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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华文明国际传播论坛

“一带一路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国际研讨会
10 月 20 日至 21 日，在国际文化交流

学院成立 20 周年庆典之际，“中华文明

国际传播系列论坛”之第二届论坛在同济

大学开讲。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实践

者聚焦“一带一路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

播”这一重要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背景

下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教学研究

议题。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中国学研究中心与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

流学院共同主办，由同济大学党委宣传

部、同济大学留学生工作办公室和同济大

学孔子学院办公室协办。邀请了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就

中国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一

带一路国家的跨文化交流与讨论、新时代

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国文化的当

代价值与传播创新四大议题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交流。

研讨会开幕式由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刘淑妍院长主持。

同济大学副校长江波在致辞中表示，

我们要认真传播中华文化，同时用宽广胸

怀，吸引世界文化养分，互相借鉴，互相

学习，互相交融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形

势下，同济大学应积极响应，做出应有贡

献；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国

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树华表示，要为

中华文化走出去，世界文化引进来构建一

个由交流而兴、由互联而荣的更好平台；

日本大阪大学言语文化研究科教授、世界

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古川裕表示，日本需

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日本、了解

世界，跨文化的交流，任重道远。

主旨发言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唐磊主

持，四位学者做了报告演讲。华东师范大

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兼国际汉语教

师研修基地执行副主任张建民教授从“一

带一路传播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为我们

提出了在传播过程中可采取的区域对策；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吴英成教授

提出“在一带一路迈向 2.0 新阶段，汉语

国际教育也应采取新战略以保证其可持

续发展”；樱美林大学校长助理、樱美林

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杨光俊教授则从同济

大学和樱美林大学 12 年的合作出发，分

享了中华文化在日本传播的现状与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键老师从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

文化传播史实中提出了对当今一带一路

文化交流的建议。四位学者风趣幽默的演

讲风格，新颖独到的观点见解让现场的嘉

宾、老师以及学生获益匪浅。（下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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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汉硕的“园地”

驶向世界的《汉舟》

10 月 24 日，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语言文化博览会第一场论坛“‘一带一路’语言文化共兴发展论坛”在北京渔阳饭

店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代表聚焦“‘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与中华文化的传播”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当

前中国文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路径。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刘宏在致辞中表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语言文

字工作者和中华文化传播者的光荣职责，也是中国加快走进世界中心的有力支撑。时代的召唤，要求我们更要加强使命感、

责任感，脚踏实地、扎实工作，努力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论坛上，同济大学发起的“一带一路”语言文化传播校企联盟正式启动，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刘宏、美国北卡罗莱

纳中央大学校长 Johnson O.Akinleye、日本樱美林大学校长助理、孔子学院院长杨光俊、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妍、副院长孙宜学、企业代表郭信麟、杨阳等共同为联盟成立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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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研讨会的第一单元由中国社

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

培忠主持。澳大利亚汉学家协会轮值主席

Shirley Chan（陈慧）以“中国文化在澳

大利亚”、同济大学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蔡三发以“‘双一流’

建设与大学声誉提升”、台湾大学政治学

系石之瑜教授以“后西方地区主义的‘命

运共同体’:从儒家的角度反思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同济大学国际文化

交流学院刘运同教授以“互联网时代的青

年亚文化”为题分享自己对于“中国文化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传播”看法。

第二单元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院长张艳莉教授主持。首都体

育大学教授孟涛以“中国武术讲述中国故

事”、印度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级研究员

Reena Marwah（里娜·玛瓦）以“斯里兰

卡和菲律宾的中国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

视角”、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

长武心波教授以“第二次‘东学西渐’：

一个新的历史分析框架”、上海沃动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邱利军以“基于共享

模式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

力”、德国汉诺威莱布尼茨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蔡琳以“从德国孔院的实践看中华文

化在海外的传播: 目标群、目的及方法”、

北京市源本中医研究院院长樊学鸿以“重

塑中医——新时代传统中医的发展与传

播”、中国民生银行总行行长办公室美术

机构专家顾问谢尚晋以“中国现当代艺术

的国际传播”分享自己对于“一带一路国

家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理解。

第三单元由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党

委书记李立贵主持。日本大阪大学言语文

化研究科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

古川裕以“‘在日汉语教学’现状及其课

题”、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吴

中伟教授以“关于专用汉语教学的几点看

法”、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叶澜以“文化融入视角下的跨文化课堂”、

意大利佛罗伦萨孔子学院外方院长

Valentina Pedone 以“觉化音高曲线对汉

语声调训练的有效性”、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叶军以“新时代国际汉语教师教育的新

挑战”、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

授程妤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国

际学生流动：态势与发展”、同济大学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助理教授姚伟嘉以“‘当

代中国’研究对汉语国际教育之意义”分

享自己对于“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创新

发展”的观点。

第四单元由同济大学留学生办公室

主任禹昱主持。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国际处

处长刘根法以“提炼展示中华文化精神标

识，助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同济

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

门洪华以“‘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战

略思考”，格鲁吉亚汉学家协会主席

Marine Jibladze（玛琳娜·吉布拉泽）以

“格鲁吉亚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对话”，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孙宜

