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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

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精

神，进一步提升来华留学培养质量，聚焦

新时代来华留学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市

教委国际交流处于2021年1月7日在上海外

国语大学召开了2020年上海高校来华留学

课程建设与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研讨

会。我院留学生部派员参会。 

上午的全英语示范课程建设推进会由

市教委国际交流处葛静怡副调研员主持。

来自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

大学、东华大

学四所院校的

国际交流学院

的相关负责人

向大会汇报了

各自学校2020

年在推进全英

语示范课程与

专业建设的进

展、问题与对

策、总结与展

望，并分享了

相 关 工 作 思

考。市教科院

智力开发研究

所杜晓利所长

向与会代表介

绍了新一轮上

海高校来华留

学生英语授课示范性课程建设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报告。市教委国际交流处芦琍琍副

处长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各高校在全英语

示范性课程与专业建设过程中做出了许多

开创性探索与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带

动了留学生课程教学改革，促进了留学生

培养质量的提升。同时，疫情下线上教学

的开展也带来新的挑战，新形势下各高校

在对接国家战略、区域发展与教育改革上

还需要更加积极作为。 

下午的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研讨会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张艳

莉院长主持。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吴应辉

教授、五洲汉风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的李佩泽董事长兼总经理等专家学者就

全球中文学习需求对互联网+中文教育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疫情背景下汉语水平考试

的变与不变等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吴教

授指出未来在线中文教育将会有更大发

展，中文将成为一门全球性语言，数字化

中文教学平台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语别

化、国别化、

个性化、精准

化的中文教学

之路还待进一

步探索实践。

随后，各高校

教师代表就留

学生在线教学

的模式、汉语

项目线上教学

实践与策略、

汉语在线教学

满意度研究等

主题做会议发

言与交流。 

    在此次会

议上，各高校

充 分 交 流 了

2020年疫情期

间以全英语授课课程建设为抓手，在确定

网络授课培养方案，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提升留学生学习体验等方面的相关做法与

经验，这种沟通交流将对我院留学生课程

品牌建设、留学生汉语教学的推进和留学

生教育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起到重要参

考和促进作用。留学生部将进一步领会此

次会议精神，做好线上线下融合教学改革

实践和留学生汉语教学提质升级，力争在

2021年留学生培养质量更上新台阶。 

我院参加 

2020年上海高校来华留学课程建设

与国际中文教育线上教学研讨会 

（撰稿：陈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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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将至,岁寒情深。 

为营造温馨祥和的春节氛围，传递学

院大家庭的温暖， 2021年2月11日农历除

夕，学院对2019级十二名留沪留学生进行

了春节慰问，邀请留学生们来院共享团圆

午餐。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教授，

副院长卢文彬教授，留学生部部分教职工

参加了慰问活动。 

午餐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

教授代表学院向留学生们分发了年货大礼

包和春联、福字等中国特色年俗物品，并

详细询问了留学生们寒假期间的学习与生

活情况。留学生们纷纷表示奥园的生活便

利舒适，感谢李院长和学院对他们无微不

至的关怀和帮助。 

今年留沪过年的留学生们主要来自南

苏丹、利比里亚、格林纳达、塞拉利昂、

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加纳和纳米比亚等

非洲发展中国家。在院领导的关心和后勤

部的大力支持下，学院为留沪留学生在奥

园安排了各项完备的生活设施和周到细致

的安排和帮助。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李院长祝愿

留学生们新春快乐，牛年大吉。他分享了

自己年轻时留学的经历。虽然留学海外可

能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时体会到乡

愁和孤独，但期望留学生们牢记初心和理

想，珍惜留学时光，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学

习和生活，将来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贡

献。  

除夕送关怀 岁寒暖人心 

——记新春留学生慰问活动 

（撰稿：许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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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交流探讨留学生OAO教学与论文指导实践经验，深化发展留学生OAO培养模

式，切实提高培养质量，我院留学生部于2021年3月24日下午在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办了2021年留学生OAO教学实践师资交流会。留学生项目相关院内外授课教

师、论文导师、助教及院内相关老师近三十人参加会议。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教

授和高大平副院长全程出席会议。 

郑功博士首先介绍了近年来留学生部践行学院OAO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情

况。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来，对全球跨境学习与交流带来巨大挑战。在院党

委的指导和院内外师资的大力支持下，留学生部对OAO模式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和创

