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援外培训“第一课”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传播新时代中国声音
援外培训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5

月 5日，莫桑比克地方官员能力研修班在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援外培训基地，上
了印象深刻的培训“第一课”。

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是该学院援外
培训课程体系的重要内容。自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以来，学院共承接了 11 期研
修班，来自20个国家290名学员参加了研
修，每期研修班均安排了专家学者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

课堂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如火如
荼进行。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方向
军正在为 2018年莫桑比克地方官员能力
研修班的 19名学员授课。他从党的十九
大的划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精神实质、过去 5年来中国取得的
巨大成就和江西发展成就等四个方面，介

绍了党的十九大盛况和中国发展成就。
一组组骄人的数据，一幅幅动人的画面，
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描绘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美好蓝图，引来现场一阵阵的赞
叹和热烈的掌声。

作为研修官员来华的“第一课”，他
们系统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目睹中
国 5 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身
感受中国人民在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
上的自信，心灵上受到了极大震撼。援
外培训班培养了大批了解中国、亲近中
国的官员，他们以“中国通”“知华派”等
身份回到各自国家，成为中国故事在海
外的最佳讲述者。

在培训基地的墙面上，整齐排列的
112 幅 合 影 引 人 注 目 。 这 是 学 院 自
2010 年 5 月被商务部定为国际商务官

员研修基地以来，承担的 112 期培训项
目的一个缩影。随着援外培训规模不
断扩大，照片墙上的合影数量还在不
断增加。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5年前，我
的朋友 CELIO ANIL 也参加了这样的研
修班，她跟我说起中国神奇的发展，要我
有机会一定到中国去看看。我这次回去
后一定会跟她介绍中国这 5 年发生的惊
人变化，‘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
共享单车和网购，实在太方便了。”课堂间
隙，来自莫桑比克的 SONIA JOAO 女士
在照片墙里找到了她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传递了中国向世界各国发出的友好合作
信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道路、
倾听中国声音，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

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独立的莫桑
比克面临着地方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
活条件的巨大挑战，希望利用在培训中学
到的知识和中国的大力支持，能很快成为
一个脱离贫穷的经济体。”德尔加杜角省
省长 PARRUQUE 先生充满期待地说。
借助援外培训基地平台，中煤集团、中鼎
国际、江西铜业和江西建工等 20 余家赣
企赴境外投资，其中在莫桑比克共完成
（在建）项目 21 个。2017 年，江西省与莫
桑比克贸易额 3660 万美元，有力地促进
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该院党委书记孔华表示，下一步，学
院将充分利用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
基地平台，向参训官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传播中国声音，讲好江西故事。

（周少良 邱声勇）

全国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总决赛
赣南医学院荣获总决赛一等奖

5月12日，由教育部主办、大连医科大学承办的
第九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总决
赛开赛。经过激烈的角逐，赣南医学院的傅善潘、饶
蕾、裴凤娇、王俊伟组成的代表队荣获一等奖，这是
该校乃至江西高等医学院校迄今为止在此项赛事中
获得的最高荣誉。该校自 2011年参加全国高等医
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以来，累计荣获全国总
决赛二等奖2次、三等奖2次。

据悉，该项比赛作为教育部组织的医学类最高
级别的学科竞赛，始自 2010年，每届参赛医学院校
均超过百所，本次竞赛是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
南和西南西北五个分赛区的109支参赛队伍中选拔
出 42支参加总决赛，参赛人员 168人，观摩院校 30
余所，观摩人员1600余人，是目前规模最大、层次最
高，影响最广的教育及医学领域的全国性竞赛。

（罗丽萍）

气象科普走进校园
普及气象知识提高自救能力

5月 12日，省气象影视中心与中国江西网少儿
频道签署合作协议，通过走进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

“小小气象员”“小小减灾官”等系列活动，共同推进
我省少年儿童气象科学普及工作，增强少年儿童气
象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据悉，签约双方将共同组织举办少儿气象科普
讲座、气象知识竞赛、气象播报培训、制作“小主播说
天气”节目等一系列活动，让气象科学和防灾减灾的
知识成为种子，在越来越多的少儿心中生根发芽。

