒服的感觉。

除了干净，台湾让我记忆深刻的就是公职人员的

态度和办事效率。他们处处都体现着便民、为民服务

的宗旨。台湾的服务思想我想应该在每个行业上都有

明显的体现，尤其是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

台湾让我留恋的除了人文气息，我想就是那迷人

的大海，湛蓝的天空。在这里，我亲眼见证了海天一

色，波涛汹涌，半江瑟瑟半江红这些来自书本上的词

汇。尤其是淡水河迷人的夕阳，日月潭静谧的湖面，

太鲁阁险峻的峭壁，垦丁海岸令人留恋的白沙湾。台

湾的天空很漂亮，总是湛蓝湛蓝的，偶尔飘着几朵白

云。晚上则是满天的繁星，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抬头

看看天，看看星星，就会什么烦恼都忘了。

说说台湾大学，由于我是学习信息系统类专业

的，所以比较关注信息化相关事物。台湾大学是信息

化程度很高，无论是交换生申请，学生管理，甚至是

学习数据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这些都大大的方便了

学生，也很好的体现了台湾便民的思想。台湾大学的

老师都很好，很有亲和力，尤其是每次回复邮件都很

快。我想我最留恋的是台大的图书馆，我很喜欢赖在

那里读书，累的时候还能听听音乐，看看电影。这让

我觉得生活特别惬意，也很幸福。还有游泳馆、学生

活动中心，尤其是我喜欢的琴房。

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给研

究生安排导师或者研究项目，能够了解一下台湾大学

的研究情况，这样就更加完美了。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台湾大学和我的母校中国人

民大学，谢谢你们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同样，也希

望两岸关系能够更加和谐，友善，我想这是两岸人民

都希望看到的。

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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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

遇笑容教授来我院讲座

�月16日，应文学院邀请，美国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遇笑容教授

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做了题为“语

言接触与汉语史语法研究”的讲

座。该讲座是文学院“学科国际前

沿教师培训”计划的组成部分。本

次讲座旨在使语言专业的教师和研

究生对语言接触理论的最新进展以

及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应用有全面

的了解。

遇笑容教授在讲座中分析了语

言接触的真正含义，不同语言间相

互影响，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

是对语言本体造成了影响，另一种

情况则没有对语言本体造成影响。

只有前者才能称为语言接触。并以

“ā”和“酷”这两个词在汉语中

的词义变化为切入点，详细论证了

这一观点。

遇教授的整场讲座生动活泼，

互动性强。同学们不仅从讲座中获

得了新的知识，也了解到了语言接

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研究的热

点。讲座结束后，遇教授还耐心回

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与同学们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文学院赵彤老师、龙国富老

师、朱冠明老师、吴永焕老师、吴

波老师、郑林啸老师、杨贺老师参

加了当天的讲座，讲座由文学院党

委书记王贵元老师主持。

经济学院

杨瑞龙院长率团成功访问美

国高校

2011年1月4日至10日，经济学院

院长杨瑞龙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

教育部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刘元春教授，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硕士专业学位项目主任程大

为副教授等赴美国访问。

1月4日至6日，杨瑞龙院长一

行访问了美国加州蒙特雷国际研究

院，该院教务长Amy Sands博士、

国际商务和政策学院院长施瑜玮教

授等会见了经济学院代表团，双方

就联合培养国际商务专业硕士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工作讨

论，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内容

主要包括中美双方互派留学生、国

际商务硕士项目的教学科研合作及

教师互访等。

2010年，教育部指定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学院为我国第一批招收国

际商务硕士的基地。为了将国际商

务硕士项目在开办之初就建立在国

际水平上，经济学院全方位积极推

动该项目的国际合作。蒙特雷国际

研究院是首批和国际商务硕士项目

合作的国外院校之一。施瑜玮院

长、助理院长Toni Thomas女士和

Devin Lueddeke先生已于2010年两

次来华访问了经济学院，举办了精

彩的学生讲座，并和国际经济系的

教师就国际商务硕士项目进行了工

作经验交流和合作内容的商讨。

1月�日至10日，杨瑞龙院长一

行前往丹佛市，参加了2011年留美

经济学年会。会议期间，杨瑞龙院

长会见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院洪瀚

教授、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系系主

任李彤教授等知名学者，就当前世

界和中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发展

前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1月�
日至8日，杨瑞龙院长、刘元春副

院长等专家对应聘人民大学经济学

院的优秀海外人才进行了面试，应

聘者都是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学

位获得者，学术潜力巨大，其中还

有不少是欧美籍人士。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王学峰副

研究员访问我院

1月24日上午，英国纽卡斯尔

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

究员王学峰博士访问经济学院。经

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孙久文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郑

新业副教授、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

所张可云教授、付晓东副教授，经



4�

院系信息

济学院虞义华博士在明德主楼614
会议室与王学峰副研究员进行了座

谈。

郑新业院长助理首先代表经济

学院杨瑞龙院长对王学峰副研究员

的来访表示欢迎。接下来，双方

就玛丽•居里行动——国际研究人

员交流计划（Marie Curie Action _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taff Exchange 
Scheme）的基本内容、合作关系、

财务问题、评估标准、实际意义，

以及国际人才交流和区域经济学前

沿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和讨论。

刘瑞副院长接受土尔其国家

电视台记者采访

1月�日，我院副院长刘瑞教授

接受了土尔其国家电视台驻北京站

记者热娜的采访，就中国2011年提

高贫困线标准以及缩小贫富差距等

回答了相关问题，对中国在十二五

规划中提出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

策做出了评价。中国国内的规划和

发展日益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显

示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

益增强。

法学院

我院学生获得第一届两岸大

学企业并购模拟竞赛冠军

1月�日至�日，我院杨东副教

授带领五名法学院学生毛智琪、王

辉、王磊、马圆圆、徐峰参加了在

台湾政治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两岸

大学企业并购模拟竞赛”，并且最

终取得冠军。由台湾政治大学法学

院及商学院举办第一届两岸大学企

业并购模拟竞赛，政治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同学组成跨领

域小队，透过虚拟个案模仿实际并

购团队竞争。这项竞赛目的在创造

对话平台，不同专业领域学生经由

连串的提案、响应、双方协商等过

程，彼此协商合作，建构新思维，

进行“科技整合”。竞赛邀请实务

专家担任小队导师，让所有参赛同

学可以与实务运作对话，印证所知

与所学，并彼此启发。

我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

2011年学术年会成功举行

1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2011
年学术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601国际学术报告厅举行，本届年

会主题是“全球化与当代法律热点

问题”。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贵国教授、顾敏康副院长、林峰

教授和陈磊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党委书记兼

副院长林嘉教授，副院长龙翼飞教

授、刘明祥教授、胡锦光教授以及

各教研室教师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

此次年会，会议由法学院副院长胡

锦光教授主持。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发言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议题是“竞争

