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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8 日，同济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聘用仪式暨

《实力：硬，软，智和新？——实

力的概念解读以及文化全球化如何

实现》报告会在我院 312 报告厅隆

重举行。院长刘淑妍教授开场致辞

并为中国全球化协会创始主席张伯

庚（Julian  Chang）教授颁发证

书，张伯庚（Julian  Chang）教授

正式受聘为同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旨在搭建中

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学术与教学交流

平台，集聚海内外知名汉学家与当

代中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共同开

展中华文明内涵建设、当代中国话

语体系研究与国际交流，以及中国

国情叙述与实践的渠道方法等，助

力提升学院的国际影响力。研究中

心成员、国交院全体教师和部分学

生出席了受聘仪式和学术报告会。 

延续我院“海外汉学与当代中

国”高端品牌讲座系列，作为本学

期第一讲，张伯庚（Julian  

Chang）教授带给全院师生一场关

于《实力：硬，软，智和新？——

实力的概念解读以及文化全球化如

何实现》的精彩报告。报告会高屋

建瓴，张教授凭借在学术界多年积

累的经验和丰富的阅历，从当前社

会热点问题切入，通过硬，软，智

和新四个方面严谨地阐述了国家实

力的重要性，继而以此四方面为契

机，推广到全球化的实现。张伯庚

教授言辞流利，情绪饱满，以新颖

的视角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场视听盛

宴。最后提问环节，老师和同学们

积极参与，张伯庚教授亲切解答，

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氛围，令在场师

生印象深刻。 

 

张伯庚（Julian Chang）教授出生

于波士顿，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学位，在 1993-1996 年期间担任

Cabot House 的本地院长，同时就职

于哈佛大学对外关系发展办公室。

曾就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

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 Rajawali 基

金会亚洲研究所常务主任；清华大

学苏世民学院执行副院长，普华永

道公司顾问。长期关注中国与世界

的关系，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政治、

社会与文化的研究与实践。 

            

（于甜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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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汉硕的“园地” 

 

驶向世界的《汉舟》 

我院举办《实力：硬，软，智和

新？ ——实力的概念解读以及文化

全球化如何实现》学术讲座  

我院姚伟嘉老师担

任杨浦区“大家微讲

堂”月度主讲人 
9 月 27 日，我院姚伟嘉老师登

上了杨浦区“大家微讲堂•社区政工

师”第七讲的舞台，从一名汉语教

师的角度，解析如何向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 

讲座以“讲好中国故事”为题，

姚老师从“选对内容，让中国故事

好听”、“用对方式，让中国故事好

接受”、“身体力行，让中国故事好

交流”三个角度切入，分享了她近

年教学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

法，回顾了在日本樱美林大学孔院

工作时期美好的记忆。最后，姚老

师更是透过国际视角反观中国社

会，不断地强调“每一个人都是中

国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形象，所以，

我们应该也必须肩负起讲好中国故

事的责任。 

姚老师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和

风细雨的讲述风格不仅感染了到场

的每一位听众，更是在直播平台上

掀起了讨论的热潮。讲座结束后，

姚老师还与现场观众、弹幕网友互

动，回答了关于外语学习、跨文化

交流等方面的问题。 

（汉硕教学管理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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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同济的那一刻，我已

被优美的校园环境深深地吸引，

国交院上书法作品的标语鼓舞

人心，我坚信这里将会是我人

生中可以永远记忆的地方，我

在心里想：“想挑战自我吗？现

在你要开始发现机会并勇敢地

抓住机会，并随时怀着一颗自

信的心，你就会迈向成功！”即

便现在的我没什么突出的能力，

但在同济国交院学习我将会学

到很多自己未曾知道的东西，

不管是交友、学习、做事还是

做人，各方面能力都会有所提

高！

——陈玉桃

不知不觉在同济学习已一

月有余，发现自己会的不多，

不会的越来越多......每周往返

于福州上海，在不同的城市里，

感受不同的温度，扮演不同的

角色，体验着不同的生活，这

种感觉有点分裂却也奇妙。虽

然目前的生活奔波且劳累，但

是能受教于许多好老师，学到

自己想要的知识，能身处一个

温暖的集体之中，与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一起做着自己喜欢的

事情也是一种幸福！

——林东

汉传天下！带着传播中华

优秀文化、做好汉语国际教育

的期许，我们披荆斩棘一路高

歌来到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汉硕生。

短短一个月的时光，经历过辛

苦和迷茫，经历过学习的满足

与片刻的光芒，我们不断地打

磨、发现不一样的自己。愿不

忘初心，终得偿所愿。2018 汉

硕生，一起加油！

——刘姗姗

四月初樱花缤纷，走到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偶遇姚老师，

她的热情似火，她的温柔似水。

从此决定报考同济的研究生。

经过各种报名、面试，被学校

录取的那天，不知有多么兴奋，

高兴得泪流满面。带着一颗欢

欣鼓舞的心来到同济大学报道。

报道的那天，姚老师给我讲同

济大学的历史与“同舟共济”

