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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介绍

（一）四川师范大学介绍

四川师范大学是四川省属重点大学、国家首批“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

程”实施高校及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校，是四川省举办本科师范教育

最早、师范类院校中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学校位于四川省省会——成都市，

现有狮子山校区、成龙校区两个校区。

办学历史悠久。学校创建于 1946 年，其诞生与东北大学有直接的历史渊源。

抗战初期，东北大学内迁到四川省三台县办学。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迁回沈阳，

留川师生在原校址上创建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9 年，学校吸纳西山书院，

更名为私立川北大学。1950 年，学校合并私立川北文学院，组成公立川北大学，

迁址四川省南充市，改称川北大学。1952 年，以川北大学为主体，合并川东教

育学院（原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的部分专业，组建四川师

范学院。1953 年，原重庆师范学院部分系科师生进入四川师范学院。1956 年，

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狮子山。1964 年，原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

学）数理化三系并入我校。1985 年，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四川师范学院更

名为四川师范大学。1999 年，原煤炭部成都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整体并入我校。

学科门类齐全。学校是全国首批硕士授权单位，第十批博士授权单位，举办

有文学、理学、工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

农学等十一个学科门类。建设有 2个博士后流动站、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5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13 个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类别、79 个本科专业，其中省级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4 个、一级学科省级重

点学科 2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 17 个；建设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 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1个、四川省“2011”协同

创新中心 3个，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4个，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国别研究中心、四川省工程实验室 10 个，建有四川省省级大学科技园。

师资力量雄厚。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涌现出了以著名墨学家伍非百、我国社

会学和民俗学的创始人之一李安宅、我国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刘绍禹、楚辞

学专家汤炳正、文献学专家屈守元、训诂学专家刘君惠、凝聚态物理学专家赵敏

光、拓扑学专家刘旺金、非线性分析专家丁协平为代表的一批知名专家。学校教

师先后获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6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

层次人选”1 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1 人,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

军人才”1 人，“国家千人计划”1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1 人，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5人，中宣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1人，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54 人；“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

134 人,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29 人，“四川省千人计划”14 人，

“天府万人计划”10 人，“四川省教学名师”12 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

标兵、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等 19 人，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

川省师德标兵等共 43 人次。另外，学校还特聘了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国家“杰青”等 20 余位高层次人才。

育人成效显著。学校建有国家级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省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示范俱乐部及省级大学科技园，是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高校，

创办有 1所具有 33 年历史的“校中校”——四川师范大学美育学校。学校建有

“质量工程”国家级项目 168 项、省级项目 710 项，其中，国家级卓越教师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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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 3项，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3 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 17 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

教学团队、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国家级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

养示范基地、国家级人文社科普及基地各 1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双语教学示范

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一流课程 20 门，“十一五”“十

二五”“十三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0 部，学生承担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项目 559 项，学校获近三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12 项、四川省教学成果奖 96

项（其中一等奖 31 项），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全国教育专

业学位优秀硕士论文 6篇，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近三年获得奖

项 49 项（其中一等奖及以上 10 项）。办学 74 年来，培养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言荣、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勇、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先刚、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郭鸿为代表的 30 余万名各类毕业生，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应

有贡献。

科研成果丰硕。“十三五”期间，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与长足

进步，科研整体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获批国家级项目共计 279 项，其中国家人

文社科类项目共计立项 155 项，国家自科基金项目 124 项；获批省部级项目 341

项。获批省部级以上科学成果奖 86 项，其中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获批 2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75 项；四川省科技进步奖 15 项。

获授发明专利与软件著作权登记 256 项，学校综合科研经费共计 7.8 亿元，保持

了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长。

对外交流广泛。学校是四川省高校对外交流中心之一和国家教育部批准的具

有招收华侨、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资格和接收澳门地区保送生的高等院校，是

四川省高等教育学会中外人文交流工作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已与 26 个国家

和地区的 110 所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关系，培

养各类层次的境外留学生，并开展各类层次、不同国别的中外联合培养项目；在

韩国延世大学、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合作建立了 2所孔子学院，与巴基斯坦佩德

罗中学共建孔子学堂，是“中文联盟“成员；建有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下设东南亚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泰国研究