法实施法律问题”，分别由人大法

学院吴宏伟教授和城大法学院顾敏

康教授作主题发言。  第二阶段的

议题是“基本法实施中的法律问

题”，分别由人大法学院朱文奇教

授、城大法学院林峰教授和人大法

学院李元起教授作主题发言。第三

阶段的议题是“国际经济法热点问

题”，分别由城大法学院王贵国教

授和人大法学院杜焕芳副教授发

言。

最后，韩大元院长与王贵国院

长再次就本届论坛的举行相关事宜

交换了意见，并就下一年度学术年

会的有关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本

届论坛是我院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

院第一届学术年会，根据双方规

划，人大法学院与城大法学院学术

年会将每年定期举行，由双方轮流

担任东道主，以期形成制度化、长

期化和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学术

论坛，为内地与香港学者搭建良好

的学术交流平台。

副教授郑爱青博士作为巴黎

西南戴尔拉得芳斯大学的客座

教授讲授中国劳动法

2月，我院副教授郑爱青博士应

巴黎西南戴尔拉得芳斯大学（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以前

称为巴黎第十大学）之邀，作为客

座教授，为该校的法律和政治学学

院的劳动法专业研究生用法语讲授

中国劳动法课程，作为法国著名法

学教授Antione Lyon-Caen主持的比

较劳动法系列课程之一。巴黎西南

戴尔拉得芳斯大学以其拥有一支具

有影响力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科

研队伍在法国社会法教学和研究领

域享有领军地位。

   应法国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学会的邀请，2月1�日，郑爱青博

士在巴黎第一大学为该学会会员做

了一个关于中国集体劳动关系演进

的讲座，部分欧盟法项目的中国学

生也参加了讲座。在法期间，郑爱

青博士还和巴黎第一大学、第二大

学、艾克斯-马赛大学的相关教授进

行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讨论，并且

介绍了人大英文中国法项目。

名古屋大学上海联络处主任

宇田川幸则教授访问我院

2月22日上午，日本名古屋大学

法政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名古

屋大学上海联络处主任宇田川幸则

教授以及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法学

研究科姜东局准教授一行两人受邀

来法学院访问。法学院院长助理、

经济法教研室杨东副教授在明德

法学楼6楼教师休息室接待来访外

宾。我院外事助理董立阳老师陪同

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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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生徐皓月赴欧洲人

权法院开展实习工作 

我院2010级国际法专业硕士徐

皓月同学近日赴欧洲人权法院进行

为期六个月的实习，现已工作一个

月。欧洲人权法院现任首席大法官

Mr. Jean –Paul Costa对其进行了亲

切的接见。徐皓月同学向Costa法官

介绍了人大法学院在中国法学教育

领域的地位，每年的录取比例，以

及中国法学的发展状况，并赠送了

法学院的礼物和宣传画册。Costa法
官表示很乐意接受中国学生来这边

实习，并对徐皓月同学实习提出了

一些建议，还表达了在今年底其卸

任后希望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愿望，

以此加强中欧法学的沟通交流。

徐皓月同学感受到，在国际组

织工作，每天接触不同的人物事，

感受不同文化、习惯、思想，进行

法律专业素养的实际训练，对自己

在专业、人际、语言等很多方面提

出较高要求，同时也获得巨大的收

获。人大法学院鼓励学生通过不同

渠道申请国际组织、企业的实习，

从而培养国际化的法律人才，更好

地向世界宣传中国和中国法律。

我院代表队荣获第九届杰赛

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全

国选拔赛冠军 

2月2�日下午，第九届杰赛普

(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全国选拔

赛决赛在山东大学法学院逸夫法学

楼三楼报告厅拉开帷幕，中国人民

大学代表队和厦门大学代表队两支

队伍凭借出色的表现闯入了最终决

赛。讲过激烈角逐，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取得了JESSUP国际法大赛的

冠军。迄今为止，JESSUP大赛在中

国共举行了�届，人大法学院获得

三次冠军。

今年JESSUP国际法模拟赛于

2011年2月22日-2�日在山东大学法

学院举行，全国共有��所学校参

加，法官由来自美国、英国、法

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加坡、哥斯达黎加等国家的外籍

专家人士担任。人大队的队员有：

史茜、熊焰、冯雅杉、杨晓婷和卢

甡，教练为：李颖和Pedro Munon先
生。

2月24日初赛后，人大法学院名

列第三，排在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

和南京大学所属的约翰斯•霍善金斯

研究中心之后。但后来者居上，在

决赛中又一次取得全国冠军的好成

绩。根据赛事规则，人大法学院将

与名列第二至第五的代表队一道，

代表中国于三月赴美国华盛顿参加

世界总决赛。

人大队为了准备JESSUP国际法

大赛，队员们艰苦训练，放弃春节

假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人大队不仅仅赢得冠军，而且还获

得了兄弟院校代表和法官的好评。

我院李艳芳教授赴美进行学

术交流与访问

应美国佛蒙特法学院（Vermont 

Law School）的邀请，李艳芳教授

于2月28日至�月10日对美国佛蒙特

法学院、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

部、美国环境保护局、伍德罗•威尔

逊中心、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法学

院等进行了为期10天的学术交流与

访问。参加此次学术交流与访问的

中国学者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

教授、中山大学李挚萍教授。

瑞士卢塞恩大学代表团访问

我院

�月10日，人民大学法学院党

委书记兼副院长林嘉教授在明德法

学楼二层会议室会见了由瑞士卢

塞恩大学法学院院长Regina Aebi-
Mueller教授带队的代表团。法学

院院长助理冯玉军教授、杨东副教

授，法学院外事秘书董立阳老师陪

同参加了会见。林嘉书记兼副院长

首先代表人大法学院对于代表团的

来访表示了欢迎，并期望双方能够

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和项目加强

交流和合作。双方互相介绍了出

席此次会见的成员，Regina Aebi-
Mueller院长也代表卢塞恩大学法



�1

院系信息

学院对于林嘉书记在百忙中拨冗与

来访代表团会见表示感谢，并说明

此次来到人民大学法学院访问尚属

首次，希望能够加强彼此之间的联

系。

莫于川教授受邀赴韩国法制

研究院出席研讨会发表演讲

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行政法

研究所所长莫于川教授于�月10-11
日，应邀出席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东亚的法制与经济发展第二次专

题国际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韩

国法制研究院主办，主题是“经济

发展与法律体系和法律价值观变

迁”，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尼西

亚、越南、韩国等五个国家的专家

学者三十多人出席会议，并在会议

期间专程去韩国法制研究院进行了

参观交流。莫于川教授作为本次研

讨会特邀嘉宾，在会上以《中国市

场经济发展引起的法律价值观变化

与行政法回应——从行政法制民主

化的视角》为题发表了学术报告。

第十一届北京环境法论坛暨

低碳经济与合同能源管理国际

学术研讨会在我院召开

�月18日,第十一届北京环境法

论坛暨低碳经济与合同能源管理国

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明德法学楼81�会议室隆重召

开。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市法学会环

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主办，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

所和北京环境法制网承办，中国节

能产业联合会、香港中怡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美国美英澳伍兹贝格建

筑事务所协办。会议收到三十多篇

论文并印发了论文集。

日本九州大学木佐茂男教授

续聘人大法学院暨宪政与行政

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

续聘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

究院木佐茂男教授担任客座教授仪

式在明德法学楼�2�室举行。仪式

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治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莫于川教授主持，

