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两国多所院

原则，努力实现“分享、创新、合作、

校在峰会期间签署并达成了多项战

共赢”的愿景。会议围绕“中意教

略合作意向。经过一年多的密切交

育特点”、
“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模式”、

流与合作，中意两国在国际教育领

“中意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等主题

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进一步

展开研讨交流。通过教育合作交流，

扩大中意两国国际教育领域的合作，

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经济社会发

也为更好地实施中国教育部《推进

展，提高中意人民生活福祉；通过

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战略，

教育合作交流，扩大人文往来，筑

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主办，哈

牢地区和平基础。探索教育合作交

尔滨工业大学、意大利未来国际教

流的机制与模式，增进教育合作交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秋天提出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共建“一带

育协会协办，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

流的广度和深度，追求教育合作交

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旨

一路”提供人才支撑。中国愿与沿

中学校、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承办的

流的质量和效益，互知互信、互帮

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

线国家一道，扩大人文交流，加强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互助、互学互鉴，携手推动教育发

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

人才培养，共同开创教育美好明天。

高 峰 论 坛， 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 至

展，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一带一路”

发展。这也为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

2016 年 10 月 29 日至 30 日，由

11 月 10 日在哈尔滨隆重召开。

教育共同体，共创中意国际教育合

大交流、大融合提供了大契机。“一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主办，在

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加强合作、

中国北京召开了“第八届中意国际

共创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新篇章，会

共同行动，既是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高峰论坛”。数百名中意嘉宾

议遵循“共商共建，开放合作”的

出席，并就中意两国国际教育展开

为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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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世界领先优势学科
意大利民主党总书记（意
大利前总理）马泰奥 • 伦
齐

——摩德纳大学校长 Ferrari Sergio

意大利国务委员、总理办公
室主任 Simone Tani 博士

P.1

领导致辞

中意教育合作的新模式
——帕维亚音乐学院院长 Maurizio Preda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冰城
哈尔滨隆重召开

中国学子的音乐学习之路
——罗马音乐学院教授 Riccarda Marini

构建中意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博士

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
副部长、党组成员、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
长刘利民博士

国家督学、国务院教育
督导办公室副主任，教
育部教育督导局副局长
（正司级）林仕梁

中国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副司长（正
司级）廖文科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孙霄兵

视觉传达的原动性力量

——意大利政府领导

——威尼斯美院教授 Paolo Fraternali

大力推进中意教育交流与发展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孙霄兵

给希望去意大利求学的中国音乐学子的一些建议
——帕尔玛音乐学院副院长 Maria Cristina Curti

中意音乐交流是国际音乐发展的必经之路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淑云

P.19

主题报告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淑云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
会副主席 Piergiorgio
Piazza

——卡利亚里音乐学院主席 Giovanni Floris

意大利版画艺术的现代意义
——卡拉布里亚美院教授 Francesco Scialoi

双学位或多学位的高等教育联合培养计划

中意教育“美美与共”，助力“一带一路”的伟大
构想与实践

——佩鲁贾大学校长 Fabrizio Figorilli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

P.53

打造一流中意教育合作典范
教育部中国教师科研专
项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
佟学

——佛罗伦萨美院教授 Carmignani Marina

共促中意两国文化教育的互动与协作

中意教育发展应“不忘初心”，合作创新

意大利共和国外交部亚
洲司副司长及亚洲研
究所首席顾问 Attilio
Massimo Iannucci

品味欧洲韵味，了解意国艺术

——教育大家巾帼英豪哈工大附中校长王蕾

成果展示

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成果文艺汇演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中国艺术院校附中的国际化发展需求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校长解危

创新特色高中办学新思路共促中意艺术国际教育交流
——南昌市实验中学校长黄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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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冰城
哈尔滨隆重召开

会议主办方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教育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致辞并宣布峰会
开幕。他提出本次“一带一路”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重大战略意义与切实推进教育有序开
放的必要性，探索中意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增进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追求教
育合作交流的质量，互学互鉴，携手推动教育发展，促进民心相通，不断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与
合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

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博士在致辞
中指出，中意两国作为丝绸之路的两端，两国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两大文明始终相互吸引、交
相辉映。他高度肯定中意两国在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交流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他希望与会的中
意嘉宾能够尽情分享、交流、研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愿与教育界同仁一道，秉持开放合
作、互利共赢的理念，积极推动中意两国教育交流向内涵更加丰富、主体更加多元的方向健康
发展，为推动双方各领域的合作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意大利国务委员、总理办公室主任 Simone Tani 通过视频转达了意大利政府和总理 Paolo
Gentiloni 对本次高峰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他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八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和中意合作办学成果表示由衷的赞赏。意大利民
主党总书记、意大利前总理 Matteo Renzi 发来亲笔贺信，向参加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的嘉宾表示诚挚的问候，感谢两国教育合作伙伴在中意国际教育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论坛
更是荣幸地邀请到意大利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及亚洲研究所首席顾问 Attilio Massimo
Iannucci 亲临现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他感谢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和承办双方院校在
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中所付出的努力，表达了两国未来在各领域频繁交流与发展的愿景，并预祝
论坛圆满成功。

图：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现场盛况

为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

和实现路径。

张洪涛，哈尔滨市教育局副局长牛佳

共创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新篇章，由中

莅临此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

斌，哈尔滨市南岗区教育局局长丁召

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主办，哈尔滨工

中方领导有：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

民，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理事

业大学、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协

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

长杨庆海，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展 " 的初心，跨越山水之遥，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促进共赢。作为地方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

办，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远

流协会会长刘利民，中国教育发展战

校校长王蕾，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我们一定会倾尽全力，穿针引线，为学校做好事、做实事、做成事，继续支持中意国际教育合

景国际教育集团承办的“一带一路”

略学会、教育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孙

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等。

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第 九 届 中 意 国 际 教 育 高 峰 论 坛， 于

霄兵，国家督学、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出 席 论 坛 的 意 方 嘉 宾 包 括： 意 大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在哈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教育督导

利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及亚

滨隆重召开。

局副局长（正司级）林仕梁，中国教

洲 研 究 所 首 席 顾 问 Attilio Massimo

中国教育部领导、黑龙江省领导、

育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

Iannucci，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

意大利政府领导、意大利国立高校领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董松寿，中国教育

副主席 Piergiorgio Piazza，以及摩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洪涛在致辞中指出，教育国际化是“一带一路”这

导、中国高校领导等 500 余位教育界

发展战略学会国际教育专业委员会常

德纳大学校长 Ferrari Sergio，威尼

幅宏伟蓝图中最绚烂的一笔。历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均为国际教育合作的成功典范。哈

