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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国际传播

井冈山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4 月 19 日-22 日，由同济大学和井冈

山大学联合主办的“汉语国际教育与文

化国际传播”井冈山高峰论坛在井冈山

市成功举行。会议受到了国内外高校、学

术组织和企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协办单

位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

西师范大学、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

上海国际文化学会、世界面具艺术联盟、

浩博教育集团、中文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孜孜华文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对

外传播》杂志社、《国际传播》杂志社等。 

 

来自中国、韩国和新加坡的专家和学

者，以及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相关企业

的代表共 160 人与会。开幕式上，井冈山

大学副校长黄俭根、江西省教育厅国际处

处长雷杰华、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国

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主任陈圣来、韩

国安东市议会议长郑薰善等分别致辞。 

 

 
汉硕

5

邀莅临我院，为汉硕同学做了一场题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讲座。

陈

示了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他提出

选题应

陈教授还针对论文选题和研究方向，为同学们进行了答疑和指导，现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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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国际传播

井冈山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论坛邀请了北京语言大学刘利教授

等 14 位专家进行大会主旨发言。大会主

旨发言内容涵盖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

孔院调研和建设、翻译与文化、跨文化传

播、职业汉语在线教育等领域。主旨发言

的专家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发言内容结

合实际，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论坛共收到会议论文85篇，分成“对

外汉语教学专题”“‘一带一路’与中

华文化传播”“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

与校企合作”和“面具艺术的民族性与

世界性”等四个主题展开了小组讨论。 

 

 

 

 

 

 

 

 

论坛期间，为

路’语言文化传播校企联盟单位

“井冈山大学孜孜华文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地’”举行了揭牌仪式。江西省教育厅领

导、北京语言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和井冈

山大学的领导一同揭牌。

现场

《“一带一路

行了发布仪式，

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语言推广与文化传播互生共荣，其发展趋

势不可阻挡。

展，已成为许多国家

重要举措。语言的对外推广，不仅仅是语

言本身的发展，其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

值更为人们所关注。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汉硕“语言、文化、教育”专题系列讲座： 

5 月 12 日，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对外汉语学院教授、

邀莅临我院，为汉硕同学做了一场题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讲座。

陈教授以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丰富经验，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向大家展

示了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他提出所有研究、论文都应以问题为导向，提醒同学们

选题应从解决实际教学问题入手，杜绝空谈。陈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生动细致，

陈教授还针对论文选题和研究方向，为同学们进行了答疑和指导，现场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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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教育与文化国际传播” 

井冈山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论坛期间，为“井冈山大学‘一带一

语言文化传播校企联盟单位”和

井冈山大学孜孜华文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孵化基

举行了揭牌仪式。江西省教育厅领

导、北京语言大学、华东交通大学和井冈

山大学的领导一同揭牌。 

 

现场还特别为孙宜学教授的新书

一带一路”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举

行了发布仪式，并现场进行了赠书活动。 

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

语言推广与文化传播互生共荣，其发展趋

势不可阻挡。积极推动本国语言的对外发

展，已成为许多国家实施文化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语言的对外推广，不仅仅是语

言本身的发展，其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价

值更为人们所关注。（转自公众号：同济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研究生院院长、对外汉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昌来教授应

邀莅临我院，为汉硕同学做了一场题为“汉语国际教育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讲座。 

以自己多年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的丰富经验，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向大家展

所有研究、论文都应以问题为导向，提醒同学们

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生动细致，讲座最后，

陈教授还针对论文选题和研究方向，为同学们进行了答疑和指导，现场反响热烈。 

级汉硕生 赵龙举 文   严  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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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汉硕的“园地” 

 

驶向世界的《汉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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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去年 6 月，在国家汉办的指导下，同

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与井冈山大学通力合作，同济大学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人才孵化基地和国际学生教

学实践基地在井冈山大学揭牌。依托基地

建设工作需求，我院组织了“探访古庐陵

文化，感知新时代中国”系列活动，旨在

促进中外青年合作交流，引导国际学生全

方位、多层次地感知当代中国社会，帮助

老区高校大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2019 年 4 月 12 日，“探访古庐陵文

化，感知新时代中国”系列二期活动启动，

在校留学生办公室的组织下，我院的 10

名同学与来自其他学院的 7 名国际学生，

赴井冈山大学与30名井大2016级汉语国

际教育专业的中国学生进行了友好交流。

井冈山大学校长助理、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学教授，人文学院副

院长邱斌博士，人文学院副院长龚奎林博

士出席欢迎仪式。 

 