新，逐步将OAO培养模式成功拓展到教学、论文和现场教学等多个环节中，为疫情期间

留学生培养工作有条不紊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后，前亚行行长高级顾问姚先斌博士、上海社科院徐明棋教授、上海财大叶建芳

教授、华师大张敏教授和华师大金志军研究员等校外老师，以及我院多位教师代表围绕

留学生OAO教学实践、教学质量提升、课程考核、课程思政、论文指导等主题纷纷发

言，对OAO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进行热烈商讨，分享了相关心得与经验，对进

一步完善留学生OAO教学实践，加强项目线上线下教育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提出了很多宝

贵意见与建议。 

高大平副院长认为，在留学生项目相关师生的共同努力下，OAO成为解决疫情下无

法开展面授教学的有效手段。同时也结合线上教学的特点，对于进一步丰富教学方式，

加强师生互动，提升在线教学质量等提出了相关建议。 

李院长最后在总结讲话中点出了四个关键词。一是“协作”，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

得益于留办、授课教师、助教、信息部等相关团队成员多方面的共同合作；二是“用

心”，建议可使课程高度结构化，准备更加详实的预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鼓励

留学生OAO教学实践师资交流会 

顺利举办 

（撰稿：陈宝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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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积极参与；三是“融合”，OAO的本

质是线上线下的融合，未来的OAO要考虑

线上如何为线下赋能，以提升有限教学时

间内的价值和效果；四是“严格”，包括

对学生和对教师自身都要以更高标准、更

高要求，来提升教学质量。李院长最后建

议未来可进一步用好在线手段，加强留学

生在入学前、教学中和毕业后的联系，同

时加强OAO创新与管理，促进线上线下高

度融合。 

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次OAO教学实践师资交流会的召开，为学院留学生培养OAO模式

的深化发展和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启迪了思路，补足了信心。留学生部将在

院党委的指导下，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进一步打造高质量的国际留学生项目。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2021年3月26日上午，来自南苏丹、纳米比亚、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坦桑尼亚、格林纳达、利比里亚、马拉维和加纳的十二名留沪2019级留学生

踊跃参加了学院2021年度义务植树活动。留学生们在留学生部的组织和协助下，扶树培

土，提桶浇水，共同植树护绿，为建设绿色思耐贡献自己的力量。 

种下一片绿色，播下一份希望。受疫情影响，2019级留学生中尚有十八名学生身处

海外，无法返校。如今校园重焕生机，留学生们纷纷祈愿世界早日走出疫情阴霾，迎来

明媚的春天。 

自承办留学生项目以来，留学生部一直紧密围绕培养“知华、友华”青年官员的目

标，将课程思政和国情教育作为留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借此次义务植树活动

的机会，留学生部特别制作了宣传页，向留学生们介绍中国多年来植树造林取得的成

就，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希望中国谋求可持续增长的经验

能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  

绿色思耐，美好未来 

——留学生积极参加学院义务植树活动 

（撰稿：许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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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起步之年。为推进落实教育部等八部委《关于加快和扩大新

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做强学院来华留学生项目品牌，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培

养质量和管理水平，2021年3月26日下午，我院参加了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举办的

2021上海高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培训会，学习了解来华留学生招生和奖学金工作的最新

动态和规范，与各与会高校交流相关经验。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负责人、上海大学国

际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东华大学国际学生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等在培训中进行了政策

宣讲和经验分享。 

此次培训对招生和奖学金工作的各个流程环节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形成了《上海高

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留学生部将参照该《指南》并结合学院实

际，进一步规范我院留学生项目招生工作，提高生源质量，推动留学生项目提质增效，

助力学院国际化高水平发展。  

 

 

2021年4月9日上午，2021年上海地区援外培训工作交流会在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举

行。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陈润云副院长、哈雨副处长，上海市商委诸旖副主

任、刘蓓敏副处长，以及上海多家援外培训项目承办单位相关代表参加本次交流会。 

会议由哈雨处长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当前我国援外培训总体情况、复杂形势和目

标要求，指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要不断创新完善培训管理制度，创新项目实施

方式方法，并进一步做好全年新生招生的基础准备和在华留学毕业生离校离华的相关工

作。 

上海市商委诸副主任提出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援外培训项目承担着国

际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国家战略使命，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促进国际人才对中国、对

