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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切实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推进两个建设年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及《中国共产

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有关规定和学校党委相关要求，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直属党支部于

11月5日下午组织召开党员大会开展换届选举工作。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学院直属党支部副书记、院长张稳刚宣读了学校党委组织

部的批复，书记赵泽斌代表上一届党支部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促进

学院发展”为题，全面回顾了三年来党支部带领全院师生为学校“双一流”建设事业发展所做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深入剖析了工作

中的不足和问题，对今后工作目标、

思路和举措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郑洪

亮副书记做了党费收缴管理使用工作

报告。与会党员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两

个报告。大家认真行使民主权利，以

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新一届国际文

化交流学院直属党支部委员会委员。 

   选举结束后，郑洪亮带领学院全

体党员集体学习了《中共兰州大学委

员会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的实施办法（试行）》。 

（杨进云）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直属党支部召开换届选举大会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参加全国来华留管系统培训 
      11月22日，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承办的全国来华留学管理信

息系统培训在青岛召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

教育厅（教委）以及全国136所高校负责来华留学

工作的领导老师参加了培训。教育部国际司留学工

作处副处长杨洲、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规划处

副处长范燏、中国高教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

会副秘书长于书诚等出席了会议。国际文化交流学

院郑洪亮、谢非参加了此次培训会议。 

    全国来华留学管理信息系统涉及留学生备案管

理、留学生信息管理、校友管理等核心业务模块，

从学生预录取、审批、录取、入学到毕业，对学生实行全过程管理。此系统的开发有利于促进

来华留学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信息化建设。 

    11月26日，郑洪亮、谢非两位老师对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了系统操作培训及功能讲解，

并安排相关人员按照系统要求进行数据核对及整理工作，并将按照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时

间要求，按时完成留学生数据信息录入工作。新系统的启用，将极大促进我校来华留学生及毕

业校友的管理，提高招生质量。（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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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开展同上一堂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专题课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落实好《兰州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实施方案》要

求，持续推进“两个建设年”工作， 10月29日下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706会议室召开教职工大会，开展同上一堂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专题课活动。第六巡察组部分成员，学院领导班子及全体教职工参

加了学习会，会议由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赵泽斌主持。 

学校宣传部副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睿老师为学院全体教职工作了

题为“立德树人，做新时代人民满意的一流育人者 ”专题辅导。报告紧

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从我国当

前发展背景、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新目标、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新

时代教育使命和教师发展以及新时代人才培养等方面作了深入辅导。全体

教职工认真聆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领会，辅导结束后，大家开展了研讨交流。 

刘晓燕老师从三个方面分享了学习体会。一是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在学生教育过程中不断传递“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二是

对工作、对来华留学生要注入深厚感情，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精

英人才；三是持续提升教师自身专业水平和育人能力，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赋予学生更多获得感和更强竞争力。 

祝东老师在交流中表示，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高瞻远

瞩，提纲挈领，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勾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作为一名教

师，要始终牢记习总书记对教育工作提出的“九个坚持”和“六个下功

夫”，把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不折不扣的落到实处。 

张稳刚院长强调，全体教职工要从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战略，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深刻理解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探索符合学校培养目标的留学生培养

机制，深入思考学校、学院改革发展大局，切实把总书记的讲话、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学校党委对我们的要求落到实处。 

赵泽斌书记总结指出，全院教职工要充分认识全国教育大会的重大意

义，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的战

略部署和学校党委的任务安排上来，牢记使命担当，谋深干实，齐心协力

推动留学生教育工作再上新台阶。（杨进云） 

 近日，我院举办了本学期首次传统文化实践课——编织中国结，吸引了许多本科

班和进修班的留学生们踊跃参加。  

    指导老师首先向大家用PPT展示了中国结的种类，讲解了名字的来源以及文化内

涵。中国结历史悠久，最初是缝衣打结，后推展至汉朝的仪礼记事，再演变成今日的

装饰手艺，所以可以代表中国悠久的历史。其文化内涵丰富，符合中国传统装饰的习

俗和审美观念，又代表着团结幸福平安，所以它美好的

意义深受大众的喜爱。留学生们认真听讲，仔细领会中

国结的文化蕴意。 

 随后的实践环节。老师一边耐心地讲解步骤，一边

做示范，同学们认真地观察、学习编织。近两个小时的

操作实践，教室里充满欢声笑语，大家互相帮助，交流

分享心得，圆满地完成了自己专属的中国结。此次实践

课让留学生在动手、动脑中充分体验了中国传统民间艺

术魅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郑宇惠） 

传统民间艺术体验之编织中国结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1%E7%BE%8E%E8%A7%82%E5%BF%B5/550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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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成功举办“感知中国” 

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 

11月8日-9日，由国家留学基金委主办，兰州大学国际

文化交流学院承办的2018年“感知中国——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社会实践与文化体验活动在甘肃白银成功举办，