中心、巴基斯坦研究中心等；与韩国世宗学堂总部合办“成都世宗学堂”。学校

在办 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意大利欧洲设计学院合办“产品设计专业本科教

育项目”，与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合办“绘画专业本科教学项目”。

社会服务有力。学校是“国务院民族团结先进集体”，长期发挥人才和科技

优势，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尤其是教育事业发展，设有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四川省高校干部培训中心、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四川省分中心、四川省

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四川省教育厅四川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四

川省教师继续教育四川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四川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全国首

家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培训基地等省级培训及研究机构。

长期定点帮扶甘孜州理塘县、凉山州普格县，对口支援西昌民族幼专，结对帮扶

阿坝师范学院、四川文理学院。

2017 年，学校牵头成立 C5 教育精准扶贫联盟；2020 年，学校成立“四川乡

村振兴学院”（总部），并先后在仪陇县、北川羌族自治县、苍溪县、达川区、

巴中市、恩阳区、普格县、理塘县、凉山州、绵竹市、遂宁市、岳池县、南部县

等地区挂牌成立四川乡村振兴学院（分院），助力精准脱贫，振兴乡村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扎根巴蜀大地办大学，服务治蜀兴川新战略。新时代，全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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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致力于把学校发展成为

人民教育家诞生的摇篮、优秀校长成长的基地、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转化的平台、

国家和四川省教育的高端智库，认真履行四川师大引领区域教师教育，促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传承创新中华文明的责任和使命，不断提高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基础教育的能力。目前，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和谐，朝气

蓬勃，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综合性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

（二）四川省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联盟介绍

四川省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联盟是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四川省教育厅指导下建立的学术研究交流机制。联盟

是在自愿、平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由四川省内孔子学院承办院校及相关机

构共同发起成立的，旨在以合作交流、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提升影响为原则，

立足四川，服务西南，加大四川教育对外开放力度，推进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盟秘书处设于四川师

范大学。

（三）四川省 2021 国际中文教育岗中培训介绍

为支持四川省外派在岗教师专业发展，提四川省高校及中小学国际中文教师

的汉语教学能力，特别是疫情期间做好外派教师的“双稳”工作，由教育部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四川省教育厅支持，四川师范大学承办“四川省国际中

文教育外派教师岗中培训（线上）”拟于 2021 年 12 月中下旬举行。为办好此次

培训，四川师范大学（秘书处）依托四川省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联盟，整

合全省外派教师及省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教学。以直播、录播回看和线上交流

工作坊的形式，为四川省外派在岗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公派

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本土国际中文教师、国际中文远程教师量身设计了一系列

涉及汉语教学技能、跨文化交流，特别是在疫情防控需求基础上开设心理疏导、

疫情防控等培训课程，切实满足在岗国际国际中文教师教学及生活工作所需。

利用调查问卷获取老师们的需求，紧密结合需求，为老师量身订制相关课程，

集中解决老师们的问题，使得培训更加高效。同时将将重点关注防疫情况，关心

老师们的心理状态，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

课程设置包含：1.汉语教学技能线上交流工作坊。切实关注老师们的需求，

主要制定了“汉语语法教学内容与方法”、“汉语词汇教学内容与方法” 等课

程。2.疫情防控及心理疏导直播讲座（回放）。结合当前疫情形势，紧跟防疫政

策，重点讲解“重返校园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关注疫情形势下老师们的心

理状态调整。主要制定了“全球大流行背景下如何促进健康”，筑牢科学防疫防

线，引导广大老师从自身做起，用科学的防疫方式，稳定的情绪和健康的心态，

帮助老师及时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心理疏导。

学校充分利用四川省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开展教学，同时邀请省

外优秀国际中文教育专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及对外汉语教学背景的教师进

行汉语强化教学，同时邀请富有经验的心理专家及疫情防疫一线医师提供优质的

心理疏导及疫情防控专业知识教学。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四川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的 12 位专家参