上海的了解与理解，上海市高度重视走出去企业与援外培训项目单位的资源整合，积极

推动承办高校与上海市知名走出去企业的战略合作。另外，诸副主任还提出上海承接的

国家援外培训项目可以更多地体现上海特色，可围绕进博会、长三角一体化以及RCEP等

新开放机制，不断创新培训主题、培训主体、课程设计等援外培训项目体系。 

我院参加 

2021上海高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培训会 

（撰稿：许柯楠） 

我院参加 

2021年上海地区援外培训工作交流会 

（撰稿：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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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陈润云副院长则高度肯定了上海市援外培训项目取

得的重要成绩。历年来，国家援外人力资源项目共培训外国学员三十万人次，涉及全球

多个国家，其中培训部长级外国官员两千多人次，大大增加了中国对外的互利合作与

“知华、友华”人才培养。上海作为全球、全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为国际人才培养贡

献了上海经验与中国经验，未来还要结合国家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更高标准、更高水

平做好援外培训工作。 

交流过程中，参会同志重点就援外培训项目招生、课程设置、财务管理、现场教

学基地建设、培养模式、在线教学等方面的经验与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上海市援外培训项目承办单位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商学院、中国通号

上海工程局集团公司、上海亚太经济与信息化人才培训中心，以及我院留学生部等相关

代表参加了本次交流会。  

-6-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来我院调研座谈 

（撰稿：许柯楠） 

 

2021年4月10日下午，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

院陈润云副院长、哈雨副处长，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沈未

来副处长来我院调研座谈。我院李扣庆书记，留学生部

教工和2019级全体在沪留学生现场参与座谈。2019级境

外留学生及2018级留学生校友在线参加了座谈。 

座谈中，我院首先向来访领导和嘉宾介绍了学院留

学生项目的总体情况，并以短视频形式展示了留学生们

在院丰富多彩的生活。 

陈润云副院长在听取介绍并观看短视频后，对我院

留学生项目予以高度赞扬，对项目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表

示肯定。他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馆疫情挑

战，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看待援外人力资源合作项目。

希望我院一要对待疫情防控不松懈，二要继续做好2019

级留学生项目管理工作，为项目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场内及线上的2019级留学生和2018级留学生校友一

一发言，分享在华学习感受和对学院项目的体会。大家

纷纷对中国政府提供的学习机会表示感谢，并对学院和

留学生项目团队给予的关怀和支持表示感谢。不少留学

生提到，通过项目学习，对中国有了更真实和深入的了

解，从中国故事中学到的发展经验将对他们未来的职业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将对他们各自祖国的发展提供良好

借鉴。 

座谈最后，李扣庆书记代表学院感谢商务部对学院

留学生项目的大力支持，并表示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

学院将努力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携手各方共同努力，共

创项目美好未来，共筑中外友谊桥梁，让在华学习经历

成为留学生们事业发展的助力和里程碑。陈润云副院长

再次感谢学院对调研座谈的大力支持，并对留学生们的

职业发展和我院留学生项目的未来致以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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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2019级在沪留学生赴莲湖村学习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经验 

（撰稿：许柯楠） 

 

 

 

 

 

 

2021年4月16日下午，我院组织2019级在沪留

学生赴青浦金泽镇莲湖村进行学习，了解中国乡

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等有关情况。 

莲湖村是青西郊野公园核心范围内唯一的原

生村落。2014年，莲湖村被列入青浦区首批美丽

乡村区级示范村建设，完成了村庄改造、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小型农田水利、河道综合整治、环

卫设施改造、生态防护林等项目的建设。2015

年，莲湖村被评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2018

年获评全国生态文化村。同年，莲湖村又入选了

上海市首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青浦区唯一）进

行重点建设。 

在莲湖村，留学生们实地考察了为民服务中

心、双桥广场、日照养老服务中心等乡村振兴项

目，并参观了水上森林及沿途现代农业。一路

上，从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水治理、社区

环境整治、社区养老等方面详细了解了莲湖村乡

村振兴建设的做法及经验，近距离感受中国乡村

振兴建设成效。参观后，留学生们对莲湖村生态

环境保护、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留下了深刻

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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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不畏重洋隔，千里咫尺共一堂 