学教授以“一带一路国家中华语言文化交

流与传播”，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心

胡春春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舆论话语陷

阱”，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李莎

莎以“基于德国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

报道的对外传播建议”，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副教授焦永利以“新时代开放文化与上

海全球城市建设”，同济大学当代中国研

究中心副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

葛天任教授以“全球城市背景下上海增强

文化软实力思考”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国

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播创新”的研究成果。

2018 年是改革开放的 40 周年，也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五年。这些创

新性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

文化都带来了不同程度改变。本次论坛针

对当今世界新形势下关于中国文明传播

情况和软实力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维

度、不同方面的交流讨论。来自澳大利亚、

日本、意大利、格鲁吉亚、印度、德国等

地的学者专家从政治、经济、教育、语言、

艺术、体育、中医学等不同角度，讨论了

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传播途径、传播情

况，以及未来的国际规则制定、城市发展、

高校建设、人才培养尤其是汉语教师的培

养、国际汉语课堂设置等现实性问题。

一天半的研讨会时间虽短，但与会学

者在论坛中所做报告却内容详实，见解独

到，引人深思。在总结环节，杨光俊教授

和唐磊秘书长表达了对此次国际会议成

功举办的祝贺，并提出为了传播好中国文

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去体会更多包容

性和兼容性的问题，为了能够创造和保持

多元的世界文化，这更加需要所有学者一

起同舟共济。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刘淑

妍教授对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嘉宾们带

来的精彩发言表示感谢，认为此次国际会

议体现了强大的多元与包容精神，这也正

是一带一路与中华优秀文化国际传播的

精髓所在。明年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第三届

论坛将聚焦城市文明与中外文化交流，期

待有更多领域的专家能加入，共享智慧、

思考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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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部教研室主任许涓老师
1998 年，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负责我

校来华留学生招生、管理、教育、服务等工作；2004 年，

以上工作分别由留学生办公室、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留

学生服务中心承担。也就是说，自 2004 年以来，同济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为了专门从事汉语作为二语

教学和科研的机构。

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实践，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汉代。自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经历了

上世纪 50-70 年代末事业的开创期、80 年代至上世纪末

学科的确立与深化期、本世纪以来的转型期。所以说，

我们的学院还比较年轻，但是这个事业、这个学科已经

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有了比较漫长的发展历程，现在

也有了一个十分可喜的时代转机。

汉语作为二语教学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学术定位，把

它转化为具体的任务，可以理解为汉语国际传播和中国

文化的国际传播。我们注意到前北京语言学院 1996 年

曾改名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 年再次更名为北京语

言大学；而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最近又改名为汉

语文化学院。那么文化在这个学科里究竟如何定位？上

世纪 90 年代，在本学科领域曾经有过一场语言与文化

的讨论，其结论似乎可以总结为：汉语国际传播是本学

科的核心内容，而中国文化国际化是本学科的深层目标。

事实上，中国文化国际化是所有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

们肩上的这个担子尤其重，主要是因为语言和文化密不

可分的关系，因为汉语国际传播的国际特色所致。

一个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的传播到底有多重要？借

中国人民大学《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报告》的话说，

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应用乃至被接受为国际间的交往

媒介，其意义都超越了语言本身。它不仅可以标志世界

性的文化生态，不仅可以度量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互动和

平衡，而且实际上可以成为“国家兴衰”的基本符号。

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使得中国文化国

际传播的任务前所未有地紧迫，真可谓乘势而为正当时。

经历了从对外汉语教学转型为汉语国际教育的发

展，在教育实践、应用研究、学科理论、学科基础理论

的支撑下，本科学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体系，已经有了

相当数量和分量的科研成果。伴随着学科的发展，20 年

来，我们学院在步履蹒跚中逐渐成长，具有了一定办学

规模、多种教学类型、丰富的教育项目，主体教学包含

了国内的交流生、长短期进修生、预科生、本科生、研

究生，以及国外孔院生教育。

在今天这样一个总结过去，期许未来的日子里，祝

福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学科日渐精深，学院蒸蒸日上；

衷心感谢在这个事业进步、学科繁荣、学院发展的历程

中给予我们指导、帮助与支持的校内外的领导和专家，

衷心感谢在平凡的岗位上付出辛勤劳动的每一位工作

者，是大家共同的努力成就了学院的今天。

再次祝福学院！

——18 级汉硕学生高丽

10 月 21 日下午，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立 20 周年庆典在四平路校区逸夫楼一楼报告厅隆重

举行。以“文化立世、文化兴邦”为目标，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为前提，不断增进世界文明的理

解与沟通，是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内核。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建院 20 年来，一直自觉承担

起这份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使命，携手校内外同仁一道奋发有为、创新探索，共同推动来华留学汉语言学