他对木佐教授在日本遭遇�.0级大地

震，尚需接待从日本东北地方来避

难的诸多亲友的忙碌情况下仍按原

计划到访我院表示钦佩与慰问。法

学院副院长兼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胡锦光教授致欢迎词。王

贵松副教授、喻文光讲师、王旭讲

师等青年教师出席。简短的聘任仪

式后，木佐教授以《行政与私人缔

结契约的各种问题——以公害防止

协定为中心》为题做了主题学术演

讲。

哈佛大学法学院米歇尔•斯
坦教授等做客“比较法学术沙

龙”

�月18日上午10点，哈佛大学法

学院米歇尔•斯坦（Michael Stein）
教授和帕金斯盲人学校亚太地区协

调员Deborah Gleason女士作客第八

期“比较法学术沙龙”，在明德法

学楼�04比较法专用教室为大家做

了题目为“全球化视角下的残疾人

立法和权利维护：论残疾人权利公

约的实施”的演讲。此次沙龙活动

由比较法外籍教师Alonzo Emmery
先生主持，法学院院长助理、比较

法教研室主任丁相顺副教授参加了

本次沙龙活动。

台湾政治大学王文杰教授访

问我院

�月21日，法学院韩大元院长、

王轶副院长在明德法学楼206会议

室会见了来自中国台湾政治大学法

学院的王文杰教授一行两人，双方

就两院合作的相关事宜深入交换了

相关意见并达成诸多共识。

中英警察与非法证据排除规

则论坛成功举办

�月2�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

心承办的中英警察与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论坛在明德法学楼�2�会议室

举行。论坛由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

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主持，英

国伦敦警备司令西蒙•弗耶先生作主

题报告。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多位法官、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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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院校的诉讼法

学者以及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

法教研室的众多师生参加了本次论

坛，英国使馆的警务官员也出席了

本次论坛。

西蒙先生1�82年�月通过毕业

生入职计划加入伦敦警察署。曾在

伦敦警界任多个职位及职位，并于

200�年11月升职为警备司令。在论

坛上，西蒙先生为中方的实务界、

理论界人士及广大师生作了关于警

察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秘密侦查

手段的主题报告，并与在场中方代

表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来自

实务界和理论界的中方代表结合自

身的工作实际以及感兴趣的话题，

向西蒙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西

蒙先生向与会观众介绍了英国的有

关制度，并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此

外，还饶有兴趣的向中方代表了解

中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及秘密侦查

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使论坛形成有

效互动。

论坛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圆

满结束，中英双方均对论坛的成果

表示肯定，并且交换了礼品。

新闻学院

我院常务副院长倪宁等一行

4人参加在台湾世新大学召开的

第一届“传播研究与实践”研

讨会

第一届“传播研究与实践：传

播领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研讨

会于2011年2月24－2�日在台湾世

新大学召开。我院常务副院长倪宁

教授，以及方汉奇教授、陈力丹教

授、王润泽副教授出席会议。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新闻

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跨学科

视角下的传播发展历程”、“两岸

传播教育发展论坛、传播领域的分

立和整合”等。会上，倪宁教授以

“传播领域大众传播与非大众传播

方式的整合”为题、方汉奇教授以

“恒定与变异：共和国六十年新闻

史回顾”为题、陈力丹教授以“中

国新闻传播学的分化、整合与研究

方法的演变”为题、王润泽副教授

以“跨学科视角下的传播发展历

程”为题分别做主题发言。倪宁教

授还主持了“两岸新闻教育发展论

坛”的专场讨论。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世新大

学传播学院举办，世新大学传播学

院轮值主办，旨在促进两岸三地新

闻传播学术研究特别是新闻传播史

的研究。经协商，香港中文大学也

加入到主办行列，并力争使研讨会

形成常态化机制。第二届“传播研

究与实践”研讨会将于2012年在中

国人民大学举行。

26日，研讨会结束后，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一行4人和其他高

校代表赴台湾政治大学，与政大的

资深教授聚会座谈，台湾政治大学

副校长和教务长蔡连康教授会见与

会者。随后，中国人民大学一行4
人在政大传播学院院长等人的陪同

下参观传播学院，双方讨论了合作

协议。

26日下午，我院代表团和同济

大学的与会者还应原中央通讯社董

事长、现世新大学客座教授黄ā松

的邀请，参观了中央通讯社，中央

通讯社总编辑吕志翔和该社新闻部

罗主任介绍了中央通讯的历史与现

状。

哥斯达黎加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院长来访我院

�月8日上午，倪宁常务副院长

会见了来访的哥斯达黎加大学新闻

传播学院院长Carolina Carazo。倪

宁常务副院长对Carolina Carazo教
授到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向Carolina 
Carazo教授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

况，强调要积极建立两个学院之间

联系，全方位加强合作。倪宁教授

还详细了解了Carolina Carazo教授

本次来人大访学的情况，邀请她为

新闻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介绍哥斯达

黎加的新闻传播业以及新闻传播学

术研究的概况。倪宁教授还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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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全力支持Carolina Carazo教授在

人大访学，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上提

供必要的帮助。

Carolina Carazo院长对人大新闻

学院和倪宁常务副院长的热情接待

表示衷心感谢，并将继续推动哥斯

达黎加大学新闻学院和人大新闻学

院的联系与合作。

据悉，我校负责在哥斯达黎

加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Carolina 
Carazo教授此次到人大将进行为期

六个月的访学，在此期间将为人大

新闻学院的同学授课，还将与相关

教师开展广泛交流。

人大舆论研究所与波兰人类

思维和大脑研究中心签署学术

合作协议

�月�日下午，在新闻学院常务

副院长倪宁教授和众多师生的见证

下，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和著名

的潜意识研究专家Rafal Ohme教授

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

和波兰人类思维和大脑研究中心签

订了学术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签订

为促进传播学和认知神经学科间的

互动交流、拓展研究视野、形成跨

学科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使

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大陆

唯一拥有能够从认知神经学科进行

传播学研究技术和人才的新闻类院

系。

合作协议签署前，继去年1 2
月后，第二次来我院访问的Rafal 
Ohme教授还为学院师生带来了题

为“21世纪传播的七大发现”讲

座。讲座将认知神经学科研究领域

的技术手段和最新成果与传播学相

结合，向大家介绍了如何通过对受

众脑部的直接观察，了解受众对不

同广告、电影、音乐等刺激的脑部

反应，从而更好的进行传播效果研

究。

常务副院长倪宁致信慰问日

本夏普株式会社、电通集团 

�月11日，日本发生了里氏�.0
级地震，造成人员和财产的重大损

失。地震无情人有情，获悉日本地

震的情况后，倪宁常务副院长代表

新闻学院致信常年支持我院发展和

建设的日本夏普株式会社、电通集

团，就日本地震表示诚挚的慰问。

发给夏普株式会社的慰问信中

写道：“惊悉�月11日日本宫城县

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0级强烈地震

并产生了强烈的海啸等次生灾害，

强度大、波及面广，造成贵国巨大

损失和人员伤亡、失踪。我们对灾

害的突然发生深感痛心，对在地震

和海啸灾难中遇难的民众表示沉痛

悼念，向日本夏普株式会社的全体

员工及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长

期以来，日本夏普株式会社和我院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自2006年
起，夏普公司在我院成立了夏普奖