与教学及交流。

本次培训涵盖四川省内 20 所高校、中小学外派至五大洲 18 个国家的国际中

文在岗教师共计 95 人，包括在岗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在岗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在岗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愿者及在岗外籍本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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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训日程

（一）分组日程

A组 美洲组 日程

12 月 6 日（周一）--12 月 8 日（周三）

主持人 ✬ 周军、王金龙

12月 6 日

（周一）

上午

9:00-10:30

报告人：罗艺雪副教授（四川大学）

题目：汉语语法教学内容与方法

上午

10:30-11: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458-275-439

12 月 7 日

（周二）

上午

9:00-10:30

报告人：王丹副教授（四川大学）

题目：跨文化交际与案例分析

上午

10:30-11: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986-654-513

12 月 8 日

（周三）

上午

9:00-10:30

报告人：王斌副教授（西南科技大）

题目：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心理问题疏导基本方法

上午

10:30-11: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843-709-110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技术支持：15680869330，（手机号微信同号），邮箱：986609180@qq.com

B 组 欧洲组 日程

12 月 6 日（周一）--12 月 8 日（周三）

主持人 ✬ 廖伟、李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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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

（周一）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陈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疫情背景下的出国境心理健康促进与调节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774-521-670

12 月 7 日

（周二）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周洁讲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内涵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245-388-749

12 月 8 日

（周三）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李宏亮副教授（电子科技大学）

题目：跨文化交际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922-997-505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技术支持：15680869330，（手机号微信同号），邮箱：986609180@qq.com

C 组 亚非及大洋洲组 日程

12 月 6 日（周一）--12 月 8 日（周三）

主持人 ✬ 张小平、陆雨

12月 6 日

（周一）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王飞华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

题目：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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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会议 ID 480-778-545

12 月 7 日

（周二）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张东副主任医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题目：海外疫情防控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623-492-520

12 月 8 日

（周三）

下午

16:00-17:30

报告人：白巧燕讲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国际中文中高级阶段词汇及语法教学技能

下午

17:30-18:30
问答及小组交流

腾讯会议 ID 599-476-507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技术支持：15680869330，（手机号微信同号），邮箱：986609180@qq.com

（二）培训主旨报告结班典礼

12月 9 日（周四）下午

所有参培教师

腾讯会议 ID 576-397-622

主持人 郑鸿颖（四川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

12月 9 日

（周四）

下午

15:50-16:00
与会嘉宾及参培教师入场

培训主旨报告

下午

16:00-16:20

1. 关于国际中文

教育师资基本素养

的几点思考

钟英华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

长、天津师范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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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6:20-16:40

2. 外派中文教师

的跨文化意识

赵杨教授（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

学院院长）

下午

16:40-17:00

3. 国际中文教育

新动态和新领域

吴应辉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

际教育研究院院长）

结班典礼

下午

17:00-17：15

1. 参培教师代表

发言

金洋（巴基斯坦佩特罗中学孔子课

堂公派教师）

2. 四川师范大学

领导致辞
汪明义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校长）

下午

17:15-17：20
云端全家福

*以上均为北京时间

技术支持：15680869330，（手机号微信同号），邮箱：986609180@qq.com

（三）录播课安排

录播课（回看） 安排

12 月 10 日（周五）--12 月 17 日（周五）

平台回看链接
【外派教师岗培直播回放的个人空间-哔哩哔哩】

https://b23.tv/gVKFGIh

培训主旨报告及结班典礼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BfNuY5Wf9NJW

报告人：罗艺雪副教授（四川大学）

题目：汉语语法教学内容与方法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qKVT7r55SRLO

报告人：王丹副教授（四川大学）

题目：跨文化交际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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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ksmsLzlubBFV

报告人：王斌副教授（西南科技大）

题目：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心理问题疏导基本方法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u5JT4CSIZlSp