的成语，她的言语深深地拨动

了我心弦。自 9 月 10 日到现在，

不仅仅是姚老师，汉硕的老师

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指导都令

我感动。在这里学习是我的荣

幸。

——姜文净

从收到通知书的一刻，心

中充满了欢欣雀跃到现在常常

被紧张的学习课程压到感觉透

不过气来。但是却看到了自己

的成长，希望每天都能有所成

长，加油加油！

——蔡智媛

工作七年后，有机会再步

入校园，感觉陌生又亲切。同

济大学的严谨，国交学院的细

致，一个月以来，已经在点滴

改变着我原有的生活：想的到

青春，没有想到的温暖，还有

越来越多的惊喜和未知。感谢

学校和学院，感恩与敬业专业

的老师们，勤奋可爱的同学们

相遇，期待未来三年的美好时

光！

——孙明明

我的开学感言是骄傲与期

待。我为自己能考上这所大学

而骄傲，同时，我为这所拥有

百年历史，却不失与时俱进的

大学感到骄傲。我对国际汉语

教育这条道路充满了期待，同

济是我是梦想启程的地方，我

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梦。

—— 张晓芯

时隔两年，再次回到校园。

校园的一切，是多么令人怀念。

趁阳光温热，趁微风不躁，趁

时光未老，很幸运在同济遇到

了一群可爱的小伙伴和老师！

未来三年，希望大家在同济以

梦为马，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徐晶芹

新生报到那天，当我走进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时候，我

的心情开始激动起来。每每想

起未来三年要在国交院度过，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我院开

学典礼之后本人更深刻认识到

求学之路漫漫兮！但书山有路

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唯

有历经磨砺，尝遍苦寒，方能

学有所获，业有所成。

——张培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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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校园，心里感触良多。

这里绿树掩映，这里书声朗朗；

眼前处处是满目求知的年轻脸

庞，耳边总不缺语重心长的谆

谆教诲。无论是，课堂上，你

来我往，唇枪舌剑地讨论，还

是休息间，三五成伴，喜笑颜

开地评价食堂饭菜，都让我真

切地感受到时光的美好。

短短几周的时间，感觉自己的

生命仿佛切换到了一个全新的

轨道，这样的生活和学习节奏

带来的是充实，是骄傲，是每

时每刻都有进步的喜悦，是每

分每秒都在成长的感动。读书，

学习，听课，讨论，我希望每

一分努力都能化作一缕细丝，

不断累积，最终织成锦缎，铺

就走向讲台的路。

——高丽

入学已经一个多月，现在

回想起来，依然能感受到胸中

的跃动。我希望能通过汉硕学

习这个机会，把我的中文和外

语水平都往上提一个档次。

——郭漪菲

踏入汉语国际教育的大门，

希望能成为一扇文化的窗口，

让更多的留学生通过切的身感

受来体味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巨

大变化同时，通过对汉语言文

化的学习来切身感受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二十年栉风沐雨，

二十年春华秋实，祝福国交院

二十岁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华敏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新篇章开始了，我