孙宜学教授在欢迎式上表示：“同学

们就代表着未来，中外同学们之间的交流

就代表着不同文化之间不断的沟通和融

合，愿友谊地久天长！” 

4 月 13 日-4 月 14 日，同学们前往井

冈山，参观黄洋界哨口、大井毛泽东旧居、

五龙潭瀑布、井冈山博物馆和杜鹃山，听

当地人讲江西的风土人情，跟古稀老人学

习打红军草鞋，体验革命年代的艰苦奋斗

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外学生随后带来

的才艺展示将各自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一

面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出来，交流气氛热烈

而融洽。井冈山大学所处区域蕴含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和悠久的地域历史文化，

井冈山精神内涵深刻值得向全世界传播

赵龙举 星期六

和发扬。这次井冈山精神体验活动让国际

学生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近现代中国的

历史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底色。听着真实

的中国故事，沿着红军战士的足迹，感受

着中国人民一路走来的稳健步伐：“坚定

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感染

着每个人。以史为鉴，吾辈当自强！ 

 

“探访古庐陵文化，

感知新时代中国” 

 

井冈山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刚到

那里映入眼帘的便是火把样子的路灯，它

象征着革命的火把能把每个角落都照亮。 

当我们爬过⻩洋界哨口时，我好好想

了想当时的中国人所经受的苦难。听说和

现在穿着革命服装的游客相比，当年的红

军由于条件艰苦，在冬天也只能穿草鞋，

当然更多时候都没有充足的饮⻝和御寒

的衣物。 那么为了什么他们要坚持和残

酷斗争呢？我觉得他们十分盼望着幸福。

这是对更好的未来的热烈期望。我认为人

和动物的区别很重要的在于人类对进步

的渴望。人们相信这个渴望最终能来带真

实的幸福。人们为了建设更明媚的未来可

以忍受现在所受的困难和苦痛，哪怕这个

过程可能带来极度悲伤和巨大的牺牲，但

这也就是人类宏大的历史中的进步。 

幸福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

是奋斗出来的

席习近平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只有经历过

磨难的⺠

的不易。由于过去许多中国人的牺牲，现

在的中国才得以更加坚韧强大

用自己的

的明天。我亲身体验到了

活，以及

找到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我很希望这些热

情、淳朴的中国人能够通过不停的努力，

昂首走在

 

 

 

井冈山高耸入云，重峦叠嶂，山清水

秀，说不尽的壮观与美丽。

那里的水，那里的花草树木，还有那里的

历史文化，令我流连忘返。

在井冈山

学生一起交流学习

那里可如李白的诗

落青天外，二水中锋白鹭洲

洲‘这个名字就是源于这首诗。

坐在亭子里休息时，我们一边听着人

吹着笛子，一边谈起了这里的神话故事：

传说，天上有一位仙女，变成了

样，并爱上了一位

喜欢，就引起了洪水，想把村庄淹没，

是这对情侣

真是有趣的神话故事！

井冈山文化体验小记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进修生 崔允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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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我很喜欢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说的这句话。我觉得只有经历过

⺠族才可以获得进步，体验到幸福

的不易。由于过去许多中国人的牺牲，现

在的中国才得以更加坚韧强大。中国人

的方式书写中国的历史，创造美好

。我亲身体验到了井冈山这里的生

以及人们所展现出的生命力。我终于

找到了这种可贵的精神。我很希望这些热

情、淳朴的中国人能够通过不停的努力，

昂首走在光明的大道上，追寻到幸福。 

 

井冈山高耸入云，重峦叠嶂，山清水

秀，说不尽的壮观与美丽。 那里的山，

那里的水，那里的花草树木，还有那里的

历史文化，令我流连忘返。 

井冈山大学，我们与井冈山大学的

学生一起交流学习，还参观了白鹭洲书院，

那里可如李白的诗形容得一样：“三山半

落青天外，二水中锋白鹭洲”据说‘白鹭

这个名字就是源于这首诗。 

 

坐在亭子里休息时，我们一边听着人

吹着笛子，一边谈起了这里的神话故事：

传说，天上有一位仙女，变成了凡人的模

爱上了一位凡间男子。但是神仙不

喜欢，就引起了洪水，想把村庄淹没，于

情侣变成了一对白鹭，保护了村子。

真是有趣的神话故事！ 

我的井冈山之旅 

——进修班-高 F 班 仲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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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听说有江浙沪汉语教学大赛