报告人：陈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疫情背景下的出国境心理健康促进与调节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6jlSpW2RfrQ0

报告人：周洁讲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内涵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dzlXfJKRg8ip

报告人：李宏亮副教授（电子科技大学）

题目：跨文化交际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JxglbsKS0Whe

报告人：王飞华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

题目：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sQn9qiIcFrD9

报告人：张东副主任医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题目：海外疫情防控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3BrbQPT2UhkL

报告人：白巧燕讲师（西南财经大学）

题目：国际中文中高级阶段词汇及语法教学技能

直播回看链接 https://meeting.tencent.com/l/3FJtvoh9aAbG

技术支持：15680869330，（手机号微信同号），邮箱：986609180@qq.com

重要提示：

1. 录播课程将在直播课后上传至平台，培训期间供教师根据个人安排随时

观看学习。

2. ✬请主持人介绍报告嘉宾并组织开展问答及交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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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培教师请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11:00 前在线填写培训心得。心

得填报链接：https://www.wjx.cn/vj/tUm0IyZ.aspx

4. 请参培教师及授课教师提前调试好网络及设备。

5. 在线交流环节根据各组实际需求可做适当调整。

三．课程及授课专家介绍

（一）主旨报告：关于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基本素养的几点思考

钟英华（天津师范大学）

课程介绍：关于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基本素养的几点思考。

报告人介绍：钟英华，天津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 36 年，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 余篇，主编参编论

著教材 20 余部。现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教育

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副会长，天津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兼职

副主席，天津市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会长等。

（二）主旨报告：外派中文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赵杨（北京大学）

课程介绍：外派中文教师的跨文化意识。

报告人介绍：赵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剑桥大学博士。研究兴趣为第二语言习得、生成语法、社会语言学、语言教育等，

出版专著译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

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标准与认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

员、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英汉语比较研

究会二语习得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国际中文教育》期刊主编等学术职务。

（三）主旨报告：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和新领域

吴应辉（北京语言大学）

课程介绍：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和新领域，简要介绍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最

新动态和十六个前沿研究领域。

报告人介绍：吴应辉，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基地主任。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民委领军人才。担任全国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

学会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国际汉语教学研究》《世界华文教学》

《世界华文教育年鉴》《国际汉语教育》《海外华文教育》《民族教育研究》和

https://www.wjx.cn/vj/tUm0IyZ.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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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logia Hispanica （《西班牙新汉学》）编委。出版《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

论与方法》《汉语教学名家文选·吴应辉卷》等著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

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各一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大委托课题一

项，国家语委、原国家汉办等课题 10 余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传播与管

理；国际中文教育理论与方法。

（四）汉语语法教学内容与方法

罗艺雪（四川大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以面向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语法教学为主要内容，旨在较为

全面地揭示汉语教学（尤其是初级汉语教学）中语法教学的基本原则、规律、方

法与策略，并采用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教学演练等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展示语

法点的呈现、讲解及操练技巧， 从而使学习者在充分认识汉语语法教学特点的

基础上，能够较好地运用所学理论、规律和方法指导汉语语法教学的具体实践。

报告人介绍：罗艺雪，2005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获学士学

位；200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获硕士学位；2017 年毕业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获博士学位。2008 年起任职于四川大学海外

教育学院，并曾于 2009 年 9 月至 2011 年 5 月赴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系担任客座教

师；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6 月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从事中华文化

国际推广工作。自 2014 年起多次担任孔子学院公派教师选拔面试考官。

（五）跨文化交际与案例分析

王丹（四川大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将在介绍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包含要素、主要理论的

基础上进行具体、典型的案例分析，旨在增强外派教师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文化态度，解决在岗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重点要打

