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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宁波大学留学，斯里兰卡
的 Shehani 就把自己的未来与中国
的发展紧密连在一起。“我的专业
是医学，想留在中国的国际医院工
作。”Shehani一脸向往地说。

已经实现“留中梦”的吉利应
该是十分幸运的一位。一座沿海城
市，一所国际化学校，仅凭这两
点，毕业于乌克兰基辅国立语言大
学的吉利就决定来宁波诺丁汉大学
攻读翻译硕士研究生。吉利的梦想
也是留在中国工作。但当她真正接
触到中国文化后，吉利切身感受到
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不同，怎么
办？“一有机会我就跟着老师去做
笔译、做同传，这些技巧训练和实
践 让 我 掌 握 了 中 国 人 的 表 达 方
式。”吉利说。毕业后的吉利顺利
地留在了中国从事翻译工作。作为
乌克兰唯一的专业中英翻译，吉利
有时还回母校讲授中英笔译和口译
课程，顺带分享在中国的求学经
历，不知不觉成了中国形象对外传
播的“外国志愿者”。

不久前，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利
比亚留学生Abdullah赴清华大学攻
读国际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去
年，他入选全球备受瞩目的“清华
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2013 年，
他刚到宁波时，就被中国的发展速
度震撼到了。四年里，他努力学习
中文、游历中国各大城市、在宁波
多个公司实习，不断地了解中国，
正是这样丰富的经历让他在项目申
请时加分不少。他坚信，只有了解
中国社会、理解中国文化，才能更

好地处理国际事务。
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董

红波表示，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留
在中国发展，一方面是学生出于自
身的需求，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中国
未来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宁波主动
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也有
不少学生对宁波特别青睐。

拉脱维亚姑娘碧海在大学里学
的是中文。她不仅来宁波大学留
学，还收获了一个中国帅小伙的爱
情。有心的碧海毕业后选择从事贸
易，早早就做了市场调查，她发
现，中国的轻工业产品价廉物美，
深受拉脱维亚人的喜爱；拉脱维亚
的特产也在中国拥有不少消费者。

来自斯洛伐克的宁波大学留学
生马修，今年再次领取了中东欧国
家留学生专项奖学金。马修说，希
望通过在宁波的学习，以后能回到
斯洛伐克和中国人做生意，促进两
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市教育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
记者，为推进双向留学快速发展，
近年来市教育局着力打造“留学宁
波”品牌，设立了宁波市来华留学
生政府奖学金和中东欧国家留学生
专项奖学金，鼓励学校开设全英文
授课专业，打造来华留学生实习实
训基地，支持留学生在宁波创新创
业。这些政策的出台使大批留学生
决定扎根宁波，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国际化人才支撑，同时增
进了中外文化交融和青年一代的理
解，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
联互通。

中国发展好 我想留下来

国际学生漂在中国，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参与者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
达 40 个，境外办学项目和机构
数8个，每年4500多名国外留学
生在宁波高校学习，1200 多名
国外文教专家和教师在宁波院校
工作，6000 多名学生赴世界各
国院校学习与交流。这一连串的
喜人数字，说明宁波教育国际化
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
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全球化的语
言、全球化的视野、全球化的思
维。而要实现上述要求，就必须
发展国际化的教育。可以说，教
育国际化已是大势所趋。当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发
达国家出于增强本国实力和影响
力等考虑，纷纷加快教育国际化

步伐。我们唯有积极迎接教育国际
化的挑战，才能为宁波教育现代化
水平的不断提升加码。

教育国际化是城市国际化的重
要内涵。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
要加快建设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
造东方文明之都。面对移动互联的
信息化时代，面对价值多元、文明
多样、文化多重的时代，我们理应
追求更加开放的教育，通过“引进
来”“走出去”，既培养兼具本土情
怀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满足
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又能讲好宁波
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宁波高等教
育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是名城名都
建设的题中之义。

（李国民）

名城名都建设需要教育国际化

宁波教育国际化除了“请进
来”，也积极“走出去”，探索开
展境外办学，开展中国文化的国
际推广。

2016 年 10 月，由宁职院、
天 时 国 际 与 贝 宁 赛 克 学 院

（CERCO） 三 方 共 同 筹 建 的
“中非 （贝宁） 职业技术教育学
院”在贝宁正式挂牌，开创了浙
江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的先河。宁
职院与贝宁中国经济贸易发展中
心有限公司 （天时国际）、中铁
十四局驻贝宁办事处，达成人才
培养合作意向，开设电子技术应
用、摩托车维修和小型发电机维
修、电梯维护、建筑设计与施工
等课程。学生来自贝宁、塞内加
尔、尼日尔等不同国家，从本科
到研究生学历都有，年龄层次跨
度也大。

在完成专业课程的教学外，每
批被派去教学的老师都把中国文化
融入教学内容，甚至准备了圆珠
笔、清凉油等小礼物，作为课堂互
动时的小礼品来激励学生。据悉，
贝宁的小学已经将中文作为第二外
语列入教学。

在去年 6 月的“宁波中东欧”
教育交流合作会上，由宁波市教育
局、罗马尼亚胡内多阿拉省教育局
牵头，宁波外事学校与德瓦艺术中
学合作，在罗马尼亚德瓦市开办了
宁波外事学校海外分校，这也是我
国中职教育海外建分校的首次尝
试。据悉，宁波外事学校还计划开
设另一所海外分校。

今年，宁职院在境外培训方面
也有所突破：首次走出国门“送培
训”，如格林纳达汽车维修技术培
训、斯里兰卡职教培训。（蒋炜宁）

宁波学校走出国门办学

今年6月，浙江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发布 《2016年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