习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天朗气清鸟声声，晨光映照校园明

逸夫楼前群生至，今朝庆生话浓情

红绿掩映二楼间，宽敞明亮报告厅

三五结伴排排坐，转眼满场无虚席

日升时刻光普照，院庆典礼由此始

院长台上叙今昨，师生座下感经年

风雨同舟二十载，回望征程心感慨

汉语蒸蒸遍地起，现状未来有所思

众位大家抒己见，天南海北见闻集

奇思妙想接连出，经韬伟略纷纷呈

一带一路旗帜明，文化自信立心中

先辈寄语荡心间，我辈言行皆自律

厚积薄发铸长剑，劈风斩浪历学海

耳边妙语连珠发，目下大师风采集

视听盛宴引人醉，高潮迭起不觉时

日落偏西今且毕，意犹未尽待明日

次日移步国交院，诞辰气息更胜前

秋风翩然逐散云，丹桂幽香溢宇间

今日庆典重启程，千言万语心心念

披荆斩棘至此地，开疆拓土学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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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中的见证(上)

---张立辉

转眼间,来到樱美林孔院赴任

已 6 月有余。在这短短的 6 个月里，

我在适应和学习中不断刷新着对跨

文化交流的理解。赴任以来，我在

负责孔院的汉语讲座的同时，也有

幸参加了一场又一场高水准的汉语

交流讲座及文化交流讲座。我参与

过樱花祭，中国节，日本高中生夏

令营，中戏的歌舞伎学演，上戏、

国戏的京剧巡演等等好多好多活

动，不仅结识了像陆俭明教授、马

真先生那样的语言学泰斗，日本的

汉学专家古川裕教授等许多位汉语

界顶尖学者，还认识了一群活波可

爱的樱美林大学汉语专修生和体贴

温暖的公开讲座学员们，其中印象

最深刻的，是一个叫屋宜花恋的小

姑娘，作为汉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

她学习汉语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零

两个月，但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克

服了自己的畏惧和重重困难，拿下

了东日本地区汉语桥大赛的冠军。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夺冠后

那双泛着泪水的双眼里，有她一路

的心酸历程。作为她的指导老师，

我很骄傲，也很欣慰，她给我带来

了很多能量。

讲到这里我好像有一种炫耀的

感觉，但这是我在樱美林孔子学院

历练成长中真真切切的感想与体

会。

我是何等有幸，能渡过这样丰

富精彩的汉教生活，感谢同济的培

养，同时更感谢樱美林孔子学院能

为我们创造这么好的工作氛围。在

此期间我不仅见证了陆俭明教授的

博学与求真，马真先生的热诚与儒

雅、古川裕教授的专研与求精，伟

嘉老师的明快与执着，璐璐师姐的

努力与进取……我更见证了在这一

切的幕后运筹帷幄、默默付出的那

位老师。他虽然不是站在讲台和舞

台的最中间的那个闪光者，但却是

最应该接受荣誉勋章的那个人。他

就是我们孔子学院的院长——杨光

俊教授。

见证之一：家长式担当。
记得初来樱美林，因宿舍没有

空调，在办公室管理人员拒绝帮忙

解决的情况下，我怯生生地向杨院

长汇报住宿情况。平时事务繁忙，

一贯雷厉风行的杨院长立即向办公

室人员确认情况，并急切地对管理

人员说：“房间没有空调怎么行？

你马上去联系后勤部部长，如果他

说不能安装的话，我再和他联系。”

回过头又关切地对我说：“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和我说，好好工

作。”短短的一句话，暖彻心底。

见证之二：座谈会学术担当
2018 年 7 月 13 日上午，杨光俊

教授把汉语界权威人士召集在樱美

林大学伊豆高原俱乐部，召开了《汉

语与汉语教学》学术座谈会。

与会专家和学者围绕着杨教授

提出的 “字本位”的问题，展开了

客观而精彩的探讨。“字本位”问题

不仅涉及到汉语教学问题，还有一

种民族自豪情绪的主张在里面，是

一个学界中相对比较复杂的问题。

杨光俊教授在阐明这个问题时，从

语言自身的角度和语言教学的角度

展开了话题，向我们展示了他深厚

的学术功底。研讨会上大家各抒己

见，气氛热烈，妙语连珠。研讨者

意犹未尽，把会议延伸到回乘的车

上，听者受益匪浅，激动不已。之

后是接连两天的汉语教学学术演讲

会，专家们各显身手，奉献了一场

又一场精彩而深刻的学术演讲，为

各位慕名远道而来的在日汉语教师

及学者们带来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

教学。

最后的《汉语与汉语教学》主

题发表会，也让我们这些青年教师

得到充分的成长机会，吸收专家们

的建议和点评。我也参与了《汉语

与汉语教学研讨会》----如何教好

这个班的主题发表,陆俭明教授也

诚恳关爱地给与我鼓励与指导。这

一切的收获都要归功于杨院长对于

汉语语言学的热爱和对学术探讨的

热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