破一般教师简单采用表层展示的方式来进行语言和文化教学的陈旧意识，应深度

挖掘，让学生理解其背后的文化价值与内涵。另外，课程将引入案例讨论的方式，

充分发挥学员的积极主动性，共同进行知识建构，从而增强外派教师的文化交际

策略和提高文化适应能力。

报告人介绍：王丹，女，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副教授，现任高级汉语教研室主任，曾于 2013-2015 年担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孔子学院外派教师。主持完成或在研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经费等多个科研项目，2021 年主讲的《中华文化》获评为四川省一流本科课程。

获得四川大学第四届“五粮春青年教师优秀教学奖”、四川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四川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四川省语言学会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第

十八次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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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外疫情防控

张东（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课程介绍：海外疫情防控。主要从口罩、手消、现场防护、个人防护、宿舍

卫生垃圾处理、含氯消毒液、防护服等方面分别介绍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报告人介绍：张东，副主任医师，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质疏松症临床中

心。兰州大学临床医学毕业，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分会科普与继续

教育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骨质疏松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

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疾病分会继发性骨质疏松学组委员、副组长，江苏省骨内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盐病症分会委员，苏州市骨质疏

松学术委员会内科学组委员、副组长，苏州市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骨质疏松与代

谢学组委员，参加《全国骨质疏松流行病学调查》国家级项目及《中华医学会慢

病管理分级诊疗（骨质疏松项目）》等项目项。获得苏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一

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多项，近年发表 SCI 和中华级医学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从

事老年外科的临床工作 30 余年，对骨质疏松症学科领域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 。

（七）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心理问题疏导基本方法

王斌（西南科技大学）

课程介绍：通过认识问题心理走向积极心理的过程，结合最新积极心理理论

与新冠疫情下的心理干预实践，解析“痛则不通”问题背后的心理过程和原因，

借用“哭笑不得”、“心有灵犀”、“绘声绘色”等游戏心理练习设计，理解心

理疏导中表达的多元方式、多重功能，掌握具体可操作心理疏导与自我调适技术，

实现“通则不痛”的自我和谐，预防心理问题，化解心理危机。

报告人介绍：王斌 (WILL)，男，中科院心理所-西南科技大学共建社会心理

服务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西南科技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荷兰 TWENTE 大学行为科学硕士，日本 TOHOKU 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高级访问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哲学博士。兼任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

心理健康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注册心

理师（X-21-761）。主持或参与国家 863、教育部青年基金等课题 50 余项，公

开发表论文 24 篇，编写专著 2部，参与译著 1部。先后参加 32 届国际心理学大

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国际哀伤与丧亲大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ief and Bereavement）、第五届海峡论坛、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灾后能力重建工作坊等、北川国际心理论坛等国际会议并做

口头报告或专题培训。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华青少年生命彩虹奖章、

中宣部“四个一百”之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团中央抗震救灾先进集体等荣誉。研

究领域主要是社会心理服务与心理危机干预、团体心理咨询技术方法、青少年积

极心理成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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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疫情背景下的出国境心理健康促进与调节

陈了（西南财经大学）

课程介绍：以互动、体验式教学形式，分享新冠疫情背景下出国境可能面临

的挑战与困难，以及对心理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传授心理健康常识和认知行为

流派（CBT）视角下心理健康促进与调节的对策和方法，包括认知的识别与重建、

情绪识别与管理、正念练习、行为激活等；分享心理援助渠道及自助类书籍等。

有助于在外教师保持健康心理，成功应对各类挑战。

报告人介绍：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管理专业学士学位，英国诺丁汉大学健

康促进与心理学硕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行为疗法（CBT）取向。擅长解

决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及职业学业、人际关系、亲密关系、跨文化适应等成长

挑战累积咨询个案时长 1000+小时，长期接受个体督导和团体督导长期为西南财

经大学出国（境）学生提供行前心理测评和行前心理健康教育讲座。受训背景：

CBT 连续培训（两年制）（初阶-抑郁类）、CBT 连续培训（两年制）（高阶-焦

虑类）、CBT 团体咨询培训项目、图式疗法培训项目（初阶）、图式疗法培训项

目（进阶+高阶）、心理诊断与评估培训项目、心理危机干预培训项目、心理咨

询伦理与实践培训项目。

（九）“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现实内涵

周洁（西南财经大学）

课程介绍：“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文明的传承，是对近现代

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

年来伟大实践的高度凝练。本课程着眼于历史逻辑，讲清楚中国梦的提出、发展

和演进，帮助老师们深刻理解“中国梦”的内涵、特性，以便更好传播中国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理清中国梦与世界人民梦想之间相融相通的关系。