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甘肃中医药大学等高校推荐了来自28个国家的近百名中国政

府奖学金留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我校有来自19个国家的46

名留学生参加。活动中，来华留学生主要走访了白银市响泉

镇、陶瓷小镇、白银公司、白银国家矿山精神纪念馆、白银

区现代科技农业示范园、白银市银西生态产业园、白银市中

小学生实践基地等。 

平川陶瓷历史悠久，境内发现的

马家窑文化及齐家文化遗址中便发现

了陶器，明清时期瓷窑的生产规模和

水平空前繁荣，为西北地区主要的陶

瓷烧制基地。来华留学生们看着展架

上一件件精美的瓷器，纷纷感叹中国

先民的智慧，延续千年的文化积淀诉

说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变迁。在

白银公司，

讲解员给大

家展示了白

银公司的发

展历程。白

银市是我国

唯一一座以

贵金属命名

的城市，是

中国首批有色金属大型工业基地之一，是共和国有色金属长

子，白银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白银

市依托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发展契机，在艰苦奋斗、创业奉

献的精神指引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企业、园区、社会

层层推进，着力构建循环产业体系，积极凝练以黄河文化、

红色文化、丝路文化、绿色文化、工矿文化为代表的特色品

牌文化。在这里大家感受到了一座寻求跨越、转型、充满活

力又积极向上的工业城市。 

白银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课程机构包含生命实践、

科技实践、人文实践、社会实践。老师带领学生一项项体验

了民俗文化、民间手工艺实践、紧急救护实践、室内射击、

机器人实践等内容，大家兴致高昂，有的留学生表示以后还

要来继续体验，有的表示以后毕业了要来这里工作。 

“感知中国”活动为2015年由国家留学基金委为中国政

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启动的品牌活动，旨在加强留学生对优

秀中华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认知和了解，培养他们的

知华友华情感。本次活动让留学生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西部

的发展状况，中国工业城市力求转型的发展策略，当地领导

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发展思路。此次活动得到了白银市政

府、市教育局及当地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谢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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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活跃学院文体生活，加强交流沟通，增进

师生友谊，11月4日下午，学院在城关校区西区新

体育馆举办2018年度师生趣味运动会，学院全体

师生参加了本次运动会。 

    运动会上，师生积极参与，气氛热烈。企鹅

漫步、摸石过河、筷子拾“贝”等众多趣味横生

的项目，让现场欢声笑语不断，热闹非凡。最

终，通过激烈角逐，初级1A、2017级汉语言本

科、初级2A、2016级汉语言本科班级分获此次师

生趣味运动会团体总分前四名。 

    此次师生趣味运动会不仅增强了师生体质、

促进了师生交流，同时也很好地培养了各国学生的团队意识，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取得了

预期的效果。(杨进云） 

10月27日-28日，学校第五届研究生羽毛

球联赛在城关校区西区如期举行。我院派出

了由Saemien Sengphet带领的11人最强战队

出战此次联赛。经过小组赛、八分之一和四

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奋力拼搏，我院顺利

进入决赛并最终夺得亚军。 

在学院的总结表彰会上，书记院长为全体

获奖选手颁发了奖状，表扬了羽毛球队的优

异表现，指出比赛成绩的取得，与大家的努

力拼搏和持之以恒的训练是分不开的，比赛

也展现了各国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团体意

识。鼓励大家要坚持运动，带好年轻队员，

再创学院体育竞赛新辉煌。（杨进云） 

我院勇夺学校第五届研究生羽毛球联赛亚军 

学院举办师生趣味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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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级本科班官滩沟秋游活动顺利举行 

初级汉语班举行实践课教学活动 

 6周汉语基础知识密集培训之后，学生们逐渐对汉语学

习产生兴趣，学习热情日益浓厚。2018年10月29日，为内化

学生所学知识，检验前期学习效果，初级1A及1B两班同学在

汉语综合课教师的带领下进行了一次实地汉语实践，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 

学习的第一站是定西路市场，在这里学生们主要复习了

近期所学课文内容中涉及的商品交易中询价、砍价、称重、

计价成交等几个环节，认识并了解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副食，感受到“民以食为天”的文化理念。随后学生们又跟

随教师进入“超市课堂”，继续学习跟课文相关的词汇，并

结合语法内容进行了口语演练。最后，同学们分工合作，分

别完成了各项拼音汉字书写任务，这场激烈有趣的竞赛成为

本次教学的高潮，也为本次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留学生

们纷纷感谢学院提供的大力支持，希望今后努力学习，能够

有更好的平台使用汉语、展示汉语。（原梅） 

    为使

全体同学

参与集体

活动，锻

炼身体，

使大家能

够在繁忙

而紧张的

学习之余放松心情，享受自然，同时增强集体

荣誉感和团队凝聚力，经过全班的讨论，决定

将2018年秋季学期的班级活动定在官滩沟。 

     10月14日早上八点2015级本科班在校区

集合，一起乘车前往官滩沟。官滩沟金秋景色

绚丽，满山红遍，给人以恬静、舒盈、清新的

自然享受。进入旅游区，我们感觉到满目青

翠，明朗开阔。乔灌木错落有致，季节色彩变

化丰富，森林环境绚丽多彩，十分宜人。我们

到官滩沟的那天天气虽然寒冷，但从山下到山

上，整个爬山过程中充满了温馨、愉快的感

觉。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共同完成了登

山活动。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锻炼了身体,还给

我们带来了乐趣,愉悦了身心,又看到了大自然

的美丽风景,给大家的大学生活又增添了绚丽

的一笔！ 

 (作者：2015级汉语言本科 苗若雨  

 指导教师：云耘) 