领导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围绕“分享、

务副秘书长崔文斌，教育部国家教师

斯 美 院 院 长 Giuseppe La Bruna， 帕

工大附中“意大利特色实验班”项目刚引进一年，就已经开花结果，令人惊叹。

创新、合作、共赢”主题现场展开高

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教育

尔 马 音 乐 学 院 院 长 Maria Cristina

峰对话，以不同视角全面审视共建“一

部学位与研究生管理中心认证处处长

Curti， 佩 鲁 贾 大 学 校 长 Fabrizio

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带动国际化人才

李屏，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韩主

Figorilli 等 20 所意大利国立高校的

培养的方式方法，为中意双方在教育

任，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淑云，

院长与校领导代表等。

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探索思路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淑云发表重要讲话，中意两国政府和人民不忘 " 和平、友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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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资产投资公司总经理，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理事长杨庆海在讲话中用一系列
真实的数据证明工附办学十六年来取得的成绩，他称“哈工大附中以其得天独厚的办学资源，
独树一帜的办学品质，独占鳌头的办学业绩，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迅速成为哈尔滨的教育典范。”

为了更好地展示意大利教育教学成

畅所欲言，与中方代表共同探究两国

方总结两天来取得的会议成果，并宣

果，意大利国立高校顶级音乐大师和

教育特色与优势，并提出诸多建设性

布“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美术大师分别带来了精彩的课程展示。

意见。在百忙中出席此次高峰论坛的

高峰论坛”正式闭幕，也向在场嘉宾

他们现场指导传授专业技巧，将意大

中意政府领导，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

发出下一届中意高峰论坛的诚挚邀请。

利的艺术理念带入中国。 意大利大师

的重要意义，同时从当前国家政策高

本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聚焦中

课结束后，还为全国各地优秀代表颁

度肯定了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取得的

外合作办学的内涵发展，共同就中意

发了培训证书。

累累硕果。

教育如何融合与创新，深度交流、智

会议期间，哈工大附中师生专程为

近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领域正

慧碰撞。可以说，本届高峰论坛紧跟

与会嘉宾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精彩

向质量提升、引领创新和聚焦优质的

两国合作发展节奏，对于我国探索多

绝伦的中意教育合作成果演出晚会，

阶段转型升级。作为国家级特色发展

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

哈工大附中师生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气

实验项目的泓钰中意特色课程项目，

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极为深远的

质给全体与会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推广了试点院校的成功经验，培养了

意义。此次峰会的圆满举行，为中意

本次论坛取得众多成果，会议由 13

众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紧承

院校提供了展示机会和交流平台，对

位中意高校领导做主题报告、18 位中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精神，

于中方院校的教育国际化将是极大的

意教育专家进行中意国际教育合作学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共建

助力。对于未来进一步的合作，与会

术交流与成果分享，10 余所中意院校

“教育丝绸之路”，意大利高校与中

各界更是满怀信心，充满期待。相信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王蕾校长发表《打造一流的中意合作典范》的主题报告：分享

间签约框架合作协议、4 场中意国际教

方国内院校在会上签署了多项合作协

中意双方通过强强联合，共同努力，

促进交流，创新成就典范，获得全体嘉宾及教育同仁的点赞。她在讲话中还提到哈工大附中的

育未来展望说明、3 场意大利国立艺术

议，双方将在国际教育领域进行持续

能更多地创设适合学生发展的特色项

“意大利特色实验项目”开展一年来喜报频传，首届项目班 19 名学子全部被意大利知名艺术

名校教授现场教学观摩、1 场哈尔滨工

性的深入合作，发掘中意教育交流合

目，实现两国间文化教育的互动与协

高校录取，第二届项目班也已顺利开班的好消息。

业大学附属中学校中意合作成果展示

作的新亮点。

作，在国际教育领域达成“分享、创新、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在发言中提到：“促成美人之美，让中意
教育在专业的平台上作有效、互惠、共赢的分享与融合是我们的使命，远景教育集团麾下的千
名教育志士正在戮力同心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尽绵薄之力！”

晚会，1 场中、意美术家座谈会，中意

会议最后，教育部中国教师科研专

院校间领导专家分别就各自专业领域

项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代表主办

合作、共赢”的共识。

图：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成果汇报演出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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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ott. SUN XIAOBING, presidente di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x direttore

"One Belt One Road" – Il Nono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 si è tenuto nella
"capitale del ghiaccio" Harbin

del dipartimento di politiche e regolamenti di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ha tenuto l’intervento di apertura del forum. Nel suo discorso ha sottolineato
l’importanza strategica di “One Belt One Road” – Nono Forum Sino Italiano
sull’educazione, sottolineando la necessità di promuovere una efficace riforma nel
settore dell’educazione, in modo da approfondire le modalità d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in materia ed ampliare quantitativamente e qualitativamente le modalità di
cooperazione nel settore degli scambi dell'istruzione.

L’intervento ha inoltre posto

l’accento sulla necessità di uno studio reciproco, onde promuovere congiuntamente lo sviluppo
dell'istruzione, per un miglioramento dei già buoni rapporti tra i due popoli italiano e cinese. E’
necessario continuare ad approfondire gli scambi e la cooperazione nell’ istruzione internazionale, per
garantire alla costruzione di “One Belt One Road” le indispensabili risorse umane ed intellettuali.
LIU LIMIN, capo ispettore scolastico statale, ex vice ministro del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membro del partito, presidente di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ha sottolineato nel suo discorso come le due estremità
della Via della Seta -la Cina e l'Italia - abbiano una lunga storia di scambi, nonché
come le due civiltà siano sempre state attratte l'una dall'altra e con benefici da
entrambe e parti. Ha sottolineato gli assai positivi risultati raggiunti dalla Cina e
dall'Italia nel campo degli scambi umanistici e in particolare degli scambi educativi.
L’intervento ha altresì espresso l’auspicio che tutti i partecipanti all'incontro colgano
l’occasione per condividere, scambiare e discutere punti di vista diversi. La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è disposta a collaborare nel campo educativo per sostenere una collaborazione
aperta, che porti reciproco vantaggio, promuovendo attivamente gli scambi educativi tra Cina e Italia in
modo che vi sia un ampliamento qualitativo e quantitativo degli scambi, per dare una nuova spinta alla
cooperazione in vari settori tra le due parti.
Simone Tani, Consigliere di Stato e Direttore dell'Ufficio del Primo Ministro, ha inviato

Nell’ambito della politica “One Belt One Road”, con la finalità di fondare una comunità
internazionale in ambito educativo, creando un nuovo capitolo nella 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tramite un video i saluti e le congratulazioni del Governo italiano e del Primo Ministro

tra Cina

Paolo Gentiloni. Il Dott. Tani ricorda di aver avuto l’onore di partecipare al

ed Italia sulle tematiche della formazione, si è tenuto ad Harbin il 9 e 10 novembre 2017 il Nono Forum

Forum lo scorso anno a Pechino ed ha espresso il suo sincero apprezzamento circa la

Sino Italiano sull’Educazione, con il contributo di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sociation, il

politica di sviluppo nel settore educativo in Cina e circa gli esiti della cooperazione

supporto d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d Italian Futur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L’evento

scolastica sino-italiana.Matteo Renzi, Segretario del Partito Democratico italiano,

è stato ospitato dall’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con il sostegno logistico

ex primo ministro italiano, ha inviato una lettera di congratulazioni estendendo i suoi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sinceri saluti agli ospiti che hanno partecipato al Forum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o