（智 明）

家校携手 微笑育人
爱国路小学校园开放日获好评

情景剧、跆拳道、管乐队、团体操、动感
篮球、风采课堂……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沸
腾了整个南昌市爱国路小学。5月11日，该
校敞开大门，让家长深入了解学校的办学理
念、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学校“着眼每个
孩子的发展，促进每个孩子健康成长”育人
理念，得到了来访家长的一致认可。

（邹 邹）

城北学校党支部
开展“廉洁文明家风”诵读活动

为发挥党员干部在廉洁文明家风建设中的示范
引领作用，南昌市城北学校党支部日前开展了以“廉
洁文明家风”为主题的诵读活动。

该党支部组织党员围绕“廉洁文明家风”主题,
选择曾经打动自己的一封信、一首诗歌或一篇散文，
将文字里蕴含的蓬勃力量通过朗读的方式传递给大
家。每位党员录制一期，定期发布在学校的微信公
众号中，目前已发布了22期。如第一期的关键词是

“家书”，有的党员选择读《诫子书》，有的党员选择读
《傅雷家书》……一封封家书见字如面，承载了家人
的牵挂，书写了人生信条和生活哲理。此项活动在
教师及家长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营造了建设廉洁
文明家风的良好氛围。 （罗 琳）

北京到2020将重点建设
10所世界一流职业院校

到 2020 年，北京将重点建设 10 所左右特色鲜
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近日，《北京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明确未来3
年北京将进一步调整职业院校布局。

北京东城区和西城区原则上不再举办职业教
育；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职业院校以服务中央
和首都功能为方向，精准化办学；其他区职业院校立
足本区域功能定位或行业企业需求，特色化办学。
同时，北京将发挥世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和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作用，重点建设若干京津冀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基地，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
区、北京新机场、2022年冬奥会等重大项目培养培
训应用技术型人才。

为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北京将构建“中职—高
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
系，制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 （施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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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最具影响力
的孔子学院

“非洲有 50 多所孔子学院，塔那大学

孔院参加 HSK 考试的学生占整个非洲考

生 30%多。”塔那大学孔院马方院长祖拉

桑颇为自豪地说，“2014 年我们拿到了孔

子学院总部颁发的先进考点奖，2017年获

汉语考试杰出贡献奖，全球仅有13所孔院

或机构获此殊荣，也是非洲唯一获此殊荣

的孔院。”

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 2007 年 10
月签署协议，2008 年 11 月正式运行。目

前学院开设了10类汉语课程，共计351个

班级，12036名注册学员，47个教学点。祖

拉桑介绍说，随着中国企业到马国投资的

增多，掌握汉语对马国青年就业帮助非常

大。只要懂汉语，收入就能翻翻。因此，

孔子学院办的周末汉语班非常受当地年

轻人欢迎。

“要不是学了汉语，我肯定圆不了大

学梦，更不可能成为汉语教师。”1991年高

中毕业的朱丽娅是当地中资制衣厂的一

名工人，2009年成为孔院首批汉语专业的

本科生，毕业后继续攻读汉语硕士，2014
年通过孔子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成

为一名本土核心汉语教师。

9 年多来，江西师范大学先后为马达

加斯加全国各地派遣了200余名汉语教师

和志愿者，为马达加斯加建立了覆

盖幼儿、中小学生、大学生乃至社会人

士的汉语教学体系，并为马达加斯加培养

了一大批本土汉语教师。

孔院项目推动学
校教育国际化

9 年前，江西师范大学决定举全校之

力办好塔那大学孔院；9年后，江西师范大

学也因孔子学院项目受益匪浅。

“孔子学院项目拓宽了学校的人才培

养模式，锻炼了一支国际化的师资队伍，

扩大了学校来华留学生规模，增强了学校

的科研能力，促进了中马人文交流，提升

了学校乃至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江西师

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肖忠民如

是说。

据塔那大学孔院中方院长陈莉娟介

绍，2009 年以来，江西师范大学共派遣 70
多名教师前往孔子学院担任汉语教师或短

期讲学，锻炼了一支汉语国际化的师资队

伍，促进了学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建设。9
年多来，共有 300 多名来华留学生通过孔