开始就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参加啦，能够参

加这一次“江浙沪汉语教学比赛”，真的

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哦。 

参赛过程中，班主任姚老师以及我的

导师赵莹老师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

帮助，非常感谢她们。同时国交院里的 4

位资深老师还在百忙之中抽空对我们的

试讲做出点评，提出了非常多中肯而有意

义的建议，着实令人受益匪浅。 

参赛的选手们都对这次比赛高度地

重视，她们在课下精心准备了各种教具，

实物，教案，视频等等，可以说是使出了

浑身解数，而且参赛的每一位都很有自己

的特长和优点，有的音质好到播音员级别，

有的善于利用各种游戏调动气氛，有的极

具个人魅力，能够 hold 住全场，举手投

足都能够真切令人感受到一位好的对外

汉语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和水平。 

教学技能大赛之后的才艺表演赛更

是令人大饱眼福，中外选手汇聚一堂，有

的展示古筝与小提琴的混响，有的将优雅

的诗词与凌厉的舞蹈完美的结合，有的现

场做画，深厚的绘画功底让所有在场的观

众拍案叫绝，还有的尽显极致美感的中国

古典舞蹈，这也是整场中我最爱的部分，

表演结束之后，立刻化身小迷妹。置身于

这整个过程之中，甚至都会让人忘记了自

己是一名参赛选手，感觉是专为来欣赏这

一出中华才艺的饕餮盛宴的。 

虽然由于此次准备的仓促，没能在比

赛当中获得好名次，然而仍然觉得收获满

满，不仅在于吸收到了各位选手优秀的教

学方法，更是使自己提高了审美，收获了

友谊，想想此次有幸跟“玉桃”一个房间，

看到了其小公主的一面，也跟“文净”这

位美丽温柔的韩国姑娘有了更多的接触，

觉得她真是一个好女孩儿，还在姚老师的

带领下品尝到了镇江著名的小吃，现在想

起来还忍不住流口水。 

尽管那个周末非常辛苦，每天只能睡

几个小时，但是学习到了知识，也感受到

了自己的成长，实在是不虚此行。 

参赛心得——蔡智媛 

 执行主编：严

 

 

 

 
4 月 20 日，由江浙沪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教学联盟主办的第五届“江浙沪汉语国

际教育硕士教学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在

江苏大学成功举办。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

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 17 所一

流高校的67名中外选手参与，竞争激烈。 

 

我院2018级汉硕生蔡智媛、陈玉桃、

姜文净（韩国）代表同济大学参加了本次

大赛。其中，姜文净同学在教学技能比赛

中脱颖而出，赢得汉语教学技能比赛外国

学生组二等奖的佳绩；在才艺大赛中，她

以专业的笔触完成国画作品《春江水暖》，

获现场专家高度评价，最终荣膺中华才艺

比赛三等奖。蔡智媛、陈玉桃两位同学同

样发挥出色，双双获得汉语教学技能比赛

中国学生组优胜奖。同济大学凭借出色的

表现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的卓越成绩是我院积极响

应同济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总体目标，

不断推进汉硕学科改革、科研创新，努力

拓宽人才培养模式的杰出成果。 

 

 

这次“

叶澜老师鼓励我参加的，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

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能辜负导师的期望

作和学业要求之余，我利用一切能够利用

的闲余时间，

学院进行一轮选拔的时候，

了几篇语料，最后选择了“快要

要......

性，我翻看了《现代汉语》和《实用现代

汉语语法》，从而正确把握语料中“快要

\就要......

我还对杨寄洲的《汉语教程》第二册进行

了梳理，研究《汉语教程》里“快要

要......

例句以及适当的教师语言。叶澜导师也

我的教案、

比赛的赛场是

室，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设模拟学生，但是

微格教室

们除了查看自己的课件是

还在讲台上尽可能多地试一下怎么走位，

怎么板书。从小就喜欢写粉笔字的我看到

教室提供的是黑板，心里很高兴呢。姜同

学非常认真，在她的考场一直练习，姚老

师坐在评委席上，从发声、站姿、位置、

教师指令等等一遍又一遍地指导

比赛的

成正比的，努力的人

优秀的选手从课件准备、模拟学生、精神

面貌都是准备好的；二是

综合素养的，双料冠军的朱

十分钟里，展示了他的舞蹈，很好地跟汉

语教学结合起来；三是

的基础。我的基本功不扎实，在提问环节

完全暴露。所以啊，师弟师妹们，下一届

大赛做好

这次奇幻的“旅程”