Più di 500 esperti del settore dell'istruzione e dell’alta formazione, tra cui leader del Ministero

e ringraziando i partner dei due paesi per i loro eccezionali contributi all'istruzione

dell’Educazione della Cina, leader della provincia di Heilongjiang, rappresentanti del Governo italiano,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a. Il Forum si è inoltre onorato della presenza dell’Ambasciatore Attilio

dirigenti e delegati di università italiane e cinesi, hanno partecipato al forum, dialogando su temi quali

Massimo Iannucci, Vice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Asia de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della Repubblica

"condivisione, innovazione, cooperazione e vantaggi". I contributi hanno offerto una approfondita analisi

italiana e Primo Consulente dell'Istituto Asiatico, il quale ha rivolto ai convenuti il proprio intervento,

circa le modalità ed i mezzi per coltivare i migliori talenti internazionali, per realizzare una effettiva

ringraziando in primo luogo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e le realtà ospitanti per i loro sforzi

comunità educativa “One Belt One Road” ,

in modo da fornire nuovi spunti per uno sviluppo sostenibile

nei rapporti tra Cina ed Italia nell’ambito dell’istruzione e della formazione.

5

nella cooperazione educativa tra Cina e Italia. L’Ambasciatore ha espresso l’auspicio di un ulteriore
rafforzamento della collaborazione tra i due paesi in ambito educativo, augurando al forum un pieno
succ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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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SHUYUN, Vice direttrice del Dipartimento provinciale dell'istruzione dello Heilongjiang

Con l’obiettivo dare un concreto esempio delle modalità didattiche e formative proprie del sistema

ha tenuto un importante discorso: la Cina e dell'Italia stanno perseguendo nell’obiettivo

italiano, alcuni docenti italiani hanno tenuto masterclass che hanno riscontrato un grande interesse,

di costruire rapporti basati su "pace, amicizia e sviluppo", nell’ottica di promuovere
praticamente uno sviluppo che sia vantaggioso per entrambe le parti. Anche gli organismi
locali in ambito educativo faranno del loro meglio, svolgendo un positivo ruolo di
intermediazione, mettendo in atto buone pratiche a servizio delle scuole e continuando a
sostenere la 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educativa sino-italiana.

portando in Cina nuove competenze professionali ed idee.
A conclusione di tali masterclass, il Forum ha anche rilasciato degli attestati ai partecipanti
provenienti da diverse parti della Cina.
A conclusione del forum, gli insegnati e gli studenti di HIT Middle School hanno organizzato una
performance in cui sono stati mescolati elementi provenienti dagli stili cinese ed occidentale, regalando a
tutti i partecipanti un importante momento di spiritualità, creatività e condivisione.
Il forum ha ottenuto molti importanti risultati: 13 leader di università cinesi e italiane hanno tenuto

ZHANG HONGTAO, Vice Presidente e vice segretario del partito dello Harbin Institute of

rapporti sulle tematiche del convegno; 18 esperti d’educazione cinese-italiana hanno condotto scambi

Technology, ha sottolineato che l'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l'educazione è l’obiettivo

accademici e condiviso opinioni sui risultati d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in ambito educativo; più

più ambizioso del progetto “One Belt One Road”. Tutti i forum tenuti precedentemente

di 10 scuole hanno firmato accordi quadro per la cooperazione; ci sono stati 4 tavoli di esposizione

sono stati esempi di successo della cooperazione educativa internazionale. Presso HIT

delle prospettive di formazione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e; si sono svolti 3 incontri di esposizione

Middle School, da un anno è attiva una “classe sperimentale sino –italiana” che ha

delle metodologie didattiche tenute da docenti italiani; una performance per mostrare i frutti della

già dato lodevoli risultati.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presso lo HIT Middle School;

1 incontro/conferenza tra artisti cinesi e

italiani. Le personalità e gli esperti convenuti hanno liberamente tenuto interventi nei rispettivi campi,
ponendo l’accento sulle caratteristiche e i vantaggi dell'istruzione nei due paesi, senza dimenticare
YANG QINGHAI, direttore generale di Harbin Institute of Assets Investment Company,

di portare all’attenzione molti suggerimenti costruttivi. Nel denso programma del forum, le personalità

preside della scuola secondaria affiliata all'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

cinesi ed italiane presenti hanno pienamente affermato l'importanza di questo incontro, sottolineando i

evidenziato nel suo discorso una serie dei dati concreti per dimostrare i risultati

grandi risultati ottenuti nella cooperazione in materia di istruzione nell’ottica delle attuali politiche

raggiunti dalla HIT Middle School negli ultimi 16 anni, affermando che ‘con le proprie

nazionali.

risorse educative, una indiscussa qualità didattica , un management unico nel suo
genere，la HIT Middle School è diventata rapidamente un modello educativo ad Harbin.’

In chiusura

del Forum, TONG XUE, direttore dell'ufficio di National Funder Research Fund Management

del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a nome degli organizzatori ha brevemente riassunto i risultati
raggiunti nei due giorni di lavori, annunciando la chiusura ufficiale del 9 ° Forum
Italiano

WANG ZHENGCHANG, presidente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ispettore capo della Hongyu

sull'Istruzione,

Internazionale Sino

invitando i partecipandi a prendere parte alla prossima sessione.

Questa sessione del Forum si è concentrata in modo particolare su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School, nel suo discorso, ha affermato: ‘Dare supporto agli altri nel raggiungimento

internazionale nel settore della formazione e dell’istruzione, ponendo il concetto di saggezza quale

di un obiettivo raddoppia la soddisfazione. La nostra missione è quella di rendere,

base per il raggiungimento di maggiore integrazione ed innovazione negli scambi.. Si può dire che questo

offrendo una piattaforma di alta professionalità, la condivisione e l’integrazione

summit segue da vicino il ritmo della cooperazione e dello sviluppo tra Cina ed Italia, sottolineando

dell'istruzione sino-italiana piu’ efficace e piu’ vantaggiosa per entrambe le parti.

l’importanza per la Cina di approfondire l’utilizzo di nuove metodologie e risorse internazionali di

Oltre mille persone con alti ideali sotto la guida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si

qualità per migliorare il livello di 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 sistema educativo. Il successo di questo

sono unite per dare il proprio contributo all'ascesa della nazione cinese! ’

summit ha rappresentato una occasione ed una piattaforma per una mutua ricerca e comprensione, che sarà di
grande aiuto per l'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le scuole cinesi. Vi è la certezza che sia la Cina che l'Italia

WANGLEI, Presiede di HIT Middle School ha tenuto un intervento dal titolo "Costruire un
modello di primo livello n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la condivisione promuove lo
scambio, l’innovazione porta all’introduzione di nuovi modelli.