子学院项目到江西师范大学学习。据马达

加斯加驻华大使馆统计，在江西师范大学

学习的马国学生数占该国在华学生数的三

分之一。

2017年，江西师范大学依托塔那大学

孔院设立的马达加斯

加研究中心成功列入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

究备案名单，标志着

学校国际问题研究在

国家级平台建设方面

取得重大突破。2018
年初，江西师范大学

还与塔那大学商定建

立联合实验室计划，

将两校的科研合作拓

展到自然科学领域。

塔那大学孔院成

为中马人文交流的重

要平台。江西师范大

学先后派遣了多个团

组前往孔院进行民

乐、书画、京剧、汉服、舞龙和武术表演，并

接待了200多名马国教育官员和师生来华

访问交流。塔那大学孔院多次荣获先进

集体或个人荣誉称号，提升了学校乃至国

家的国际影响力。

教育国际化战略
“两条腿走路”

江西师范大学把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作为增强学校竞争力、推动跨越发展的重

要途径。目前，学校现与全球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 60 余所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友好

合作关系。学校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的

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鼓励每个学院至少

建立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积极推进学术和

科研交流、师资与学生国际化。

据介绍，学校鼓励学院加强与国外知

名院校强势学科的联系，年均派遣百余名

人员赴国外参加学术会议、交流或商谈合

作事宜，支持50余名中青年教师赴国外知

名大学访学、研修。学校常年聘请20余名

外籍教师教授相关课程，开展科学研究，

并从国外柔性引进一批高层次人才，邀请

百余名国外高校或机构代表来校交流或

讲学。学校每年赴国（境）选修学分或升

学人数近400名。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学

生，学校于 2016 年开设全英文授课专业，

开设英文授课使得学校国际学生数在两

年内翻番。

江西师大“两条腿走路”的教育国际

化战略取得显著成效，在省内本科院校教

育国际化评估中，江西师大的教育国际化

指标不断攀升，位列省内本科院校前茅。

学校力争在“十三五”末，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再上新台阶。

（李海军 陈莉娟）

的江西高校走向世界

在非洲传播中国文化

2017 年 12 月，国家汉办

授予江西师范大学承办的马

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

子学院“汉语考试杰出贡献

奖”。作为我省在非洲建立

的首个孔子学院，江西师范

大学与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

佛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以

下简称塔那大学孔院）运行 9
年来，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1 次荣获“示范孔子学院”、2
次荣获“先进孔子学院”、4位

中外方院长先后荣获“孔子

学院先进个人”、3 位中方院

长被马达加斯加政府授予总

统骑士荣誉勋章、非洲地区

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学生最多

的学院……江西师范大学通

过办好孔子学院，弘扬了中

国文化，促进了中外友好，提

升了学校的国际影响力。

指尖溢出梦想，创新点亮未来。5月11
日，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职
业教育活动周暨第十四届技能竞赛节成果
集中展示活动拉开帷幕，五谷粮食画、粮
艺、茶艺、主题宴会、花样点钞、智能产品、
数控产品……近千名来自全院各系部的学
生现场竞技，琳琅满目的各类创新创意展
品让人流连忘返。

这也是学院第二届双创成果展，整个
活动分岗位工作技能、职业能力、省赛国
赛、创新创业和社会服务能力五种类型进

行展示，涵盖全院所有专业。在学院五粮
文化创意产业园，叶脉画、竹筛画、传统文
化、鱼文化……一系列富有创意的五谷粮
食画，让人目不暇接。作为一所粮食院
校，江西工贸学院深入开展粮食文化的研
究与传承，并将其运用于立德教育，通过
粮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提出“五粮文
化育人”理论观点：即粮缘中的敬与礼、粮
情中的勤与俭、粮品中的诚与信、粮安中
的责与献、粮艺中的传与新。利用粮食文
化丰富的内涵，围绕五大教育主题，学院

构建了教学育人、实践育人和环境育人组
成的“三维协同模式”，实施立体化校园环
境育人。创新的五粮文化育人模式受到上

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评价，五粮创意项目也
成为本届技能节的最大亮点。

据悉，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院技能
竞赛节自2003年开始举办，共计3万余人次
参与，是学院一年一度盛大的技能比拼活
动。本届技能竞赛节以“职教改革四十年，
产教融合育工匠”为主题，遴选了68个具有
鲜明职业特色的技能及展示项目，累计3500
多人次参与，对深化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人才培养水平、加强校企合作、促进特色
办学具有重要意义。 （赖秀红 许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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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工贸职院职业教育活动周亮点纷呈

江西师范大学

留学生学京剧留学生学京剧

学剪纸学剪纸

茶艺表演茶艺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