——我院2019级留学生论文答辩工作顺利举行 

（撰稿：马洁薇） 

 

2020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严格的国内防控措施，以及海外留学

生无法返回中国完成学业任务的新常态，我院留学生部努力实现留学生“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OAO留学生培养体系。在论文工作方面，结合时势

变化，出台并执行了一系列创新制度与举措，初步实现了留学生论文工作的OAO发展，顺

利推动了2019级留学生论文师生互选、开题、中期考核、论文查重、预答辩等工作的开

展。 

2021年5月29日，2019级留学生论文答辩如期举行。由于国际防控的复杂性，2019级

海外留学生仍然无法回到中国参加现场答辩，留学生部继续以ZOOM为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论文答辩。在保证答辩质量、要求、规范和效果的同时，将留学生分为三组开

展答辩。其中，在校的十二名留学生在学院现场答辩，海外十七名留学生通过ZOOM平台

线上答辩。在校留学生安排在上午答辩，海外留学生安排在下午答辩，以尽可能帮助海

外留学生克服时差差异，顺利答辩。经过多轮培训与测试，29日当天，2019级二十九名

留学生排除地域差异和网络不稳定等干扰因素，在全球各地连线SNAI，聚焦在SNAI答辩

的会场中，精心陈述自己的论文，认真回答答辩委员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答辩委员们精

准评价留学生论文并提出问题和后续论文修改的建议，对留学生展开两年来华留学学习

的最终检验。尽管大家天各一方，但通过远程连线和现场答辩的混合方式，仍然收到了

良好的答辩效果，整个答辩过程有序、严肃而神圣。 

后续，留学生部将根据教育部、商务部、财政部指示精神以及学院疫情防控需要，

在学院党委的领导下，继续统筹做好在线教育的总结和创新，继续做好毕业留学生学历

学位授予和学历学位数据上报等相关工作，优化学位授予工作时间、方式与流程，努力

保障符合条件的留学生按期获得学位，顺利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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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2019级留学生博少先（Frank Brobbey）日前收

到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预录取

通知。博少先来自加纳，入学前就职于加纳财政部。在校

期间平时成绩优异，并在论文指导教师李扣庆教授指导

下，在论文答辩中取得优秀成绩。在学业之余，该生还积

极参加上海市留学生诗词诵读大赛等校内外文化活动，爱

校友华，积极向上。 

    我院自承办留学生项目以来，始终坚持以“高标准、

严要求”为基本原则，以“课程学习、论文写作和现场教

学”为三大支柱，秉承“突出重点、发挥优势、办出特

色”的指导思想，积极将国内和国际资源融合进“中国智

造”培养体系，为留学生打造开放、包容、国际化的宏观视野和知识架构，培养一批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财会专业人才。 

在此背景下，我院留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兴趣大大激发。近年

来，我部不断收到校友继续深造的好消息。例如，2017级缅甸留学生阿卡（Arkar 

Htun）于去年获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目前在读；2016级格林

纳达留学生安妮（Nakisha De Roche）目前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未来我院留学生

项目将持续打造高水准、高品质、高层次的培养体系，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推动留学

生整体培养质量再上新台阶。 

祝贺我院2019级留学生博少先 

获得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预录取通知 

（撰稿：许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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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梦圆，生态发展  

——2019级在沪留学生赴花博会学习中国生态发展经验  

（撰稿：许柯楠） 

 
2021年6月24日，我院组织2019

级在沪留学生赴崇明花博会进行参观

学习，享花卉盛宴，学生态发展。本

次学习旨在使留学生们系统认识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直观和生动地

体验绿色中国梦的成就。 

在赴花博会参观学习前，学院

组织留学生进行了主题为“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道路”的学习，从生态理

念、环境保护、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

建设成就等几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同时，介

绍了崇明近年来对标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通过大力发展绿色农业、花卉产

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成功将生态

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并利用“花博

会”溢出效应打造“海上花岛”，将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经验。 

以“花开中国梦”为主题的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践行“生态办

博”，处处体现生态环保的设计理

念。入园后，留学生们兴致勃勃地参

观了世纪馆。馆中收集了来自世界各

地的珍贵植物。能够在上海邂逅来自

家乡的植物令留学生们感到惊喜和亲

切，大家纷纷寻找各自家乡的植物并

与之合影留念。此外，留学生们还参

观了花艺馆、复兴馆等。 

留学生们还在光明牛奶盒长椅

上小坐并合影留念，津津有味地询问

牛奶利乐包装回收再利用并生产为椅

子的故事，为这一特别的可持续可循

环创意感到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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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我院积极