学金，至今已累计有100名学生获

得该奖学金，我院及获奖学生对夏

普的支持资助一直都深表敬意。”

发给电通集团的慰问信中写

道：“长期以来，日本电通集团和

我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促

进中日友好、加强两国人民友好往

来以及支持新闻学院的建设发展方

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我院对电通的

支持帮助一直都深表敬意。在灾难

面前，最重要的是信念和勇气。我

们始终坚信，大家同舟共济，必能

渡过难关，重建美好的家园。希望

我们保持联系，我们将以各种形式

积极参与到日本人民的救灾活动

中，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携手

共同渡过这次灾难。”

在地震发生后，学院及时联系

了在日进修的黄河、王树良两位老

师，询问他们在日的生活情况，目

前两位老师顺利回国。与此同时，

学院通过院办教务科、班主任等工

作渠道迅速联系在学院学习的日本

留学生，对他们表示慰问和关心，

鼓励他们克服困难、安心学习，学

院也将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学习上必

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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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院长倪宁会见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新闻实习项

目负责人

�月1�日下午，倪宁常务副院

长会见了来访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

学国际新闻实习项目负责人Amos 
Gelb教授。倪宁常务副院长对Amos 
Gelb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

向其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强调

要积极加强两校之间的交流，希望

能够在国际新闻等领域加强与乔治•
华盛顿大学的合作。倪宁教授还详

细了解了Amos Gelb教授此次来访

本院的情况，并对Amos Gelb教授

提出的新闻跨媒体实习的理念表示

了赞同。

Amos Gelb教授对倪宁常务副院

长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

赞扬了我院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学习

热情，并提出希望能够在暑期和我

院开展优秀学生的交流活动。Amos 
Gelb教授还向倪宁常务副院长表

示，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到人大

进行互访交流。

会见结束后，倪宁常务副院长

代表新闻学院，向Amos Gelb教授

赠送了礼品并合影留念。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

院在我院举办毕业生交流会

�月16日下午，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在我院举办

毕业生交流会，南洋理工大学传播

与信息学院副院长郝晓鸣出席并演

讲。

“优秀的学生资源，来自世界

各地的师资力量，开放的社会条

件，对大学来说是重要的因素。”

会上，郝晓鸣副院长给同学们介绍

了南洋理工大学及其传播与信息学

院的基本情况，鼓励同学们申报其

研究生课程。在同学们的提问环节

当中，他还介绍了目前新加坡的媒

体就业状况。

郝晓鸣博士曾任新华社记者，

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

播与信息学院副院长，国际中华传

播学会会长。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新闻理论、媒介效应、国际传播、

新传媒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等。

艺术学院

艺术学院音乐系2002级毕业

生林静在美国国际声乐比赛中

获得优异成绩

艺术学院音乐系0 2级优秀毕

业生林静在2011年�月纽约举办的

“2011 Lotte Lenya Competition”
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得佳绩，成功晋

级四月份在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举

行的总决赛。此次大赛要求参赛者

同时驾驭演唱歌剧和音乐剧两方面

的专业技能而享誉国际声乐界。林

静是第一位进入该国际大赛的亚洲

人，其获奖新闻分别被美国的多家

报纸和网络媒体报道，为我院争得

了荣誉。

日本东京国立艺术大学一行

来我院合作会谈 

2011年�月28日下午，我院徐

唯辛常务副院长在会议室与来访的

日本东京国立艺术大学副院长保科

丰巳教授一行进行了友好的合作会

谈。徐唯辛院长首先对东京艺大教

授的到访表示欢迎，感谢该校对我

院在东京访问期间的热情接待，并

对�.11大地震给日本人民造成的损

失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双方就绘

画材料研究及修复表现等方面展开

了深入的讨论，对未来的交流合作

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希望早

日促成双方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王英健副院长、丁方教授、潘力副

教授等一同参加了会谈。

外国语学院

常务副院长张勇先教授率团

访问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1月20日至2�日，常务副院长张

勇先教授应邀率代表团访问高雄师

范大学。

张勇先教授一行受到了高雄师

范大学校长戴嘉南博士和文学院院

长张玉玲博士等师生的热情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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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座谈会上，戴嘉南校长首先

对张勇先教授一行表示诚挚欢迎，

并回顾了两校自建立姐妹学校关系

之后的互动概况，对人大师生给予

了极高的评价。随后，张勇先教授

简要介绍了人大的相关情况和外国

语学院的相关发展思路，为两校进

一步开展更高、更深层次的学术交

流和互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

后，相关人员一同观看了高雄师范

大学的宣传片，并合影留念。

会后，在戴嘉南校长及师生的

陪同下，张勇先教授一行进一步感

受了台湾的风土人情，并参观了高

雄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了解了其语

音、视频教学等方面的突出优势。

英国杜伦大学代表团访问我

院

�月2日，英国杜伦大学艺术与

人文科学副校长Seth Kunin率代表

团来中国人民大学进行访问。上午

10点，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贾国栋、

英语系主任刁克利、法语系主任徐

艳、俄语系副主任陈方在明德国际

楼�0�室会见了代表团成员。

首先，贾国栋副院长对代表团

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简要

介绍我院相关情况，如系别设置、

教研项目、对外交流等。同时，他

诚挚表达了对于未来与杜伦大学合

作的美好憧憬。英语系主任刁克

利，法语系主任徐艳，俄语系副主

任陈方也分别针对各自所在系别的

情况做了具体介绍。

随后，英国杜伦大学现代语言

与文学学院院长、法语系教授David 
Cowling介绍了杜伦大学现代语言

与文学学院的情况。他首先指出了

他所在学院与我院框架体系的相似

之处，表明愿意与我校进行学术合

作。接着，他介绍了英国学生的语

言学习情况，由此提出此行的目

的，即商讨有关两校合作交流的新

项目。在简单介绍了建立汉语语言

及历史文化学习研究项目之后，双

方深入探讨交换生项目的开展，针

对合作细节进行了讨论，如交换生

的数量、专业，以及他们在国外可

能面对的学习生活问题等。

最后两院领导互换礼物，合影

留念。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代

表团访问我院

4月14日下午4:�0，我院在明德

国际楼�0�室接待了比利时布鲁塞

尔自由大学代表团。我院贾国栋副

院长、法语系徐艳主任和魏柯玲老

师到场。比方代表为比利时布鲁塞

尔自由大学教授Annick Englebert，
比利时王国大使馆驻华代表团团长

Marc Kohen和比利时法语区外籍教

师Corinne Bricmaan。

首先，贾国栋副院长表达了外

国语学院与海外大学合作建立交换

项目的意愿，并简单介绍了人大

已有的交换模式，如“�+1”项目

（七个学期在人大学习和一个学期

海外交流）和暑期学校等。随后，

两方开始商讨校际间合作交流的方

式，最终提出了暑期学校、秋季学

期学生交换和教师交流三种模式。

另外，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即

将建立亚洲语系学院，因此非常欢

迎人大的教师和学生来到中文系短

期任教和交换学习。这次会议奠定

了两校间合作交流的基础，进一步

细节的敲定有待完成。

信息学院

英国雷丁大学信息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刘科成教授访问信息

学院

2011年2月22日上午，英国雷丁

大学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科成

教授来信息学院访问。信息学院主

管国际交流的副院长左美云教授，

信息系主任杨小平教授、党支部书

记梁循教授，信息学院欧洲高校合

作项目主任付虹蛟副教授、国际事

务助理张立峰老师，以及信息系王

蓉老师参加了双方的讨论会。

刘科成教授是英国雷丁大学

Henley商学院的教授，他此次来访

的主要目的是探讨Henley商学院和

我们学院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在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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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上，左美云副院长和刘科成教