Nel suo discorso ha

anche citato "il progetto sperimentale sino italiano" dello HIT Middle School, che

ha

possano creare un numero maggiore di

progetti speciali adatti alla crescita degli studenti. Questo

consentirà di realizzare l'interazione e la cooperazione nella cultura e nell'istruzione tra i due paesi
attraverso la cooperazione congiunta, in modo da realizzare gli obiettivi della "condivisione, innovazione,
cooperazione e vantaggio" nel campo dell'educazione internazionale.

prodotto ottimi risultati nell’ultimo anno, consentendo ai 19 studenti che vi hanno
preso parte di essere ammessi in prestigiose istituzioni in Italia. La seconda classe
all’interno di questo progetto è stata avviata senza complicazio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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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意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博士

集团领导与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博士

对论坛主办和承办单位表示感谢，希

校际交流等方面均取得卓有成效的进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离不开政府引

望借此机会可以与大家一起探讨中意

展，两国已成为各自开展教育交流与

导和教育合作项目的不断创新。此次

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构建互利共赢的

合作的重要伙伴。

教育部领导亲临“一带一路”第九届

他强调，当前中国“一带一路”建

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发表讲话，

在回顾中意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历

设已成为各方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途

充分肯定了我校多年来与意大利国立

程时刘部长指出，中意作为“古丝绸

径，也是推动各国各区域教育进一步

院校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和泓钰中意

之路”的两端，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

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的广阔平台。

特色课程项目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刘

两大古老文明始终相互吸引、交相辉

中意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前

部长的致辞，使我们对中意教育的交

映。中意两国建交以来，始终平等相待，

景广阔。在此背景下，两国教育要继

流与合作现状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

不断深化各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了良

续结伴而行，相互借力，在原有成果

识。在未来的中意国际教育交流合作

好效果。其中，教育交流作为人文交

上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充实合作内涵，

中，双方满怀信心。

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双方政府

提高合作质量，充分发挥教育在推进

宏观政策高度上的理解，使我们可

的高度重视。

民心相通和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

以更好地对中意教育交流合作中的工

自 2010 年以来，两国教育部领导

和引领性作用，为构建中意合作伙伴

作把握重点，这对于泓钰学校积极开

层始终保持着良好沟通，互访频繁。

关系和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做出更大

展后续系列活动，以及提升中意国际

他在担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时，曾与

贡献。

教育合作到更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

中意合作伙伴关系的问题。

刘利民：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召开。国家总督学、教育部原副部长、
党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出席论坛并做重要讲话。在高度肯定中意双方院校对推动两国教育交流所做
的突出贡献外，他的讲话也增强了我们推进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与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信心。
刘部长首先代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对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与会嘉宾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意方嘉宾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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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研究部副部

刘部长鼓励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

意义。在中意特色课程项目的良好开

长的多利亚会谈，并共同签署了两国

尽情分享、交流、研讨。同时他表示，

端下，泓钰学校也将积极推进国际合

教育领域的第一个专项合作协议《中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愿同与会的教

作办学项目。双方院校更需对两国教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意大利共和国

育界同仁一道，秉持开放合作、互利

育的特点、模式等深度交流，聚焦中

外交部关于开展教育合作的 2012-2015

共赢的理念，继续推动中意两国教育

外合作办学中的创新与融合，构建中

年执行计划》，为中意教育的交流与

交流向内涵更加丰富、主体更加多元

意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经过努力，中

的方向健康发展，为推动双方各领域

意教育合作在学生交流、语言教学、

的合作注入新的不竭动力。 中意两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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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府
领导
共促中意两国
文化教育的互
动与协作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贺信，对论坛主办方表示感谢，向出

之路。他非常感谢中国习近平主席提

高峰论坛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

席本次论坛的中意嘉宾表达诚挚的问

出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作为今

在哈尔滨隆重召开。本次论坛不仅收

候。他在信中提到曾多次来华访问，

天意中两国友好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依

到意大利国务委员、总理办公室主任

以 及 意 大 利 总 统 Mattarella 和 总 理

据。今天的新丝绸之路已不仅仅是商

Simone Tani 的 祝 贺 视 频， 还 得 到 意

Gentiloni 的来华访问都见证了意中两

业的往来与交流，还包括文化教育等

大利前总理 Matteo Renzi 发来的亲笔

国的深厚友谊。今天更要感谢中国“一

社会多领域深层次的交流。他希望两

贺信，更是有幸邀请到意大利共和国

带一路”战略决策带来的诸多优势，

国能够始终保持高水平的教育交流与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及亚洲研究所首

注定两国友好关系将进一步加强。正

合作，对此他充满信心。最后，他祝

席顾问（意大利原驻华大使）Attilio

如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在近期代表李

贺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Massimo Iannucci 亲临现场并发表热

克强总理访问佛罗伦萨时他们所畅谈

三位意大利政府领导的致辞，让我

情洋溢的致辞。

的那样，“一带一路”战略所创造的

们对未来中意两国教育领域的进一步

机遇是无限的，包括经济、战略、文化、

合作满怀信心，充满期待。来自两国

利国务委员、总理办公室主任 Simone

社会等多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政府高层间频繁互动，推进着各领域

Tani 特别录制视频表示祝贺，还转达

正因为这个共同目标，意大利政府非

务实合作不断走向深化，同时让我们

了意大利政府和总理 Paolo Gentiloni

常支持和关注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感受到中意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中将会

的问候。他在视频中说到，由于公务

的举办，并以此作为推动和加强意中

有更多的机遇与可能。

繁忙而未能出席本次论坛感到十分遗

两国在教育领域合作的重要途径。

对 于 本 次 高 峰 论 坛 的 召 开， 意 大

本次论坛更是荣幸地邀请到意大

国教育合作领域的突出贡献。这也让

举行的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利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及亚洲

泓钰学校更有信心创设更多适合学生

并由此了解到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研究所首席顾问（意大利原驻华大使

发展的特色项目，实现两国间文化教

特别是国际教育的现状，对此，他表

）Attilio Massimo Iannucci 亲临现

育的互动与协作；培养更多国际化人

示由衷的赞赏。

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他首先感

才，助力中意国际教育深化改革，造

谢活动的主办方的邀请，并有幸见证

福两国人民。

憾，他非常高兴受邀参加去年在北京

他指出，今年适逢中国政府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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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府充分肯定我校在中意两

动“一带一路”建设。意大利政府相信，

了意中两国对教育合作与交流与有着

历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举办，

共同的兴趣和目标。他感谢中国教育

将极大地推动中意两国文化教育交流

部领导的莅临，感谢本次论坛的主办

领域有更多实质性的发展，并创造更

方和承办方特别是远景国际教育集团

多教育合作与发展的新机遇，促进两

等教育界同仁在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交

国文化交流不断走向深化。

流中所付出的努力。

论坛期间，意大利民主党总书记、

他指出，今天意中两国在各领域的

意大利前总理 Matteo Renzi 发来亲笔

频繁交流，使他联想到了古代的丝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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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 孙 霄 兵
11 月 9 日，由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

开幕词，首先对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

的交流与合作，落实中国教育部《推

基础。探索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

他同时还鼓励泓钰学校作为促进中

峰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对我校与意大

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意大利未

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本次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战略。