响应“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宗

旨，为身处亚非五国的三十名2019级留学

生推出了线上实时直播课堂。为时八周的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课程便是其中之

一。管理会计是

会计学科的组成

部分之一。与财

务会计等其他领

域不同的是，管

理会计主要强调

企业的未来和实

际运作。企业管

理层通常需要运

用管理会计来更好地控制、规划和预测企

业的未来发展。因此，管理会计可以被看

作是企业战略决策、财务职能、运营、计

量和其他部分之间的桥梁。为了帮助国际

留学生更好地了解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际

运用情况，具备日常业务操作的能力，让

学生了解管理和会计之间的逻辑和联系，

留学生部根据培养目标与培养计划为留学

生开设了此课程。 

2019级留学生的《管理会计理论与实

务》课程由我院刘耀榘博士主讲，通过

ZOOM平台网络直播授课的形式，圆满完成

了教学任务。该课程系统梳理了管理会计

在决策、计划和谈判、执行和监督中的作

用，重点关注管

理者对决策和控

制的会计信息的

使用，使学生了

解会计作为组织

管理和控制系统

的一部分所起的

作用。课程共八

讲，涵盖管理会

计基本理论、本量利分析、成本行为及分

类、作业成本法、预算控制、管理控制系

统，以及成本分析框架等。内容深入浅

出，理论讲解结合大量刘博士自身经历过

的中外实践案例，既有助于知识视野的拓

宽，又加深了留学生对管理会计理论和企

业经营活动的了解。 

刘博士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通过课堂

案例分析、在线小组讨论、课后练习题、

2019级留学生《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课程侧记  

（撰稿：何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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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案例分析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帮助留学生建立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以期留学

生在未来学成归国之后，能在日常的工作分析和决策中，熟练应用课程讲授到的基本方

法。 

    在刘耀榘博士的引导下，在线直播课堂的讨论精彩纷呈。留学生们也将工作中所接

触到的相关知识案例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了分享交流，进一步丰富了课程内容。财务在

企业里的角色正在进化，而管理会计在企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大，这时候就对财务人员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留学生们通过《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这门课程的学习，更深入地

掌握了会计核心课程相关内容，并获得了提升自己职业技能的指引。 

2019级留学生《国际商务》课程侧记 

（撰稿：吴宁沁）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由于新冠疫情，2019级的十八名留学生无法返回校园

进行正常的面授学习，为了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我院统一安排线上授课，《国际

商务》课程就是通过Zoom在线直播授课的方式开展的课程之一。 

2019级留学生《国际商务》课程由我院曹声容教授主讲。课程共分为八讲，分别

对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自然资源和环境可持续性、国际货币体系、国际竞争战

略、全球领导力、进出口贸易、国际化营销、全球运营和供应链管理等多个主题进行概

要介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留学生了解了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企业面临的相关挑

战。 

除了理论知识的讲授，课程还专门安排了CESIM平台的模拟实践操作，为学生提供

国际化商业和战略模拟,并贯穿于整个课程,成为课程的特色之一。在曹教授的指导下，

留学生们在CESIM平台各自组建团队，并任命团队中的CEO，CFO，COO等角色。在模拟的

过程中，留学生们更直观地体会和理解在全球飞速发展和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各类复

杂的商业学科概念，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留学生们在制定战略决策之前，

需要综合考虑各类因素，例如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资本结构优化、转移定价、产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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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机、供需网络管理、外包、市场差异化等问题，从战略和管理的角度对企业国际化

经营的复杂性有了更为全面的认知。 

由于一半以上的留学生都身处海外，因此给小组讨论及团队合作都带来了诸多困

难和种种不便。留学生们克服了时差、地域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跨文化的团队合作中

群策群力，每个小组各个回合的模拟比赛都精彩纷呈。 

 在“全球化”逆动的时代，由于各国文化和体制的不同，企业现在面临着双重压力，

即“走出去”以面对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者的压力和“本地化思考”的压力。通过该门

课程的学习，留学生们进一步熟悉了国际公司的经营环境，明白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更