报告人介绍：西南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国际商务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西

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专业研究方向为：国际文化贸易和服务贸易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承担本科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教学。主持或参与多项“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和

“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曾获西南财经大学“党史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竞赛三等

奖。

（十）国际中文中高级阶段词汇及语法教学技能

白巧燕（西南财经大学）

课程介绍：课程就国际中文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问题、语言本体问题、特别

是词汇语法教学问题等展开，讲授国际中文课堂教学中导入环节、讲解环节及操

练环节的注意事项。通过上课案例展示，讲授多种可操练的词汇语法教学方法，

如“利用汉字字形”“比较法”“语素释意”“情景释意法”“以旧带新法”等

实用教学方法。通过实际教学案例让学员深入理解初级汉语教学和高级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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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差异问题，以及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进行教学设计，并通过环环相扣的教学

活动，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达到培养学生在真实语境下语言沟通能力的

教学目标。

报告人介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西南财经大学讲师。

专业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商务汉语教学与研究。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

16 年，主讲课程为：初中高阶段精读课、读写课、商务汉语基础课、HSK6 级强

化课等。负责西南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汉语教学与管理工作，组织承接孔子学

院总部考试选拔与培训，负责中文课程与教学资源开发。组织中文传播相关活动

等工作。曾作为外派汉语教师赴韩国任教 2年。发表出版教学论文、对外汉语教

材 10 余篇，参与研究生教改项目 2项，申报获批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重点项目 3项。主编《走进天府系列教材成堵印象》获“2019 年四川

好书奖”。

（十一）跨文化交际

李宏亮（电子科技大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面向外派中文教师，通过知识讲解与案例分析，旨在培养

学员跨文化意识，提高其在跨文化语境下的适应能力与实际教学能力，以及如何

有意识地培养海外中文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课程内容共八个方面，包括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概念、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态度、跨文化的语言与非语言交际、

价值观与文化模式及文化差异、课堂中的跨文化交际、文化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培养中文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策略，最后是学员实际教学展示与点评。

报告人介绍：李宏亮（1979.4-），男，语言学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教

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文国际教育、跨文化交际。从事国际中文教育 10

余年，有丰富的海外任教经历。2008.9-2009.6 通过富布莱特项目赴美国汉普顿

悉尼学院教中文，2013.9-2014.9 赴法国蒙彼利埃孔子学院教中文。发表国际中

文教育相关论文 10 余篇，主编《相遇天府-中文视听说》教材 1部，主持四川省

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中央高校社科基金项目 2项、校级项目 3项，参加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2项，荣获电子科技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6、2020）、电子科技

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先进个人 （2014、2015、2016）、电子科技大学来华留学

研究生培养优秀教师（2020）等荣誉称号。

（十二）汉语语言要素教学

王飞华（四川师范大学）

课程介绍：本课程以如何进行汉语语言要素教学为主要内容，旨在较为全面

地介绍初级语音教学、汉字教学、词汇教学及语法教学的基本原则、方法及所需

知识储备基础，教学中采用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展示初级语音、

汉字、词汇、语法教学的主要方法及教学流程，从而使学习者在具备汉语基本理

论知识及第二语言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能够较快地掌握将理论知识有技巧地、可

操作性地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技能。

报告人介绍：王飞华：副教授，博士，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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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汉英语言对比、对外汉语教学、汉语语法等。著有专著一部，编著一部,

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完成或参加“汉英语气系统对比研究及其对外汉语教学应用”