 

2017级本科班五泉山秋游记 

    2018年10月14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7级

本科班在五泉山举行了丰富多彩而且极具意义的班级活动。 

     登上五泉山，首先一股清新空气扑鼻而来，空气中夹杂着泥土与

雨水混合的味道。秋高气爽，凉风习习，那感觉舒服极了！可能因为兰

州的气候原因，兰州的植被不太繁茂，但是在这里，到处都充满了绿色

生机，秋天到来，树叶大部分变成了金色，走在小路上仿佛穿梭在金色

海洋，金色的树叶在在秋风中随风飘扬，就如同波浪一般，这使同学们

很惊讶也很开心。 

    在山上的农家乐同学们高高兴兴地唱歌，打乒乓球、羽毛球。来自

乌兹别克斯坦的四位女同学亲手为大家准备了乌兹别克斯坦传统美食—

—烤包子和抓饭。其他同学则兴致勃勃地在厨房帮忙，甚至连老师也加

入了帮忙的队伍。饭熟了之后我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开心地聊天。下

午大家就爬到了兰山山顶。在兰山上我们都俯瞰到了兰州非常美丽的全

景，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楼宇，而夜晚的兰州灯火通

明，绚丽璀璨，与白天的兰州完全不同，这让大家对兰州有了一个全新

的认识。同学们都说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被称之为黄河母亲的城市。 

     通过这次班级活动，同学们不仅品尝了美食，而且增进了彼此之

间的友谊，感受到了班级是一个温暖和睦的大家庭，大家纷纷表示希望

今后可以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作者：2017级汉语言本科 伊思迈尔 指导教师：云耘) 



留学生活动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工作动态 

初级二班班级活动 

10月28日早上，我院初级二AB两个班的同学们在吴万佩

和周红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参观了中山桥和位于黄河北岸、

白塔山下的兰州市民俗博物馆。 

    中山桥又称黄河铁桥，位于兰州市中心白塔山下，是黄

河上修建最早和唯一保存至今的近现代钢架梁桥。伴随着早

晨刚升起的太阳，同学们漫步在中山桥上，一边听老师讲解

中山桥的历史，一边观赏黄河及两

岸的美丽风景。 

    参观完中山桥，大家又来到了

黄河北岸金城关的兰州市民俗博物

馆。这里是一片依山而建的仿古建

筑群，集聚了中国秦腔博物馆、兰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等一批重

大文化产业项目，向人们展示黄河

文化、丝路文

化、地方特色

民俗文化的风

采。大家一起

参观了兰州桥

梁博物馆，加

深了对中山桥

历史的了解；

还参观了兰

州泥塑、葫

芦雕刻、剪

纸等手工艺

展馆，同学

们对这些精

美的手工艺品赞不绝口，纷纷拍照留念；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内大家还了解到

了兰州牛肉面、砖雕、经典舞剧、水车、

传统民居、市井生活以及特色小吃等本地

文化风俗。同学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老师们边走边讲，耐心地解答同学们

的疑问，同学们上了一次生动有趣的文化体验课。今天的参

观加深了大家对兰州这座古城历史、文化风俗的了解，大家

不仅学到了课堂以外的新鲜知识，还灵活运用了以前学过的

知识，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汉语水平。 

转眼已经到了午饭时间，意犹未尽的同学们才恋恋不舍

地走出博物馆合影留念。（周红） 

 

    11月11日一早，初级一C班和一D班的留学生在石

又丹和郭菲菲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甘肃省博物

馆，一起度过了一个意义非凡的双“十一”。在绝大

多数人忙于盯着屏幕参与抢购时，我们选择去体验一

场文化盛宴。 

   甘肃省博物馆位于兰州市七里河区，馆内收藏有历

史文物、近现代文物、民族文物、和古生物化石及标

本约35万余件。从白垩纪的古生物化石标本到旧石

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从商周以来的青铜器、

陶瓷玉器到汉唐的丝绸之路文明，包括宋、元、明、

清的瓷器、木雕、丝织品、绘画等这些璀璨的文化收

藏给这些汉语初学者们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也让他们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感知。尤

其是最负盛名的“丝绸之路展厅”，其镇馆之

宝——“马踏飞燕”栩栩如生的构造更是让这

些千里迢迢来学习汉语的“歪果仁们”赞叹不

已。 

 通过此次省博文化体验，留学生们不仅见

识了丰富的文化藏品，更是加深了他们对中国

文化、甘肃地方特色的认识和了解。活动结束

后，很多学生表示他们惊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

与古老的文化，同时也对中国人民对于本国文

化的保护表示敬佩。（石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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