重要的是，了解、理解并能够提供针对全球业务问题的解决方案。  

 

留学生的汉语进阶之路 

——2019级留学生第三学期《现代汉语》课程侧记 

（撰稿：陈宝莲） 

 

2020年下半年，在我院精心安排与组织下，2019级留学生圆满完成了第三学期《现

代汉语》及配套汉语拓展课程的学习。 

《现代汉语》课程由华东师范大学金志军教授主讲，主要以《博雅汉语》为主教

材，通过词汇的积累、语法点的讲授和语言形式的操练，为留学生打下汉语听说读写的

基础。同时，为给留学生更多语言输入与操练的机会，每周还配套安排一次汉语拓展

课，由留学生部老师讲授。汉语拓展课与《现代汉语》课程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形成

了我院特色的国际汉语教学教辅体系。 

由于国际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滞留海外的18名留学生无法返回学院上课，课程依然

只能在线上开展。在经历了第一学期的汉语零起点启蒙和第二学期的蓄力加速，到第三

学期时，留学生的汉语水平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并没有受到部分学生海外滞留缺

乏汉语语言环境的影响。无论是课堂上的听写与实时互动，还是课后作业的完成质量，

相较前两个学期都有了很大提升。很多留学生的汉语发音比以前更标准，口头表达更流

利，阅读能力更强，汉字书写更规范。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反复的训练，绝大部分留学

生都能写出句式丰富、标点正确、层次分明、感情充沛的文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为给留学生更多中国文化熏陶与浸润，培养“知华、友华、爱

华”的国际财经人才队伍，在汉语拓展课上留学生部老师还专门开辟了中国文化小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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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给留学生讲授中国传统音乐、中国饮食文化、汉字的演变与书法等专题，并带领留

学生朗诵古诗词，学唱现代流行歌曲，深受留学生们喜爱。 

正如金老师在课堂上所说，学好汉语必将改变你的生活。汉语水平和文化素养的综

合提升恰似给留学生插上了隐形的翅膀，帮助他们更加自如地应对在华学习与生活中的

各种挑战，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留学生汉语作文《我了解的中国》摘录 

 

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有很多有名和漂亮的地方。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

家，有很多高楼大厦、地铁、购物中心、公共汽车和快速火车。中国有很多好吃的食品，

我喜欢吃臭豆腐、麻辣烫和饺子。我还喜欢喝奶茶。中国人太热情了。我爱中国。 

——That Tevoneath （李明芬） 

2019级柬埔寨留学生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经济和贸易很发达，有着悠久而有趣的历史，

充满历史和自然景点。中国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交通便利，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另

外，我特别喜欢中国菜，因为中国菜很有特色又很好吃。虽然我在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是

我习惯了中国的生活，我希望尽快就可以回到中国去。 

—— Sithphaxay Sithideth（丁立） 

2019级老挝留学生 

 

我了解的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合作的、善良的国家。 

—— Tin Zar Lat（田泽） 

2019级缅甸留学生 

 

中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中国人很友好。中国食品很好吃，中国人吃很多米饭。中

国人一年四季都喜欢喝热水，他们觉得喝热水对身体好。中国人用手机做很多事情，比如

买东西，坐地铁还有买票。中国很漂亮，我喜欢中国。 

—— Osman Angeles Conteh（康安格） 

2019级塞拉利昂留学生 

 

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可是中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喜欢中国的名胜古迹，

我喜欢中国的美食，我更喜欢中国人。要是你问我最喜欢哪个国家，我一定会说：“我最

爱中国！” 

—— Chioma Rita Okafor（丽塔） 

2019级尼日利亚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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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 has ended and how soon time flies. I can still recall the first 

day my class mates and I arrived on SNAI campus. It was joy 

inexpressible as we readied ourselves to take on the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in this reputable institution. It was never ‘studies as usual’ as 

SNAI delivered more than just accounting, offering us many other 

developmental lessons. I am full of gratitude as I look back on the 

incredible experiences. 

So many memories about SNAI fill my mind but one thing that stands 

out is the beautiful campus of SNAI. The architecture of school entrance, 

symbolism of the pillar of justice, flamboyance of landscape and 

elegance of the gardens have left indelible prints in my memory. I will 

always cherish and adore the beautiful surroundings. 