展年度报告》，宁波的7所高校分别进入

三类高校国际化排名前10位，宁波教育

国际化总体水平名列我省前茅——

宁波教育国际化：
扩大文化交流“朋友圈”
本报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张土良

眼下，全市各级各类院校与全球近千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数达40个，境外办学项目和机构数8个。去年，有来自
110个国家的4500多名留学生在宁波高校学习，1200多名国外文教专家和
教师在宁波院校工作，6000 多名学生赴世界各国院校学习与交流。教育
的国际化大大地拓展了宁波文化交流的“朋友圈”。

近日，赛尔高校国际及港澳台
学生文化交流公益项目启动，宁波
大学、宁波工程学院 35 名国际学
生组成的首发团出发前往西安，通
过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游览参
观、动手实践等深入了解中国文
化，触摸中国历史脉搏。

“西安是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
的地方，中国的历史、文化真的让
人很震撼！”结束了四天三晚的西
安 文 化 之 旅 ， 宁 波 大 学 留 学 生
Mahadi 感叹。让宁波工程学院的
埃塞俄比亚留学生 Abel 印象最深
的是在高府大院听华阴老腔。突然
响起的和声让他很震撼，Abel全程
用手机拍摄完整场表演。他说，要
把这段影片带回去与父母、朋友一
起分享。走在明城墙上，留学生王
梅林一直感叹于古代中国人的智
慧。当他听到这里曾经是十三朝的
古都，更是张大了嘴。“在西安就
像看到了整个中国的历史。”王梅
林说。

最让国际学生震撼的还是秦始
皇陵兵马俑，留学生Paul和远在家
乡的朋友开启了视频聊天，高举着
手机来回晃动，恨不得把每一个场

景都扫入镜头。
除文化体验外，此次首发团的

西安行也安排了东航西安分部等企
业的参观行程，国际学生对中国现
代物流配送的专业和迅速由衷赞
叹。西安之行，让宁波的国际学生
收获满满。

赛尔高校国际及港澳台学生文
化交流公益项目由市教育局和赛尔
集团共同发起。未来三年中，赛尔
集团每年将出资 100 万元，安排 8
个文化交流项目，组织近 300名学
生走出宁波看中国。赛尔集团董事
长、总裁徐平炬表示，通过这些文
化之旅的开展，希望能够引起国际
学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成为
中外文化传播交流的使者。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目前在
甬高校每年有来自全球 110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 5000 名国际学生及港
澳台学生，其中来自“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国际学生占 60%左右。
这些国际及港澳台学生在宁波学
习、生活，深入体验中国传统文
化，感受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带来的
变化，部分国际学生毕业后还选择
留在宁波创业就业，生根发芽。

看兵马俑 登明城墙 听华阴老腔

宁波35名国际学生
被西安圈粉

因为喜爱中华文化而来中国留
学的国际学生不在少数。来自安哥
拉的 Peter 在宁波大学快四年了，
当他还在自己国家时就一门心思要
来中国留学，“我就是喜欢中国，
所 以 在 国 内 时 就 已 经 自 学 汉 语
了。”“在宁波不管去哪儿我都被当
地人善待着。”Peter告诉记者，刚
来时他并不会用筷子，有一次去学
校旁边的餐馆吃饭，一名刚上幼儿
园的小朋友主动手把手教他，餐厅
老板也帮他点菜。那一刻，他觉得

选择来中国留学是正确的。
“我要成为更好的人。”这是宁

波工程学院的印尼女孩莫琳经常对
别人说的话。因为喜欢中国，莫琳
什么都爱学，而且学得不错。如今
一张口便是地道的汉语。莫琳代表
学校连续三年参加“梦行浙江”中
华才艺展，一曲京腔京韵的《都有
一颗红亮的心》，让大家记住了这
个来自异国的“小铁梅”；由她担
任主唱的 《变脸》，又使学校留学
生代表团获得佳绩。“中国人很勤

学说中国话 热衷中国文化课

这些国际生
都有一颗“中国心”

奋，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
西，我是外国人，所以要加倍努
力。”莫琳说。

“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
中国文化课？”新学期伊始，宁波
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教师徐钰愉
就陆续收到国际学生的咨询。作为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公共课程，中国
文化课在中外学生中一直有着不错
的口碑。徐老师说，为了让国际学
生了解和喜爱中国，宁波诺丁汉大
学一直在探索面向国际生的中国文
化课程。

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国文化课包
括理论课、实践课和研究性讲座三
个部分。研究性讲座每学年约有
70 场，围绕着中国文化等，从学
术或生活的视角切入，深入解读
中国，引导学生做人做事。而实
践课作为理论学习的有益补充，
倡议国际学生走出校门与社会接

触。负责实践课程开展的学生发
展中心张赟老师说，每学期学校
组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和志
愿者服务相关活动时，国际学生
都会踊跃报名。“印象最深的一名
留学生几乎参加了整学期所有的活
动。”张老师说。

如果你走在宁波大学校园里有
“歪果仁”用中文和你搭讪，那他
一定是在锻炼口语。宁波大学十分
注重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一方
面源于宁波大学设有 HSK （我国
来华留学生汉语水平考试） 考点，
能系统有序地教授国际学生汉语的
学习；另一方面，宁波大学也以汉
语为桥梁，通过汉语的学习让国际
学生读懂中国、了解中国。每年，
宁波大学都会在校内举办汉语桥比
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魏权汉去年
就代表宁波大学参加了 2016 全球
汉语大会。

▶国际生在学习书法。
（宁职院供图）

◀宁职院中非 （贝宁）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成立。

（宁职院供图）

宁职院留学生
在学习剪纸。

（宁职院供图）

◀宁波国际学生在西安。
（张土良 摄）

▶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学
生在学习非遗文化。

（宁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