要学会自主学习，提高自己学

习效率，学会安排时间，经营

学习有效方法和策略。

——普心雨

来到同济的每一天都充满

了温暖与惊喜。雨中的开学典

礼，大家身披蓝色雨衣，我们

是一群同济蓝精灵。我为我们

真正成为了同济人而骄傲自豪。

中秋时节同济的高颜值月饼让

我体味到了家的温暖。

同心筑梦，济念师恩，师傅领

进门，修行在个人。来到同济，

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觉得自

己需要学习的还有好多好多。

希望自己真正的琢玉成器，不

负韶华！

——闫亿欣

初试时犹自飘零的金黄枫

叶，复试时漫天飞舞的粉嫩樱

花，入学时芳香四溢的橙红丹

桂，这里有缤纷的色彩。

开学典礼上刘院长和李老

师的殷殷期待和谆谆教诲；生

活学习中姚老师无微不至的关

怀；德语课林老师为补齐冲掉

的课时，连讲三个半小时，负

责的态度另我油然生敬；要素

教学潘老师简洁明晰的讲解及

犀利的实战分析，虽然绷紧了

每位同学的神经，但也为之后

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课程讲解奠

定了基础；论文指导刘老师细

致的会话分析在打开了另一扇

知识之窗的同时还提供了观察

课堂的新方式；导论课许老师

妙语连珠，让枯燥的理论学习

变得生动有趣，激起了我学习

的兴趣和积极性。这里有专业

且敬业的老师们。

“这是德语的发音规则和

词性规律，大家看看，有不明

白的地方随时和我联系。”“同

学们，这是刘老师的公共邮箱

和密码，大家保存下，之后会

一直用到的。”“周一、周三晚

上 5:50-8:30有林希老师的课，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听。”“这

是彰武路校区的地址，进门左

转的样子。”……这里有热心友

爱的同学们。

很幸运可以到同济国交院

读书，很幸运能够遇到这样一

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希望三

年之后的自己可以蜕变成更好

的自己。

——吴洋

以上是我们 2018级汉硕的

新生感言。让我们一起传承“同

济汉硕，汉传天下”的理念，

点燃青春，放飞梦想。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脚踏实

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希望大家在国交院，以梦为马，

挖掘自己的潜力，修炼出更出

色的自己，每时每刻都有进步

的喜悦，每分每秒都有成长的

感动。真正地琢玉成器，不负

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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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院长，孙院长，宗院长，程妤老师，丹东老师，海峰老师，海燕老师，李萍老师，丽勇老师，林华老

师，林希老师，时玥老师，伟嘉老师，文玉老师，晓静老师，晓凯老师，歆媛老师，许涓老师，雪飞老

师、燕春老师，叶澜老师，怡菲老师，钰倩老师，运同老师，占山老师，郑婕老师，…… 
 

许涓老师：耕耘二十载，汉硕破土出；欣逢院庆日，泛舟咏汉歌。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生日快乐！  

陈玉桃：唯厚可以载物，唯德可以育才！ 

    林冬：祝愿国交院这个温暖的大集体蒸蒸日上，将这种幸福广为传播；未来可期，祝学院下一个十年更

加辉煌！ 

    刘姗姗：有种幸福叫在同济大学国交院做汉硕生！感谢国交院所有的老师，正因为你们的孜孜不倦、无

私奉献，我们才得以坐拥绿荫。二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愿国交院越来越好，迎来更多精彩，书

写同济新华章！ 

    蔡智媛：很荣幸在同济求学期间巧遇院庆 20周年纪念，祝福学院越办越好，桃李芬芳，汉传天下！ 

    张晓芯：愿同济永远生机勃勃，更展宏图！ 

    祁笑：风雨二十年，砥砺前行，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完善。祝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张培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在中华文化传承与弘扬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其成果之丰硕，令

人瞩目。祝愿我国交院桃李满天下，芳名四海扬。 

高丽：廿载风雨走过，你从诞生到桃李芬芳。一直无私奉献的教师团队，因渴望知识不断慕名而来的批

批学子，必将为你的明天添砖加瓦，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这个名字定会更广范围地被传颂。传

播知识，弘扬文化，改变命运，丰富人生，未来，你会做得更多，因为使命，因为责任，因为不断增长

的实力。每一天，每一年，你都在不断的积淀中越发成熟，但却也将永远年轻有活力，从不停止创新。

我亲爱的学院，愿你接下来的路，因为众志成城，因为齐心协力，一路鸟语花香。 

郭漪菲：希望我们学校汉硕专业能领跑华东～ 

华敏敏：二十年栉风沐雨，二十年春华秋实，祝福国交院二十岁生日快乐，越来越棒~~~ 

王静：风雨同舟 20载，我们一起画未来！祝国交院 20 岁生日快乐！ 

普心雨：深入了解您后，我倾慕你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学术建树；我羡慕你学识渊博、春风化雨的老

师；我赞叹你谈吐不凡、志在四方的高业弟子；我感动你同舟共济、八方来援的暖流。我想看你从夏日

骄阳到寒冬暮雪，从天光乍破到夜寂如水。愿母校越来越辉煌，越来越充满生机。祝您 20周年生日快乐！ 

陈希凯：桃李天下，让世界了解中国！祝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20岁生日快乐！ 

韩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向学院致以最诚挚的祝福，愿学院桃李芬芳，汉传天下！ 

吴洋：吴憾展新卷，洋帆复启程，祝福源心田，国强始文化，交友自八方，院满飘丹桂，二逢庆佳日，

十载探革新，周始承师训，年盛志高远，生花于妙笔，日月习苦功，快然抒胸臆，乐道授汉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