式，增进教育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意教育合作交流的主力军，在中意艺

利国立院校良好合作关系和泓钰中意

来国际教育协会协办，哈尔滨工业大

论坛的主办方、协办方以及承办方表

他还表示，中国和意大利都是有着

追求教育合作交流的质量和效益，互

术人才培养领域做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特色课程项目的进一步推进以及与中

学附属中学校、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承

示衷心感谢，对现场来宾，尤其是远

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意大利是文艺

学互鉴，携手推动教育发展。他指出，

他也希望能够通过此次高峰论坛，中

国高中院校合作开办的特色中意班的

办的“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

道而来的意大利高校领导、教授表示

复兴发源地，古典艺术氛围浓厚，艺

承办本次峰会的泓钰学校，正是通过

意双方能够积极展开工作，在总结上

后续展开工作提供了支持，对我校艺

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举行。国家督学、

热烈欢迎。同时，他特别感谢意大利

术大师辈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丰富，

和意大利高校多年来的良好合作与交

一年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术教育与教学管理方面具有战略意义。

教育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教育

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和泓钰学校对本次

入学门槛低、免学费等政策吸引了无

流，为中意两国培养了诸多艺术人才，

中方与意大利的校际合作，促进中意

同时，孙会长的讲话也更加坚定了我

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孙霄兵致辞并宣布

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所做的各项工

数中国学子。中意两国在艺术领域的

值得教育界各同仁的学习。

双方文化艺术交流达到更高水平。

校在发展艺术教育方面的决心，我校

峰会开幕。孙会长就目前中意两国教

作。

交流与合作，实属强强联合，一定能

中意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将会认真学习孙会长在本次论坛上的

作与交流是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在中国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讲话内容，贯彻落实孙会长的讲话精

育现状，以及意大利教育优势做出了

孙会长表示，本届高峰论坛的举

深刻的解读，并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中

办恰逢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相

孙会长还在论坛上详细解读了中

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适应新时代，解

教育行动》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

神，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的教育合

意两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出更高

信此次论坛定能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意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意义。通过

决新矛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力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方针的指导

作，引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培

要求，鼓励现场嘉宾积极对中意教育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优先发展教

教育合作交流，培养高素质人才，推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启中外教育

下，在中国院校与各教育界同仁一致

养更具有国际视野的优质人才，以实

交流合作建言献策。

育事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实处，能

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中意人民生活

交流与合作的新征程，推动中外教育

努力的基础上，稳步健康发展。此次

际行动切实保障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向

够进一步推动中意两国国际教育领域

福祉，扩大人文往来，筑牢地区和平

合作再上新台阶。

教育部领导在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

着更加良好的方向健康发展。

论坛现场，孙会长发表慷慨激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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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教育发展应
‘不忘初心’，合
作创新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
厅长王淑云

论坛上，黑龙江省教育厅王副厅长

期甘英出使古罗马、公元 166 年古罗

深化中意教育方面更是让中意文化交

首先对莅临本次高峰论坛的嘉宾，尤

马派使者访问中国洛阳、元朝时期意

流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其是意大利高校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

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来中国游历

对于中意文化交流的理念，王副厅

对他们来到哈尔滨参加此次中意国际

以及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学

长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她说，

教育高峰论坛表示感谢。随后她向在

者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并与中国学者

中意两国交流，一定要秉承了“共生、

场嘉宾们介绍了黑龙江省在最近几年

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的事例，向

共存、共荣”的理念，因为只有通过

取得的成就，以及黑龙江省目前的教

现场来宾表示中意两国交往的历史源

平等真诚的交流，不同国家、不同民

育现状。

远流长，至今仍影响着两国人民的友

族、不同文化之间才能更好地认识自

谊。

我，了解他人，才能理解并尊重彼此

回顾中意两国文化的交互历史，王
副厅长表示，中华文明和罗马文明是

她表示，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在历

间的差异，取之之长，补己之短，提

世界上优秀的文明成果，两国的交流

史的发展中已经通过国之交达到民相

取对方富有魅力的元素，融会贯通，

互荐，必将促进本民族文化的蓬勃发

亲、从民相亲达到心相通。特别是，

创新发展，构建富有自己民族特色的

展，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人

泓钰学校多年来一直与意大利多所国

新文化。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互补共

类文化的繁荣进步。她还引用东汉时

立院校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在

生，在相互激荡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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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正是切合了“共生、共存、共荣”
的理念。

永远在路上，其前景必然百花齐放。
王副厅长的致辞，让我校与意大利

校的中意班项目、继续办好中意特色
课程项目，更好地满足我国艺术教育

王副厅长还表示，本次高峰论坛的

国立高校在交流与合作领域有了更全

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要求，让“一带一路”

意义所在，就是能够让一带一路政策

面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未来的中意国

政策造福中意学子。

造福沿线人民，为中意两国教育健康

际教育交流合作中，我校一定不忘初

发展谋求更加广阔的交流合作平台。

心，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秉承“共

中意两国应“不忘初心”，秉承“共生、

生、共享、共建”的原则，继续为中

共享、共建”的原则，坚定不移地弘

国学子引进更多更好的意大利教育资

扬丝绸之路的精神，为中意两国培养

源、深化与意大利高校的合作交流。

更多更优质的人才。她在会议上还特

我校也一定会严格遵循王副厅长的讲

别表扬了承办此次会议的泓钰学校，

话精神，积极寻求中意教育合作的良

作为中意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参与

好时机，努力开拓中意教育交互平台，

者，为中意两国人才培养，引进意大

构建属于泓钰学校专属的特色教育模

利优质教育资源做出了突出贡献。

式。也将会进一步加强与意大利高校

最后，王副厅长表示中意文化交流

的合作交流、积极拓展与国内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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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来，窗外已是“无边落木萧
萧下”，但是，哈工大国际会议中心
却燕语莺啼，其乐融融。可谓是：新
友故交齐欢聚，高朋满座沐春风。作
为本次论坛的承办方“哈工大附中”
的理事长，我仅代表东道主，向参加“一
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东西方文化彼此交
融、相互浸润

坛的各级领导和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
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古语云：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中意双方的有识之士同怀“共联、共
育、共享”的“初心”，再度开启双

哈工大副校长张洪涛

方的友谊之旅、合作之旅，值得庆祝，
值得铭记。垂青哈工大附中这片教育
沃土的“意大利实验班项目”现已开
花结果，同样值得喝彩，值得自豪！
正因中意项目的“一张张令人惊艳的
成绩单”，才促成一届又一届峰会的
高起点、高规格、高人气，双方的合

中国有句古语：有朋自远方来，不

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这充分体现了

厢情愿”，走向世界需要有识之士与

作成果更值得珍惜，双方的合作前景

亦乐乎！很荣幸与各位相聚在美丽的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一带一路”

我们“一见钟情”，已经举办八届的

更值得期待。

冰城哈尔滨，参加“一带一路”第九

建设、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

“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就是国际

哈工大附中建校仅十六个年头，但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请允许我

作的决心和信心。本次高峰论坛把握

教育合作的成功典范。概括起来就是：

是以其“得天独厚”的办学资源，“独

代表哈尔滨工业大业附属中学向本次

了时代脉搏，恰逢其时，因应了发展

规格高 , 项目优 , 工作实，成果丰。

树一帜”的办学品质，“独占鳌头”