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学院的基本情

况，各位老师从学生交换、硕士生

共同培养、教师科研合作等方面探

讨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英国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是英国优秀的研究型大

学之一，其科研质量与多样化在国

际上颇有好评，排名在全世界200
所顶尖大学之列。雷丁大学设有五

个学部/学院，即科学部、生命科学

部、社会科学部、艺术和人文学部

和亨利商学院。各个学部下设按专

业划分的学院、系和研究中心。

周 晓 方 教 授 小 组 的 研

究 成 果 被 数 据 库 顶 级 会 议

SIGMOD2011录取为长文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我校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教授周晓方教授

小组的论文被数据库顶级会议

SIGMOD2011接受为长文。为了支

持周晓方教授开展工作，加强中澳

之间的学术交流，2010年，我校与

昆士兰大学签署合作协议，组建中

国人民大学-昆士兰大学数据工程与

知识工程联合实验室，并聘请周晓

方教授担任首任主任。依托该实验

室开展培养双联学位博士研究生、

教师和学生交换，组织本科生科研

训练营，并开展广泛的合作研究

等。

德国萨尔应用技术大学玛蒂

娜•赖泽教授访问我院

2011年�月�日上午，德国萨尔

应用技术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玛蒂

娜•赖泽（Martina Lehser）教授和她

的博士生Benjamin Behringer来信息

学院访问。信息学院主管国际交流

的副院长左美云教授、计算机系主

任兼党委副书记陈红教授、信息学

院欧洲高校合作项目主任付虹蛟副

教授、以及计算机系杨楠副教授参

加了双方的讨论会。Martina Lehser
教授是德国萨尔应用技术大学工程

学院副院长和嵌入机器人实验室主

任，她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德国萨尔应用技术大学工程学院和

我们学院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在讨

论会上，左美云教授和陈红教授分

别介绍了我们信息学院和计算机系

的基本情况，Martina Lehser教授

介绍了他们工程学院的情况，付虹

蛟副教授介绍了信息学院目前与欧

洲大学的合作情况，杨楠副教授介

绍了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之后各位

老师从学生交换、教师科研合作等

方面进一步探讨了双方合作的可能

性。

萨尔应用技术大学（Saarland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是

德国的一所著名的公立高等专业大

学。萨尔应用技术大学于180�年成

立，设有10个学院：工程学院、电

子技术学院、信息学与传感技术学

院、机械学院、护理与卫生学院、

航空商业学院、社会学与儿童教育

学院、建筑学院、企业经济学院和

经济工程学院。萨尔应用技术大学

的优势专业是工程学、机械制造和

电子信息学等专业。

我院与美国宾汉顿大学合作

项目第一位毕业生柳旸成功获

得中美两所大学学位

2010年秋季学期，我院本科

06级的学生柳旸，作为第一批参

加人大与美国纽约州立宾汉顿

（Binghamton University-SUNY）大

学交换生项目（简称BU项目）的学

生，只经过三个学期的努力就完成

了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的所有

本科课程要求，并顺利获得美国纽

约宾汉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

和中国人民大学计算机工学学位。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与

美国纽约州立宾汉顿（Binghamton 

University-SUNY）大学之间的协

议，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三年级本

科生，可以转学到Binghamton大学

再读两年，可取得两个大学的学士

学位。柳旸同学通过自己三个学期

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成功毕业，同

时也建立了人大学生在宾汉顿大学

的良好声誉，为今后更多的申请奠

定了良好基础。在拿到毕业证书

后，柳旸说道：“尽管刚来美国时

有点不适应环境，但是在老师的帮

助下很快就步入了正轨。人大人的

宾汉顿生活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不

是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作为一个团

体，互相扶持共同努力。” 柳旸根

据自己的经历总结：计算机专业的

同学完全可以在三学期内完成宾汉

顿的所有本科课程，拿到两所大学

的本科毕业证书；更重要的是人大

老师也会在毕业设计上给予大量的

帮助。

由于我院同学的良好表现，最

近美国纽约宾汉顿大学主动提出更

新合作协议，除了延续原来的规定

外，从2011年起，我院学生还可以

选择在宾汉顿大学直接攻读硕士学

位（本硕连读），用三年的时间完

成本科和硕士学位，这样在时间上

会比在国内攻读硕士所需的时间更

短。此外，美国本土的本科学位和

留美经历无论对于继续攻读硕士还

是找工作都是宝贵的财富。

信息学院信息安全团队两篇

论文在信息安全国际一流会议

上发表

2011年�月22日至24日，信息安

全领域顶级学术组织ACM SIGSAC
在香港举行国际学术会议A C M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2011。
信息学院梁彬副教授和单智勇博

士各有一篇论文被接受为长文。

此次会议共接收投稿21�篇，录用

��篇长文，录用率仅为16.1%，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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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吸引了很多国际知名大学（如

Berkeley, UIUC, Purdue, UNC）的

稿件，竞争非常激烈。会议程序委

员会主席为访问控制领域权威专家

Ravi Sandhu教授（ACM SIGSAC前
主席）。该会议的历届平均录用率

为18.�%，论文作者和审稿专家大

部分来自欧美。

单智勇（共同作者：王辛，

阙志克）的论文名为“T r a c e r : 
Enforcing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in Commodity OS with the Support of 
Light-Weight Intrusion Detection and 
Tracing”， 主要提出一种融合轻

量入侵检测和内核信息流追踪技术

的强制访问控制模型，以解决当前

访问控制领域的两个关键问题：兼

容性和易用性问题。梁彬（共同作

者：游伟、石文昌、梁朝晖）的论

文名为“Detecting Stealthy Malware 
with Inter-Structure and Imported 
Signatures”。该论文提出了两种新