等课题多项。多年从事留学生综合汉语、汉语听说等课程的教学。指导留学生参

加 2017 年“汉教英雄会”获西部赛区第一名，指导留学生参加 2020“中华经典

诵写讲演”获四川省一等奖，全国三等奖。指导留学生参加“成渝双城经济圈外

国留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三等奖。

四．参培教师分组名单

A组 美洲组

序号 姓名 派出单位 任教国家 任教机构 任教身份

1 张力 西南交通大学 厄瓜多尔
圣佛朗西斯科大学孔子学

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2 周军 四川大学 美国 华盛顿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3 张丽丽 四川大学 美国 华盛顿州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4 邓赟 四川大学 美国 犹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 胡晓 四川大学 美国 犹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 刘璐 四川大学 韩国 韩国又松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7 王金龙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8 李杨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9 彭建容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0 伍凤明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1 唐翰章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2 马婷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3 赵蓉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4 徐志强 西南科技大学 萨尔瓦多共和国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5 张文玉 新津区实验小学 美国 West Park Academy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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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 欧洲组

序号 姓名 派出单位 任教国家 任教机构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 栾慧 西南交通大学 意大利 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2 杜瑞 西南交通大学 乌克兰 南方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3 廖伟 西南财经大学 北马其顿
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

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4 孙平 西南财经大学 北马其顿
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

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 岳瑶 西南财经大学 北马其顿
圣基里尔麦托迪大学孔子

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6 李佳慧 电子科技大学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7 郭霞 电子科技大学 法国 法国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8 朱莉莎 电子科技大学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9 陈玉立 电子科技大学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10 张尚娈 电子科技大学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11 罗兴
都江堰外国语实

验学校
英国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2 张国亮 四川音乐学院 乌克兰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音乐

孔子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3 王科元 宜宾学院 英国 伦敦商务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4 李琪
四川文化艺术学

院
乌克兰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孔子

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5 伍联群 绵阳师范学院 波黑 东萨拉热窝大学哲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C 组 亚非及大洋洲组

序号 姓名 派出单位 任教国家 任教机构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 李翼 西南交通大学 韩国 仁川世元高中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2 肖洋 西南交通大学 韩国
韩国全罗南道务安郡南岳小

学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3 牛莉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老挝 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mailto:95807578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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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钟露莎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老挝 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 杜沛芯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老挝 老挝琅南塔师范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 陆雨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7 樊洁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8 邱新霞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9 胡晓帆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三一一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0 李美芳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三一一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1 张艺鸣 西华大学 印度尼西亚 三一一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2 梁京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老挝 老挝国立大学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3 米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

都学院
蒙古国 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14 赵智华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15 王玉萍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16 赵薇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17 宋双琳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18 汪睿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19 杨建春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20 高辰杰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21 魏馨怡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22 严栋梁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3 穆迪娅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4 阿里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5 博睿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6 沙蒙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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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凯泽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8 宋克敏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29 安塔明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30 耿文婷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31 陈赛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32 丁沐舫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3 高素红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4 郭永强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5 李文标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6 王钰清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7 郑红娟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38 邵银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39 金洋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40 刘燕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41 伯汉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本土教师

42 朱磊德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本土教师

43 孟浩宇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本土教师

44 陈琼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45 刘雨辰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46 田华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47 金雅瑛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48 张姝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49 朱珊瑚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50 周文生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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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黄桂平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52 关天颖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3 赵晶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4 温艳艳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5 古丽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6 魏光琴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57 田婷婷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58 谢瑞敏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

愿者

59 周喻星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0 郑南娜 四川师范大学 韩国 延世大学孔子学院 本土教师

61 张小平 四川师范大学 巴基斯坦 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62 李傲霜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 文莱 文莱中华中学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3 胡釜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赞比亚 中赞职业技术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4 范淼
成都市东大街第二实

验小学
斐济 斐济逸仙小学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

65 王叶玲
泸州国家高新区初级

中学校
约旦 约旦伊斯兰教育学院

公派国际中文教师志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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