论坛的隆重召开表示最热烈地祝贺，

潮流，顺势而为，必将产生重大而深

对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来

远的影响。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意大利

的办学业绩，“独一无二”的办学特

实验班”项目刚刚引进一年，就已经

色迅速成为哈尔滨的教育典范。她秉

开花结果，19 名毕业生全部被意大利

承哈工大“规格严格 • 功夫到家”的

和平友谊之路，其内容覆盖“政策沟

罗马美术学院、佩鲁贾美术学院、萨

基因，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我们怀着真诚与热望，让亚洲文明之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莱诺音乐学院等知名公办艺术高校录

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攻关”的精神，

根和欧洲文明之根再一次跨越时空深

民心相通”五个方面，”为全世界绘

取，这样的成绩在黑龙江国际教育领

坚持“育人 + 育才，双育凸显；基础 +

情相拥，东西方文化将再一次彼此交

制了一幅大蓝图，具有大视野，大格

域犹如“平地一声雷”，不能不令人

特色，双轮驱动”的理念，匠心学生

融、相互浸润、成就你我，教育的互

局，大气魄。而教育国际化正是这幅

惊叹。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当方

现在，远谋学生未来。截至 2017 年，

联互通之花将因为这次盛会而娇艳绽

宏伟蓝图中最绚烂的一笔。教育是兴

块字遇见拉丁文，当《蒙娜丽莎》遇

哈工大附中初中部已经夺得哈市中考

放，并愈发枝繁叶茂。

国大计，也是无国界的世界性主题，

见《清明山上河图》，当《桑塔露西亚》

13 连冠，高中部已经连续 14 届高考位

经济全球化催生了教育国际化，不同

遇见《高山流水》，必然会演绎和变

列黑龙江省民办高中第一。300 余名学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国情的“地球人”

幻出更多的精彩和神奇。

子搭载国际教育快车升入美国、英国、

在报告中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

如何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国际交流

“九”在中西方文化中是个吉祥的

澳大利亚、意大利等世界知名学府，

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与合作应该给出答案，“铁肩担道义”

数字。文艺复习时期的“九”象征“美

学科竞赛、科技创新、艺体特长方面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

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妙手著文章”

德、圆满”；中国传统文化用其象征“神

的奖励更是不胜枚举。

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这是人类进步的梦想。

圣、长久”。最后还祝愿第九届国际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校师生员工锐

教育高峰论坛圆满成功，祝愿中意两

意进取、逐梦前行的结果；是各级教

国及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育行政部门关爱施惠，培养扶植的结

宾表示最诚挚地欢迎。
今天，这里，群贤毕至，济济一堂。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十九大关

中国是开放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

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

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正满

决议明确提出，将推进“一带一路”

怀自信地走向世界。走向世界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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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与远景教育集团为代表的多家

“共联、共育、共享”
·开启中意国际之旅
——哈工大附中理事长、哈工大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总经理杨庆海

教育集团强强联合，同力同为的结果。

推出培养方案，不断深化教育改革，

所以说，哈工大附中的发展历程，是

为学生的学业成才，人生成功奠基！

一段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奋斗史。
尽管前路艰辛，但正道沧桑。教育是

最后，祝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
论坛圆满成功！

一种信仰，教育人要虔诚修行，哈工
大附中人的教育情怀正如东坡先生诗
句所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
蓑烟雨任平生！
时值全国上下深入学习领会党的
十九大精神之际，各行各业都要思考
如何适应新时代肩负新担当，如何把
握新使命做出新作为。哈工大附中人
将以本次高峰论坛为契机，不断开拓
教育视野，不断创新教育方法，不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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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教育“美美与共”，
助力“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与实践

能力排众议，一心为学子的未来做出
英明的决断和安排，这才是对祖国未
来的真正负责，爱护；我们也被无数
优秀学子所折服：英气逼人的才华和
艺术天赋，孜孜不倦的逐梦之旅，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青春理想和抱负等
等，不胜枚举。让我们一路走来，感

在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的“一带

惠共赢的分享和融合，促进中意两国

远景全力以赴，为中华崛起尽绵薄之

慨万端，也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每

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的共同发展，紧扣时代步伐，不断满

力。

每醒来，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上，承办方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足中意两国人民的更高教育需求，从

在致辞中，他回顾了 20 多年的国

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发表了题为《中

而让两国世代友好，和平发展，共享

际教育从业经历，以及时刻都被教育

王总认为，与会的嘉宾不乏中意两

意教育“美美与共”，助力“一带一路”

人类大同！为此，与会所有嘉宾都有

者的精神和灵魂所感动的事迹：有身

国业界知名专家和大师，每个名字都

的伟大构想与实践》的精彩致辞。

责任和义务，尽匹夫之责，造福天下！

居高位，依然躬身学术的老人家，如

如雷贯耳：LA BRUNA，FLORIS 等等，

王总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全

王总在会上简要介绍了远景国际教

威尼斯美院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

在此，也特别向诸位大家们致敬！他

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

育集团的概况，远景自 1996 年成立迄

我们也被意大利璀璨的艺术和历史文

拜请诸位同仁，在接下来紧张日程中，

主席的战略构思，也是造福人类的伟

今 20 多年中，一直致力于打造高水准

化所震撼：文艺复兴灿如群星的艺术

珍惜宝贵机会，与大咖们深入交流，

大中国智慧。正如，著名大家费孝通

的国际教育体系，即一纵一横的远景

大家们，每件作品都是全人类共同骄

坦诚交流，期待借此峰会，达成更多

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生态教育体系。基于“规划人生，成

傲的伟大杰作；我们也为意大利优质

利国利民的国际教育合作。真正实现，

天下大同。而真正实现天下大同的至

就未来”的远景全人教育理念，目前

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资源所赞叹：世界

中意教育“美美与共”的美好境界，

关重要的因素，乃是文化和教育。于是，

已经在全球徐徐展开教育布局，涵盖

顶级名校，尤其美术和音乐类名校，

助力“一带一路”伟大构想。

在此大背景下，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学前教育一直到大学教育，立足中国，

竟然是全部免费，当然包括针对中国

最后，王总还借用习大大的号召与

坛的举办尤为重要：各方通过在此平

面向全球，远景麾下的 1000 多名全球

学子们，也是免费；我们也被众多中

诸位共勉：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

台上的交流，真正促成“美人之美”，

教育精英志士，一路勠力同心，披荆

国教育界有担当有魄力的领导和教育

图绘到底！并祝本次论坛峰会圆满成

让中意教育在专业的平台上做有效互

斩棘。借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东风，

者们所钦佩：在复杂严苛的体制下，

功！祝所有朋友们不虚此行，收获满

唯恐有负天下嘱托和众望。

满。祝中意两国的友谊万古长青！祝
福朋友们健康如意！感谢所有领导和
朋友们的鼎力支持！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

图：远景国际教育集团领导与意方院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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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人生的轨迹。