I made many grea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on this journey of which I 

am grateful for. Together we formed one big family bonded by love and 

respect. These are amaz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unique in their own ways and contributing their quota to the rich SNAI 

history. My associ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colleagues and staff made 

school life less stressful and brought many happy moments.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I have become a better person after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SNAI. I feel ready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in the professional world and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al activities. 

There is a proverb in Chinese that says: “Drinking the water of a Well, 

one should never forget who dug it” though I leave SNAI, I will forever 

cherish the knowledge bestowed unto me… I may go far away but will 

always look back on SNAI. The discipline, comfort and peace 

accompanying the entire experience in SNAI is my backbon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 will always recommend this great institution to 

prospective students. 

—— Leena Namutenya Nambinga 

致未来的自己和 S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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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两年前我和同学们初抵SNAI校园时的情形

仍历历在目。那时候的我，正为有机会在这所知名学府求学深造而感

到开心不已。在SNAI的学习经历非寻常可比，因为学院教给我们的不

仅有会计专业知识，还有很多发展类课程。回首这段难忘的经历，我

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 

关于SNAI的记忆太多太多，其中美丽的校园最具代表性。学校入

口的建筑“公正柱”、美轮美奂的风景和优雅宁静的草地，都在我的

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伴随我左右。 

这段求学旅程让我遇到了许多知心朋友，我们是一个相互关爱相

互尊敬的大家庭。大家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独特而又充满魅力，

共同书写着SNAI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与同学和老师们的沟通与交

流，紧张的学习生活得到了缓解，时常充满欢笑。 

此时此刻，我可以自信地说，在SNAI的难忘学习经历让我变得更

加优秀。我已经准备好面对未来职业生涯中的一切挑战，准备好为发

展事业做出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吃水不忘挖井人”。纵使我即将

离开SNAI，我将永远珍惜她传授给我的知识。我在SNAI接受到的教

育、感受到的温暖和学到的平和心态将会是我未来路上的坚定支撑。

不管何时何地，我将永远愿意将SNAI推荐给莘莘学子们。 

 

 

南天娅 

2019级纳米比亚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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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 has ended and how soon time flies. I can still recall the first 

day my class mates and I arrived on SNAI campus. It was joy 

inexpressible as we readied ourselves to take on the opportunity of 

studying in this reputable institution. It was never ‘studies as usual’ as 

SNAI delivered more than just accounting, offering us many other 

developmental lessons. I am full of gratitude as I look back on the 

incredible experiences. 

So many memories about SNAI fill my mind but one thing that stands 

out is the beautiful campus of SNAI. The architecture of school entrance, 

symbolism of the pillar of justice, flamboyance of landscape and 

elegance of the gardens have left indelible prints in my memory. I will 

always cherish and adore the beautiful surroundings. 

I made many great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on this journey of which I 

am grateful for. Together we formed one big family bonded by love and 

respect. These are amaz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unique in their own ways and contributing their quota to the rich SNAI 

history. My association and connection with colleagues and staff made 

school life less stressful and brought many happy moments. 

I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I have become a better person after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SNAI. I feel ready to take on the challenges 

in the professional world and contribute to developmental activities. 

There is a proverb in Chinese that says: “Drinking the water of a Well, 

one should never forget who dug it” though I leave SNAI, I will forever 

cherish the knowledge bestowed unto me… I may go far away but will 

always look back on SNAI. The discipline, comfort and peace 

accompanying the entire experience in SNAI is my backbon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 will always recommend this great institution to 

prospective students. 

—— Leena Namutenya Nambinga（南天娅） 

    2019级纳米比亚留学生 

致未来的自己和 SNAI 

译文： 

Joseph，来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是你做过的最棒的决

定之一。你可以自信地说，现在的你是一个更好的你：

你有了更准确的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更为广阔的视野，更

加热心于为社会贡献有益的价值，更加有能力来应对专

业领域的竞争与挑战。在这段求学经历里，同学们和广

大中国人民分享的多样文化视角将是让你获益终身的无

价之宝。SNAI的公正柱所代表的专业精神，也将时刻提

醒着你，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SNAIer该有的模样。 

亲爱的SNAI,感谢你将我塑造成了现在的模样，感谢

你给了我这么多真正关心我成长的教授们。感谢你为我

提供了一个结识终生益友的机会，感谢你帮助我搭建成

功的路径。感谢你让我真正认识到，只要足够努力，一

切皆有可能。感谢你关心学生的福祉。感谢你为我提供

舒适的学习环境。 

SNAI是我们所有2019级留学生们的第二故乡。在这

里，我们一起度过了相互帮助、相互进步的日子。期待

未来可以再次回到这里，再看一看这些让人心旷神怡的

美景。感谢SNAI，感谢一切的一切。 

 