型的隐藏恶意代码扫描检测特征，

并实现了相应的检测系统，能高效

准确地检测出rootkit恶意软件所隐

藏的系统对象。对于这次中国人民

大学在会议上的不俗表现，多位知

名学者表示赞许。信息安全学科教

授石文昌和研究生游伟也参加了该

会议。

“海量数据库管理 企业面

临的挑战——中韩数据库技术

交流会”成功召开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信息系统

和应用系统的重要技术支柱，目前

已形成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熟的

商业产品和广泛的应用领域。然

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

系统的规模迅速扩大，数据库技术

面临海量数据带来的巨大挑战，同

时也给学术界和产业界带来了机

遇。

2011年�月26日，由中国人民

大学信息学院主办，北京人大金仓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恩墨

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协办的“海量

数据库管理  企业面临的挑战——

中韩数据库技术交流会”在汇贤大

厦C座成功举行。会议邀请到了中

国著名数据库专家王珊教授、韩国

著名数据库应用专家李华植先生、

Oracle ACE总监盖国强先生、人大

金仓副总裁李祥凯先生、北京恩墨

科技有限公司数据专家崔华先生、

教育部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重点实

验室陆嘉恒副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

学信息学院张孝副教授等专家，来

自各企业的数据库管理技术人员

（DBA）100余人，人大信息学院

工程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约�0余人

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信息

学院院长杜小勇教授主持，王珊教

授致开幕辞。首先，由特邀嘉宾李

华植先生、盖国强先生、李祥凯先

生和陆嘉恒副教授分别就海量数据

库的设计与应用、海量数据库架构

设计与性能优化实践、国产数据库

发展及应用实践，以及云数据管理

技术与挑战等为题发表了演讲。他

们分别从传统数据库技术的挖潜和

新兴数据管理技术的机遇等不同

角度，阐述了各自对会议主题的

观点。短暂的茶歇后安排了互动环

节，对未来企业的数据管理平台将

仍然以关系数据库为主还是将被云

数据管理所取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与会人员有来自企业实际

部门的技术人员、数据库研究学者

以及信息学院的在读学生，大家都

针对自己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观

点交流，现场气氛活跃。最后，杜

小勇教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

进行了总结。

此次交流会，搭建了一个学术

研究与实践应用交流的平台，与会

听众既了解到技术发展的前沿与趋

势，又相互交流了在实际应用中遇

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特别是为在

校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应用的难得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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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院

董克用院长应邀到日本一桥

大学讲学

应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公共政策

学院邀请，董克用院长于1月16日
至20日赴日本东京为该学院“亚洲

公共政策项目”（Asia Public Policy 
Program）硕士研究生用英文讲授

“中国公共政策：就业与社会保

障”。该项目的18位学生分别来自

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

宾、蒙古、孟加拉等国。

该项目是一个为期两年的全英

文硕士项目，授课教师中除了一桥

大学本校教师外，还特别邀请了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加坡李

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授课。今

年是该项目首次邀请中国教授授

课。

1月1�日下午，一桥大学山内

进校长会见了董克用院长。其后，

董克用院长为国际公共政策学院教

师举办了一次讲座，并与高桥滋院

长深入探讨了双方今后的学术交流

计划。在会谈中，董克用院长邀请

高桥滋院长参加我院十周年院庆活

动，对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讲学期间，董克用院长还会见

了日本明治大学院的宋立水教授，

对他及其夫人为我院研究生设立的

奖学金项目表示感谢。

英国约克大学社会政策与社

会工作系约翰•汉德森访问我院

并举行讲座

应院长董克用教授的邀请，

2011年2月28日英国约克大学社会

政策与社会工作系John Hudson博士

和柴红侠博士来我院访问。

28日下午, John Hudson博士为

我院师生作了题为《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K’s Post-Industrial 
Welfare State: the Impact of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on the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的讲座，他先简

要英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历程，随后

介绍了80年代以来英国历届政府的

福利制度主张、政策以及成就，进

而分析了自金融危机以来, 英国福

利制度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学院

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之后，John Hudson博士

和柴红霞博士还为有兴趣赴英的同

学做了交流项目介绍，细心回答了

同学们关于语言、学费等方面的问

题。

加拿大女王大学梁鹤年教授

访问我院并做学术报告

应系主任叶裕民教授邀请，加

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

院长梁鹤年（Hok Lin Leung）教授

于�月10日访问我院城市规划与管

理系。梁鹤年教授在城市与区域规

划领域具有突出的造诣和卓越的成

就，并且长期致力于发展中加友好

关系，在规划、科技、经济、资源

等多方面领域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

策。他组织的“国家公共不动产高

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

修班”、“大使论坛”在加拿大和

亚太地区具有广泛的影响和学术号

召力。2002年梁鹤年教授荣获中国

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

国家友谊奖，200�年入选《加拿大

名人录》。在与城市规划与管理系

部分师生进行了热烈而友好的交流

后，梁鹤年教授做了题为“公共政

策分析与评价”的学术讲座。梁教

授用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给大

家梳理了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发展

脉络，告诉大家做一名好的规划师

应该怎样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而且还从自己几十年的西方留学和

工作经历谈起，认为若想实现“洋

为中用”，必须先弄懂“洋为洋

用”，只有真正了解了西方的文化

本质，才能正确地吸收和借鉴。讲

座深刻的思想性和活泼的形式引发

了听众的思考与提问，受到了师生

们的欢迎。

丹佛大学赵穗生教授来我院

做讲座

2011年�月16日下午，美国丹佛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美中

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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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期刊主编赵穗生教授受邀来我

院，为我院师生做了一场题为“奥

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的主题演

讲。讲座由刘昕教授主持。在讲座

中，赵穗生教授从中美关系的源头

讲起，系统分析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变化，尤其是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

以来的中美关系发展、演变情况，

为大家理解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以

及当前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很好的线

索。赵穗生教授还与现场师生就中

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热

烈的对话。讲座前，董克用院长与

赵穗生教授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刘

昕教授、刘伟老师陪同会见。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

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来我

院演讲

2011年�月1�日下午，应我院

邀请，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

托弗•皮萨里德斯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专门为我院师生做了一

场题为“福利政策与工作时间的分

配：税收、社会补贴与工作时间分

配” 的专题演讲。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教授基

于自己的一项长达五年多的研究课

题，分析了政府的税收政策对于一

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几种不同部门之

间的工作时间分配情况所产生的影

响，尤其是在卫生保健、社会工作

部门内部以及其他服务部门内部，

税收政策是如何影响家庭生产和市

场购买两种不同服务提供方式之间

的替代情况。

演讲结束后，克里斯托弗教授

热情洋溢地回答了部分与会者提出

的问题。最后，董克用院长代表公

共管理学院向克里斯托弗教授颁发

了此次演讲的纪念相框。演讲由刘

昕教授主持。

美联储闪辉博士访问我院并

与师生座谈

2011年�月22日，应我院和土地

管理系邀请，美联储家庭和房地产

金融研究统计部经济学家闪辉（Hui 
Shan）博士与土管系师生进行了座

谈。

座谈中，闪辉博士就“美国房

地产市场与联邦和地方政府税收问

题”做了主题发言，双方并就共同

感兴趣的中美房地产市场差异、房

地产税收状况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

入的交流和探讨。闪辉博士对土地

管理系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和内容进

行了了解，并结合自身的学术经

历，从论文选题、研究方法等方面

给土地管理系博士生介绍了从事研

究工作的心得体会，为大家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借鉴。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龚强教授，我院土地管理

系主任吕萍教授、孟繁瑜老师和余

华义老师参加了座谈。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人文学院

安雅•拉赫蒂宁博士为我院师生

做学术报告

2011年�月24日，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人文学院世界文化系安雅•拉赫

蒂宁（Anja Lahtinen）

博士应邀访问我院，并为我院

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省级发展与政

府管理质量——转变中的青海”的

主题报告。在讲座中，Lahtinen博
士从研究背景、研究方法讲起，对

相关的治理理论进行了梳理，同时

介绍了她在我国进行实地调研的经

历和体会，并以青海为例，深入分

析了青海在发展中的优势，以及

在治理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

临的挑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和建议，为大家更好地理解省级

发展和政府管理质量提供了思路。

Lahtinen博士还现场回答了听众提

出的政府危机应对、透明度等方面

的许多问题，分享了彼此的经验和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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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高级公共管理研究院院