打造一流中意教育合作典范
——教育大家巾帼英豪哈工大附中王蕾校长

学和专业教学的质量。得益于此，哈

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深化了学校对外

她指出，自主和改革已经是目前高

工大附中第一届意大利实验班学生已

开放水平，在学校与国际院校合作培

中教育体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如何

经全部顺利的入读意大利罗马美院等

养人才方面，成为哈尔滨市意大利教

为学生提供可以自主规划、自由选择

艺术类学校。第二届意大利艺术实验

育典范。

和实现多元发展的课程体系，已经成

班已经全面开启，其授课时间、教学

为现代高中必须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

质量较之上届也有了进一步提高。

制的个体化发展制度”、“科学与严谨、

时代的先锋，勇担新使命，创建新平台。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隆重举

优质管理助力学生成才”三个方面，

同时她强调，教育不仅仅是沟通世界

行。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校长

对打造中意教育典范这个命题进行了

的桥梁，而且是重建世界经济秩序的

王蕾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打造一流

详细阐述。

基础，教育的合作交流，培养的不仅

中意教育合作典范”的重要讲话。

王校长表示，教育典范不是一张完

仅是面向未来的人才，还是世界的经

论坛上，王校长运用哈尔滨工业大

美的设计图，不是发生在教育之前，

济新秩序的建设者。中意项目试验班

学附属中学校首届中意特色教育班的

而是蕴含于教育发展的流程和终端之

的学生就是通过教育交流合作，获得

学生来举例，从“教育已经进入去标

中。教育要在人为沟通、人才培养、

了新意识、新视野、新平台、新起点，

准化时代”、“选择与规划，量身定

科技合作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要做

以及将来能够改变他们命运轨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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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学，一起为推动中意教育交流与

因此，哈工大附中在原有的课程基础

中意教育合作项目已经成为哈工

合作，培养高素质人才，推进经济社

上，构建了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

大附中特色化发展蓝图中一个新的增

会发展，扩大人文交流人文往来，筑

体系，与泓钰学校合作的中意艺术教

长点，成为艺术生求学之路上的崭新

牢地区和平基础做出贡献。我校也一

育合作项目，力求为具有不同个性特

的地标。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定会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和哈尔滨工业

长的学生量身定制属于他们自己未来

在本次论坛上还获得了由国务院教育

大学附属中学中意特色实验班的合作，

发展之路，让学生高中毕业之后就有

督导办公室副主任林仕梁与意大利共

打造中意合作项目新平台，提供给学

机会直接进入世界顶尖级的艺术院校，

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共同颁发的

生更多接触意大利国际艺术教育的机

“中意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基地”的牌匾，

会，为莘莘学子去到意大利世界级艺

接受最前沿的艺术教育。

11 月 9 日，“一带一路”第九届中

泓钰学校愿携手哈尔滨工业大学附

随后王校长说，在 2016 年，哈工

成为继意大利各大艺术类院校在黑龙

术殿堂求学深造提供更为充实全面的

大附中和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旗下 ( 泓

江省招生和教学基地、意大利语等级

保障。

钰学校 ) 联合成立了中意国际战略合

考试官方考点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殊荣。

作为本届中意教育高峰论坛的承办

作项目，全面展开利用意大利优质资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于

方，王蕾校长领衔的优秀教育团队为

源对学生进行艺术培养的模式，而且

2001 年，以“从学生个性素质出发，

此次高峰论坛准备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还在高一年级开展了意大利语选修课

为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德、

文艺汇演。王蕾校长作为国内教育的

程等教学手段，促进中意教育交流与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会做人、会做事、

典范，思想与行动兼俱，气质与内涵

合作。她还表示现在哈工大附中已经

会生活、会合作的现代化、国际化优

并存，爱心与匠心共生。此次莅临“一

运用泓钰学校提供的意大利国立高校

秀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为育人目标。

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教授的大师课、泓钰学校意大利外教

自成立以来，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并

坛，为中意教育交流与合作建言献策，

老师的语言课等优质教育资源，来确

多次参加国家级竞赛屡获殊荣、还荣

为“打造一流中意教育合作典范”提

保选择与规划，量身定制的个体化发

获了省、市与社会颁发的一系列荣誉

供理论与方法论支持，实乃中意教育

展制度，弥补中西在艺术教育理念和

称号。尤其是和泓钰学校合作开办中

交流与合作的楷模。

方法上都存在着差异，保证了语言教

意艺术实验班之后，使学校艺术理念

图：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在校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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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交流合作基础上，开辟更多合作领域
——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周国斌

在 11 月 9 日至 10 日召开的“一带
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上，共二十余位中意教育专家进行中

在初冬来临之际，在美丽的滨城哈

城市，一座开放的城市，一座充满活

鞍山交流学习。鞍山也被国家教育部

尔滨，在充满浓郁书香气息的哈工大

力充满魅力的城市，也是一座充满发

评委国际教育交流先进城市。

校园，很高兴参加“一带一路”第九

展潜力的城市。鞍山素有钢都之称，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描述了未来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很荣幸受

美丽的千山是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

中国的美好前景。当前，鞍山上下正

邀出席并作发言。

世界最大的玉佛闻名遐迩，汤岗子温

在按照十九大指明的前进方向，从各

泉享誉亚洲。是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个方面加以推进。正在这样一个形势

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内最大

下，第九届高峰论坛如期举行，并确

的钢铁联合企业鞍钢坐落在这个城市。

定了“一带一路”下的教育交流合作

的文明国家，都有着令人骄傲的灿烂

全市辖七个县市区，人口 400 万。全

这个主题，应该是恰逢其时。

文化，放眼世界，这两个文明国家都

市在教学人口达到 70 万。多年来，鞍

再次，我代表鞍山市教育局，热烈

曾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过

山教育始终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欢迎意大利的相关教育机构和学校能

彪炳青史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改革

界、面向未来。市委市政府全面实施

到鞍山，能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

开放 40 年来，两国的交流更加频繁，

了“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战略，

我也期待在教育交流合作基础上，能

特别是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令

教育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教育的对外

透过教育搭台，开辟更多的合作领域，

人瞩目的成就。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

开放，始终是鞍山教育积极推进的一

造福百姓。

我为两国间教育交流合作的成功感到

个主题，鞍山市现与 30 多个国家建立

欣慰和骄傲。

了友好合作关系，仅近三年来中小学

首先，我衷心祝贺峰会顺利召开，
并预祝峰会圆满成功。
众所周知，中意两国都是历史悠久

我来自辽宁鞍山。这是一座美丽的

阶段就有 12 个国家的 600 多名学生来

最后，再次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意国际教育合作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
其中，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教务主任杜
程鹏应邀出席论坛并致辞，同与会嘉
宾分享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在国际教
育合作学术交流方面的成功经验。
在致辞中，杜主任首先对受邀出
席本次论坛表示感谢。随后，他就复
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办学特色和对外合
作办学模式等进行阐述。他指出，复
旦大学附属中学是以文理类专业见长
的综合高中，其与意大利的合作办学
模式称为选修课交流模式，这种模式
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在与意大利的文
化交流合作领域中更容易实施和广泛
推广。
杜主任介绍，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是
首批“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之一，
是一所受上海市教委和复旦大学双重
领导的寄宿制高级中学。自建校以来，
复旦附中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
循基础教育办学规律，秉承“博学而
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遵循“以
德育为核心，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
宗旨，培养学生具有坚定理想信念、
引领社会发展、适应国际竞争的时代
菁英。
在迈向现代化的背景下，学校培养
学生成为“四个主人”即学习的主人，