 

郭振北 

2019级塞拉利昂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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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来的自己和 SNAI 

Joseph, coming to China for a master`s program i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you have ever taken. You can confidently say that you are now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strong aspiration to contribute more 

meaningfully to society and a stronger personality to take on new and 

tough challenges professionally. The different cultural views from fellow 

student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shared during these periods are 

invaluable gifts that will stay with you for ages. The principles of 

professionalism for which the pillar of justice in SNAI connote will 

always remind you of who a true SNAIer is. 

Thank you SNAI for shaping me into the personality I am today and for 

giving me professors that truly cared about my success during this period.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life-long friends 

and for setting me up for success.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place where I 

truly discovered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if I really applied myself. 

Thank you for caring about the well-being of the students.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me with comfortable learning environment. SNAI is second 

home and class of 2019 in master 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is my second 

family. We went through everything together and supported each other 

through everything. I love the fact that I would come back anytime and b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I look forwards to coming back in the future 

to see this beautiful environment. Thank you SNAI for everything. 

 

                                                     —— Joseph Jembeh Gbo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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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感言 

I cannot find a better way to express how excited I am to earn a master 

degree in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much less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for the opportunity provided by MOFCOM. Before enrolling at 

SNAI, I didn’t think reaching this feat of achievement was ever possible, 

especially going through the walls of this great institution. However, I now 

realized that at SNAI, nothing is impossible. SNAI is an institution of 

“POSSIBILITIES”, where potentials are unlocked and dreams are realized. 

This gives me the belief that I can achieve anything, especially with the 

height of exposure and real-word academic drills I received from SNAI, 

which are totally unmatched. Let me say that you, “SNAI” have transformed 

me into a complete professional, ready to serve and in preparedness to find 

solution to common world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blems, thanks to your 

consummate academic nurturing. Indeed, you are a profound source of 

motivation and a fountain of innovation. It is your high academic standard, 

moral values, professionalism and enchanting academic infrastructure that 

inspire me the most, and set you apart from many institutions. You are an Ivy 

-21-



 

 

 

-22-



 

 

 

译文： 

我无法用任何言语来表达对获得会计硕士专业学位的兴奋激动之

情，同样也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对中国商务部为我提供求学机会的衷心感

激之情。在被SNAI录取之前，我从未想象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在这所知

名学府开启我的求学之旅并取得这样的成绩。但是现在我意识到，在

SNAI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SNAI是一所充满无限可能的学府。在这里，

潜力可以被激发，梦想可以被实现。这让我相信我有能力做成任何事

情。我在SNAI获得的视野高度和与实务密切相联系的学术训练，是任何

其他地方都无可比拟的。请允许我说，是SNAI通过她的学术滋养，让我

变成了一名专业人士，时刻准备去迎接来自行业领域的一切挑战，去解

决财务管理领域的一切难题。SNAI是我的动力和创新的源泉。SNAI的高

学术标准、道德价值理念、专业主义和引人入胜的学术环境始终激励着

我，也让你与其他很多院校相比显得与众不同。SNAI有学富五车的教师

队伍、优秀的管理队伍、高素质的毕业生队伍，是学术机构中的常青

藤。 

在此即将离开SNAI的时刻，我感到既难过又激动。难过，是因为我

会永远想念这里的一切：宜人的景色和友好的人们；激动，是因为我将

去实践SNAI的梦想，成为一个积极的变革者，无论世界甚至我的国家未

来面临多少挑战。我的使命就是以我之努力，给我的国家带来变革，将

SNAI精神遗产传承下去。获得这个硕士学位，让我更加有信心，可以在

未来实现我的使命，帮助我的国家——利比里亚——发展得更好。 

谢谢你——SNAI——赠予我教育机会，谢谢你助我实现我的人生

理想。 

 

韦伯 

2019级利比里亚留学生 

毕业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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