长夏普莱教授访问我院并做学

术讲座

�月2�日上午，瑞士高级公共管

理研究院（Swiss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法语简称为

IDHEAP）院长夏普莱（Jean-Loup 
Chappelet）教授应邀访问我院，并

做了学术讲座。我院副院长许光建

教授，魏娜教授、黄燕芬教授、刘

鹏博士、于砚文、麦秋林等老师参

加了会谈和讲座。

在双方的会谈中，夏普莱院长

就邀请我院选派若干名教师和学

生赴瑞士参加“瑞士-亚洲学生暑

期联合培训”的项目事宜做了具

体介绍，探讨了我院与IDHEAP的
MPA 1+1项目合作的具体内容，还

介绍了IDHEAP即将开始的IMPA
项目，并希望借鉴我院已经启动的

IMPA项目的经验与做法，增进双

方培养经验的交流。由于我院去年

已有研究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被IDHEAP录取攻读公共管理博士

学位，夏普莱院长表示将继续欢

迎我院学生申请该院的博士项目，

IDHEAP将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和配

合。此外，双方还就教师互访、培

训合作以及七月份在瑞士洛桑召开

的国际行政科学年会参会等议题进

行了交流。

会后，夏普莱院长结合自己

多年在体育政策领域的研究，做

了题为Autonomy and Governance 
of sport: A New Theme in European 
Sport Policy（体育项目的自治与治

理：欧洲体育政策的新主题）的学

术讲座。在讲座中，他从比较的视

野对了体育专业组织与不同国家层

级政府之间互动模式的进行了分

析，指出了不同国家体育组织自治

模式的差异及原因。参加讲座的老

师和学生对夏普莱教授的观点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纷纷提问发言，讨

论气氛热烈。讲座结束之后，夏普

莱教授又与魏娜教授就两院未来在

跨国体育政策、奥运城市价值评估

体系等议题的研究交换了意见和看

法。

夏普莱教授在蒙彼利埃大学

（University of Montpellier）获得博

士学位，现为瑞士高级公共管理研

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

管理和非盈利体育机构管理，曾在

该领域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学术

著作三本。另外，夏普莱教授在上

世纪80年代还曾经在法国驻华大使

馆工作过多年，并且在国际奥林匹

克委员（IOC）会担任了五年的信

息科技部主任。

此次夏普莱教授的来访，进一

步促进了我院国际学术交流事业的

新发展，丰富了我院与欧洲高校的

交流与合作，扩大了我院在欧洲著

名公共管理院校中的影响力。

日本富山大学教授代表团访

问我院并参加学术研讨会

�月2�日，日本富山大学经济

学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交流事务的

负责人中村和之教授、经济学科学

科长垣田直树教授、龙世祥教授，

远东地域研究中心山本雅志副教授

访问我院公共财政研究所。访问期

间，中日学者召开了以环境经济为

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首都经济贸易

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焦建国教授、中

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杨华副教授，

我院副院长兼公共财政研究所所长

许光建教授、黄燕芬教授、崔军副

教授、娜拉博士等中方学者参加了

研讨会。会议由崔军副教授主持。

研究会上，中日学者就近期各界关

注的环境政策、中国资源税改革、

环境质量评价、环保产业发展、废

弃物收入关系、环境NGO发展和

循环经济国际分工等议题发表了演

讲，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劳动人事学院

郑功成教授赴日本开展学术

活动

2月1�日至22日，郑功成教授

率中国学术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

大学召开的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第五

次研讨会，并在会上就中国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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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发展史做了学术报告。来自日本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女子