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总是这么俏皮可爱，停下来，你会发现身

边的美好；

这段路程，走走停停，无比精彩！

我院汉硕生在第五届“江
浙沪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参赛感想

严  俪、赵龙举  汉硕风采|3 

这次“江浙沪大赛”最初是我的导师

叶澜老师鼓励我参加的，最开始的时候，

非常害怕、紧张、矛盾，但想到 “季

无二诺，侯嬴重一言”，心想自己决不

辜负导师的期望，因此，在做好本职工

作和学业要求之余，我利用一切能够利用

的闲余时间，精心准备我的比赛。 

学院进行一轮选拔的时候，我反复看

了几篇语料，最后选择了“快要\就

......了”这个语言点。为了提高准确

性，我翻看了《现代汉语》和《实用现代

汉语语法》，从而正确把握语料中“快要

......了”的重点、难点。此外，

我还对杨寄洲的《汉语教程》第二册进行

了梳理，研究《汉语教程》里“快要\就

......了”中的语言层级，选择恰当的

例句以及适当的教师语言。叶澜导师也对

我的教案、PPT 内容进行了悉心的指导。 

比赛的赛场是师范生专用的微课教

室，虽然已经知道了不设模拟学生，但是，

微格教室跟平常的教室不一样，因此，我

们除了查看自己的课件是否有问题之外，

在讲台上尽可能多地试一下怎么走位，

怎么板书。从小就喜欢写粉笔字的我看到

教室提供的是黑板，心里很高兴呢。姜同

学非常认真，在她的考场一直练习，姚老

师坐在评委席上，从发声、站姿、位置、

教师指令等等一遍又一遍地指导她。 

比赛的感想有三：一是收获与付出是

成正比的，努力的人总会让别人发现的。

优秀的选手从课件准备、模拟学生、精神

面貌都是准备好的；二是汉语教师是需要

综合素养的，双料冠军的朱同学在试讲的

十分钟里，展示了他的舞蹈，很好地跟汉

语教学结合起来；三是基本功是一切比赛

的基础。我的基本功不扎实，在提问环节

完全暴露。所以啊，师弟师妹们，下一届

大赛做好这三方面的准备，加油努力吧！ 

这次奇幻的“旅程”也让我们仨积累

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以说人生啊，

总是这么俏皮可爱，停下来，你会发现身

边的美好；往前走，你能感受内心的澎湃。

这段路程，走走停停，无比精彩！

参赛感想——陈玉桃 

https://www.baidu.com/s?wd=%E5%AD%A3%E5%B8%8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D%A3%E5%B8%8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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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樱美林的第三周，我迎来了第一

个文化活动---在相模原市若叶祭上介绍

中国文化。孔院的前辈们告诉我，他们将

会向日本相模原市的市民们展示剪纸与

二胡，并询问了我有哪些中华才艺可以展

示，于是我带来的中国结派上了用场。我

提前准备了几种简单又好看的中国结，分

别是吉祥结，酢浆草结与金刚结。 

活动当天，天气非常好，气温也不低，

宛若一个盛夏天。现场非常热闹，各个展

区都在展示他们的特色活动，到处充满着

欢乐。我们也赶紧来到展区，将樱美林大

学孔子学院的横幅张贴在最显眼的位置，

摆上一对可爱的熊猫玩偶，挂起春字剪纸、

中国结，展区一下子便充满了中国元素。

下午一点，剪纸活动与二胡体验同时进行，

我们提前把熊猫，猴子图案的剪纸作品贴

在展区，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他们都很感

兴趣，跟父母一起剪出熊猫图案，还迫不

及待的要签上自己的大名，把作品带回家。

活动快结束的时候，一个老奶奶来到展区，

想要学习立体春字的剪法。老奶奶学的很

认真，因为我的失误，中间不小心剪错了，

老奶奶也不生气，反而担心耽误了我们的

时间。结束时，老奶奶很高兴地表示，她

明天一定再来，这也让我备受鼓舞。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赶往展区，将新增

的中国结体验区准备起来。当我们把中国

结的绳子，样品一摆出来，就吸引了很多

市民的视线。活动一开始，就有市民过来

询问中国结的制作方法，因为事先准备的

操作说明比较难理解，基本都是手把手教

他们制作。因为中国结体验担当只有我一

个人，但经常有 3-4 人同时过来，可以说

是应接不暇。幸好有日中友好协会的工作

人员也来向我学习中国结的制作，有她的

帮忙，我们总算是能接待每一个想要体验

若叶祭中绽放中国文化之花 
——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 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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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了。前一天的老奶奶果然也来了，