大学、日本福祉大学、日本明治大

学、日本流通经济大学、东京经济

大学、日本同志社大学、中国浙江

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社科院、韩国首尔大学、韩国

延世大学、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

中央大学、韩国釜山大学、韩国延

世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的知名社会

保障专家学者�0多人出席了会议，

并围绕中国、日本、韩国社会保障

发展史、社会救助制度与东亚社会

保障研究方法等主题进行学术报告

与研讨。

在出席完为期二天的东亚社会

保障模式研讨会后，郑功成教授应

邀出席了日本华人教授主办、东京

中国文化中心后援的讲座会，他以

“中国的民生与社会保障”为题为

与会者做了报告，报告后回答了与

会者踊跃提出的相关问题。出席本

次讲座的听众既有日本社会保障领

域的学者，也有日本政府经济社会

研究领域的官员、报社记者、企业

界人士和其他各界听众。日本厚生

劳动大臣细川律夫专门对郑功成教

授的讲座发来祝贺信，他在信中表

示，讲座的举办以及对社会保障制

度进行交流与讨论，扩大了中日两

国的民间交流，促进了中日两国友

好关系的发展。

在日期间，郑功成教授还会见

了日本侨报社总编辑段跃中，并接

受了段跃中先生赠送的新书《湖南

省和日本的交流素描》。

培训学院

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代表齐

鸿凌女士访问我院

2011年�月�日下午，澳大利亚

堪培拉大学国际市场与招生部门北

亚地区负责人齐鸿凌女士专程来我

院，为200�级堪培拉大学项目的学

生做行前培训讲座。200�级堪培拉

大学项目学生即将于今年夏天赴堪

培拉大学继续学士学位阶段的学

习，齐鸿凌女士此次来访的目的是

给学生们介绍赴澳大利亚学习生

活，以及在堪培拉大学选课、上课

和完成作业的注意事项。学生们听

得非常认真，都认为本讲座对自己

适应日后海外学习生活有很大的帮

助。

我院与堪培拉大学的合作项目

始于2004年，至今已有近�年的历

史。每年，堪培拉大学都会不定期

的选派堪培拉大学的老师们来人大

与堪培拉项目的学生们见面，给学

生们做讲座，开答疑会等，第一时

间了解学生的需求，更好的为学生

们顺利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留学

而服务。

堪培拉大学是澳大利亚的新兴

大学之一。其前身是具有�0多年历

史和具有坚实基础的堪培拉高等

教育学院。堪培拉大学致力于在

澳大利亚提供最高标准的专业大

学教育，素以课程实用并注重专业

化而著称。在澳大利亚各大学评比

中，堪培拉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五

星级（《澳大利亚优秀大学指南

200�》）。它也是一所在研究领域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大学，包括公

共管理及管制、商业法、城市管

理、微观模型、旅游、海关、农业

经济及淡水生态。我院目前与堪培

拉大学开展了2+�本硕留学直通车

项目、1+�学士预科项目和1+1硕士

留学直通车项目。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代表伊

丽莎白女士访问我院

2011年�月11日下午，澳大利

亚墨尔本大学硕士项目发展部经理

伊丽莎白女士访问了我院国际合作

部。首先，伊丽莎白女士与我院陈

霓副院长、国际合作部墨尔本项目

外联马丹宁老师对我院与墨尔本大

学文学院现有的合作项目进行了简

短的沟通，然后又就在两院间开展

学士预科项目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

探讨。会谈结束后，伊丽莎白女士

为墨尔本项目的学生开展了小型答

疑会，在会上她耐心、详细的解答

了同学们关于墨尔本大学入学要

求、选课方式等问题的疑问。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始建于

18��年，是澳洲最古老和最杰出的

大学之一，也是一所国际公认的研

究型大学。墨尔本大学占地22.�公
顷，位于澳洲文化中心墨尔本的中

心地带，是一个完美的文化、艺术

和经济中心。墨尔本大学在世界排

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国际综合排名

第二十位，就业率排名全球第六，

是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学校现

有�.�万名学生就读，海外学生超过

�000人，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文

学院是墨尔本大学最古老的学院。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代表访问

我院

2011年�月1�日上午，英国苏塞

克斯大学国际事务部主任马克•威廉

姆斯先生与布莱恩•麦克纳马拉先生

来我院国际合作部进行了访问。我

院副院长陈霓女士、国际合作部马

丹宁老师会见了马克•威廉姆斯先生

与布莱恩•麦克纳马拉先生。双方就

目前合作进展情况以及未来潜在性

合作项目等事宜进行了详细、深入

的探讨。会谈结束后，马克先生与

布莱恩先生又会见了苏塞克斯大学

2010级项目学生，为学生们介绍了

苏塞克斯大学的地理位置、环境、

气候、以及中国与英国在学习生活

方面的差异。学生们表示，讲解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让他们

对未来赴英留学充满了期待与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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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在今年英国

各项大学排名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在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

排名》中，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位于

全球第��名，全英国第8名。在英

国《卫报》2011年大学排名中，英

国萨塞克斯大学位于全英大学第1�
名。在2010年全英大学生满意度

调查中，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排名

第�。在2010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中，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亦跻身于全

球大学前1�0名之列。我院国际合

作部自今年�月开始与萨塞克斯大

学正式在商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

开展本硕留学直通车项目合作，创

新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兼具中国人

民大学和国外知名高校水平的国际

性、创新型人才。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代表来我院访问

2011年�月1�日，英国伦敦大学

玛丽皇后学院数理学院负责人大卫•
安瑞史密斯教授、经济与金融学院

学生服务工作负责人萨瑞•莱利女士

前来我院访问。访问期间，安瑞史

密斯教授与萨瑞•莱利女士为学生做

了讲座，介绍了伦敦大学玛丽皇后

学院的情况，同时还对今年申请前

往该校就读的学生进行了面试。

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建立于

188�年，目前是伦敦大学下属的第

三大学院。学院致力于高水平的研

究和教学。学院包括四大学院：艺

术学院、法律与社会学学院、自然

科学学院、工程和数学学院。玛丽

皇后学院位于多元化、充满历史遗

迹和活力的伦敦东区的心脏地带，

是伦敦大学中唯一的一个封闭式校

园的学院。学院邻近两座伦敦地铁

车站，交通十分便利。自200�年开

展合作至2010年，我院共有40名学

生前往该校深造。

新西兰梅西大学代表访问我

院

2011年�月1�日下午，新西兰

梅西大学金融系主任马丁教授与会

计系主任法齐教授来我院国际合作

部进行了访问。我院副院长陈霓女

士、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刘峰老师与

外联员马丹宁老师会见了二位教

授，双方就继续合作开展本硕留学

直通车项目进行了沟通与探讨。马

丁教授表示，回国后会尽快商讨合

作项目的课程衔接问题和硕士专业

选择及录取要求等问题。

梅西大学建于1�2�年，是新西

兰著名公立大学之一，也是新西兰

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以全国最

大、最成功的农业及园艺业的教学

和研究机构而闻名于世。80年来，

梅西大学在各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研

究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全世

界的认可。其中，梅西大学的商学

院是所有新西兰商学院中规模最大

的。高质量的专业、以研究为导向

的教学方式和世界一流的学科使其

拥有很高的声望。

200�年我院国际合作部与梅西

大学开展了本硕留学直通车项目的

合作，截止目前已有十五名同学赴

梅西大学深造。

英国伦敦大学皇家豪勒威学

院代表来我院访问

2011年�月2�至24日，英国伦敦

大学皇家豪勒威学院伊莎贝拉•钱妮

博士前来我院访问。访问期间，伊

莎贝拉博士为我院0�级申请前往英

国伦敦大学皇家豪勒威学院深造的

�0多名学生做了面试。面试历时两

天，面试最后一天，伊萨贝拉博士

为面试合格的学生发放了录取通知

书。

伦敦大学皇家豪勒威学院建立

于1886年，由贝德福德学院与皇家

豪勒威学院合并而来，其中贝德福

德学院建立于184�年。拥有近160
年建校历史的皇家豪勒威学院自

1�00年开始便一直是伦敦大学分

校，该学院的教学科研十分突出，

在高等教育质量和自然科学、艺术

和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享有国际声

誉。自2006年签约合作至2010年，

我院共有�0名学生前往该校深造。

英国城市大学代表来我院访

问

2011年�月�1日至4月4日，英

国城市大学经济系主任迈克•戈登教

授、城市大学经济系人大项目协调

员克劳迪娅•杰弗瑞博士来我院进行

工作访问。访问期间，迈克•戈登教

授与劳迪娅•杰弗瑞博士与我院副院

长陈霓女士、国际合作部副主任刘

峰女士就双方现有合作协议的更新

进行了洽谈。接下来两天，来访代

表对今年申请前往英国城市大学的

学生进行了面试，并对面试合格的

学生发放录取通知书。

城市大学的前身为北安普顿学

院，建立于18�4年，1�66年成为大

学。城市大学位于伦敦市中心，它

在首都的商业与文化生活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学校具有一百多

年的教学与科研经验，享有国际

声誉，吸引了来自约1��个国家的

11�00多名学生。截止到2010年，

我院共有2�人前往该校深造。在顺

利毕业的学生中，其中一位毕业后

前往剑桥大学继续进行硕博连读，

另一位也已经获得剑桥大学、伦敦

政经学院和华威大学三所著名大学

的硕博连读和硕士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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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海外孔子学院
截至2010年12月，我校参与共建的海外孔子学院共13家，其中欧洲6家、美洲5家、亚洲1家、非洲

1家。我校海外孔子学院的数量位居“985”高校第一，全国高校第三。2010年我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美国

芝加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共建海外孔子学院，凸显了我校海外孔子学院水平高、质

量优，为我校与孔子学院所在学校开展交流奠定了高质量的合作平台。

中国人民大学海外孔子学院一览表

（截至2010年12月31日）

孔子学院名称 国别 外方合作院校 成立时间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孔子学院 爱尔兰 都柏林大学 2006.�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孔子学院 芬兰 赫尔辛基大学 2006.�

德国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 德国 莱比锡大学 200�.10

丹麦哥本哈根商务孔子学院 丹麦 哥本哈根商学院 200�.11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意大利 博洛尼亚大学 2008.�

日内瓦孔子学院 日内瓦 日内瓦大学 2010.12

美国麻州大学（波士顿）孔子学院 美国 麻州大学（波士顿） 2006.�

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 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大学 2008.11

美国密歇根大学孔子学院 美国 密歇根大学 200�.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 200�.�

美国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 美国 芝加哥大学 200�.�

津巴布韦大学孔子学院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大学 2006.8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 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 200�.�

地区/数量

欧洲（6）

美洲（�）

非洲（1）

亚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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