这次她学习了吉祥结的编法，拿着完成的

吉祥结，老奶奶向我们频频道谢，开心又

满足的离开了。前来体验的市民们还向我

们询问了绳子的种类，表示学会了之后回

家自己可以继续编制中国结。中国结的受

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从上午

到下午基本没有中断，持续了一整天。不

仅是中国结的制作方法，中国结所包含的

中国文化都在这次活动中传达给了日本

市民。这一天虽然很累，但是非常值得！ 

这次相模原市若叶祭共有 10 多万市

民参加，樱美林孔院与日中友好协会共同

协作的中国文化介绍展区也吸引了很多

日本市民的参与。能看到从日本老人到小

朋友都热衷参与体验中国文化，并且自己

也能够在这次活动中发挥一些自己的力

量，我感到非常开心，也意识到想要传播

中国文化，自身首先必须要掌握一些中国

文化知识，学习一些中华才艺才行呢。 

 

 
 
——国际学生参加“走近长安，
探寻汉唐千年之美”讲座 

4 月 20 日下午，在世界读书日到来前

夕，我院国际学生辅导员李钰倩老师带领

留学生中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爱好者们，早

早来到杨浦区图书馆，参加《書声》文化

大讲堂第二期《走近长安，探寻汉唐千年

之美》讲座活动。 

主讲人陕西博物馆馆长强跃先生向

观众介绍了“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

颜真卿的书法造诣让人惊叹，该文背后的

忠烈气节更是感染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

随后，强跃先生按照文物年代顺序介绍了

西周、秦汉和唐代的多件珍贵文物。汉代

的鎏金铜蚕是丝绸之路辉煌的见证。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上，习总书记提及此文物，

由此鎏金铜蚕成为博物馆的明星文物。皇

后玉玺上的篆书和篆刻技术堪称完美。灞

桥纸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纸

张，意义深远。唐代的“何家村遗宝”向

世人初初展现了唐代文化的锋芒，一枚香

囊又见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欢冷暖。

国际学生们虽对讲座中的考古专业

词汇理解不足，但文物的精美外观让大家

叹为观止，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也令人耳

目一新。（转自：国际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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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

论坛暨跨文化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建设与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在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顺利召开。

专家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

此次会议分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实

践”、“对外汉语教学与习得研究”、“汉

语本体与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和“跨文化

交际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四个单元。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妍首先致辞，欢

迎各位学者，她表示，对外交流不仅仅是

语言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传播，期待各位

学者的交流迸发出

在点评中表示，跨文化交际犹如水滴在湖

面散开波纹的现象，中央是跨文化交际比

较强的地方，越往旁边散去跨文化交际就

越弱。做研究不是流于表面，而应该找到

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挖的更深入。

专家学者

的学术见解。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静宇

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她说

想都紧跟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期待有高素

养的年轻才俊加盟到同济大学，让同济的

文科变得更加强大。

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论

坛暨跨文化视域下的话

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论坛顺利召开

汉唐文化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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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玉玺上的篆书和篆刻技术堪称完美。灞

桥纸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纸

张，意义深远。唐代的“何家村遗宝”向

世人初初展现了唐代文化的锋芒，一枚香

囊又见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悲欢冷暖。 

国际学生们虽对讲座中的考古专业

词汇理解不足，但文物的精美外观让大家

叹为观止，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也令人耳

新。（转自：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网站） 

月 27 日，由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和人

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

论坛暨跨文化视域下的话语体系建设与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在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顺利召开。论坛共吸引国内众多高校

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对话。 

此次会议分为“中外文化交流与实

践”、“对外汉语教学与习得研究”、“汉

语本体与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和“跨文化

交际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四个单元。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妍首先致辞，欢

学者，她表示，对外交流不仅仅是

语言的传播，更是文化的传播，期待各位

学者的交流迸发出更多火花。程妤副教授

在点评中表示，跨文化交际犹如水滴在湖

面散开波纹的现象，中央是跨文化交际比

较强的地方，越往旁边散去跨文化交际就

越弱。做研究不是流于表面，而应该找到

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挖的更深入。 

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纷纷表达自己

的学术见解。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朱静宇

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她说很高兴大家的思

跟着时代发展的步伐，期待有高素

养的年轻才俊加盟到同济大学，让同济的

文科变得更加强大。（转自：学院网站） 

 

第四届国际青年学者论

坛暨跨文化视域下的话

语体系建设与中华文化

国际传播论坛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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