外语课程。自 2015 年与泓钰学校合作

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在中意交流中扮

学校的主人，国家的主人，时代的主人，

开设意大利语选修课，在学生自愿选

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时

更强调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和

择的前提下，开设了意大利语及意大

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多元性，尤其重视学生对于多元文化

利文化相关课程，使学生在学习语言

韩正，在近期率团访问意大利时，与

的认识和理解，为学生提供平台，提

的过程中，还学习了丰富多彩的意大

民主党主席伦齐等政要会面，并在罗

供资源。学校构建了基础型、拓展型、

利文化，为他们将来出国深造提供了

马和佛罗伦萨等地考察了上海的合作

研究型等层阶的平台，设置八大类课

平台并做好准备。其中对艺术感兴趣

项目，更加促成了上海与“一带一路”

程板块教学，使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

的学生可以在参加为期一年的预科课

沿线国家特别是与意大利在文化、教

础上自主地选择和学习。

程学习之后，考入意大利国立名校。

育、经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在此大

这一良好的合作办学模式已经在学校

背景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更应加强

逻辑、健康、艺术等八大类课程中，

撒下了中意交流的种子，也为将来的

和意大利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尤其

文化交流选修课程中引入了包括法语、

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综合文理类学生自主选择进入意大

杜主任进一步指出，在文化、语言、

德语、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等第二
23

选修课合作办学模式为学生自主选择意大利
求学提供优质平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教务主任杜程鹏

杜主任总结指出，上海处于中国改

利高校深造提供优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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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院校附中的
国际化发展需求

解校长用近十年的数据表明了当前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的
现象，并提出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世
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既
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提出的客观
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校长解危

解校长认为，当前国内高中国际班
课程的授课模式、课程体系和课外活
动的设置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
的认可并且被广泛采用。特别是佛罗
伦萨美院、威尼斯美院等国外著名美
院每年来华执教和招生，使国内学生
提前接触国外教学和考试模式，为海
外升学做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
综合能力等方面的准备，极大保障了
出国升学率。
随后，解校长还结合一些目前国内
中国的高中的艺术教育的异化现象，
从多角度详细分析了艺术教育的本质
和国际化的需求因素等。他希望通过
解危校长作品

近日，“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

年首次与泓钰学校达成共识，他们选

就在于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的潜能，帮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举办。

送的 20 余名学生在北京泓钰学校接受

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

众多国内院校领导代表出席了此次论

了为期一年的意大利语课程以及专业

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坛并做主题报告，用多元化的议题同

大师课的培训，并成功考入世界级意

最后，他指出，艺术高中的国际班

与会各方共同探究两国教育特色与优

大利国立美术院校，这对于鲁迅美术

应时而生，它培养的学生应该会成为

势。其中，来自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

学院附中来说无疑是升学的全新途径。

同时具有东西方文化背景的新一代艺

校长解危发表了题为《中国艺术院校

2016 年以来，鲁迅美术学院附中

术人才。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学生

附中的国际化发展需求》的精彩致辞。

与泓钰学校的合作稳步推进，参加泓

鲁迅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钰中意特色课程的附中学子均已全部

今天，中意两国政府高层领导的

（以下简称鲁迅美术学院附中）隶属

顺利入学罗马美院、威尼斯美院、佩

积极推动合作，让中意双方院校信心

于中国八大美院之一的鲁迅美术学院。

鲁贾美院、莱切美院等意大利国立美

满满。16 年来，泓钰学校等中方院校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是中国八大美院在

术学院。他指出，2017 年，国立美院

更是用高质量的生源保障，赢得了意

东北设立的指定招生考点，师资配备

合作项目已正式纳入鲁迅美术学院附

大利高校的信任。越来越多的国内院

优良，今年的本科升学率达到 93%，毕

中招生教学管理体系。4 月，附中面向

校在中意国际教育合作领域展开学术

业生主要考入鲁迅美院、中央美院、

全国招收中意课程实验班学生，并于 8

交流，签约框架合作协议，以满足国

中国美院、广州美院等八大美院。

月举行了隆重的开班典礼。目前，这

内院校国际化发展需求。院校合作取

些学生已经在附中投入到紧张而有序

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功经验更是藉由

的学习当中。

近两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得以广

解校长在致辞中首先向与会嘉宾介
解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首届全国画院最高学术奖【徐悲鸿美术奖】得主。1985
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2003 年毕业干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大型壁画研究生班，师从宋惠民教授。 1993 年在
台北举办解危个人展，1994 年在北京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展，1995 年在北京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2003 年在
北京参加第三届中国油画展等。 主要作品油画《腊月》 收藏于香港中国油画廊，《北方的沙场》 收藏于台北，
《平沙落雁》 收藏于台北。

绍了鲁迅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附
中的建校历程和重要意义，并特别感

当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谢泓钰学校为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的学

的实施，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密切。

生提供了打开世界窗口的平台。

国家之间的艺术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

解校长介绍，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的
学生升学目标以国内高校为主，2015

25

艺术教育唤醒美感。艺术教育的价值

会创作出极具时代感的作品。

泛推广。两国院校在教育领域合作的
可持续发展正在不断走向深化。

要组成部分，这就需要大量通晓西方
文化艺术和语言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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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特色高中办学新思路
共促中意艺术国际教育交流
——南昌市实验中学校长黄凌云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思路，共促中意艺术国际教育交流》

色班以来，至今已发展成为全省具有

高峰论坛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哈尔

的精彩报告，同与会嘉宾共同探索艺

较高知名度的美术、音乐、传媒与民

滨隆重举行。论坛期间，共 13 位中意

术特色高中中意国际教育交流办学的

航特色的江西省重点中学，被誉为“艺

高校领导做主题报告，18 位中意教育

成功经验。

术家的摇篮”。

专家进行中意国际教育合作学术交流

南昌市实验中学是全国艺术教育先

江西自古多有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与成果分享，10 余所中意院校签约框

进学校，全国素质教育先进学校，中

的人杰，江西之学实有开拓创新之传

架合作协议。其中，来自江西的南昌

英“空间科学教育与研究合作示范学

统。黄校长在报告中首先向与会嘉宾

市实验中学校长黄凌云应邀出席论坛

校”，江西省绿色学校，江西省德育

介绍了南昌教育改革创新的亮点，南

并发表了题为《创新特色高中办学新

示范学校。学校自 80 年代创办艺术特

昌市实验中学的办学特色、教学优势

27

及办学成果。他指出，南昌教育行政

开办了三年制中意美术创意班，有效

国际化与现代化。明确定位，多元办学，

部门鼓励各级各类学校要积极主动开

地提高了学生留学意大利的学习效率，

彰显特色，正是南昌市实验中学探索

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

为国内中学树立了榜样。

的办学之路；对学生培养模式的多元

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高中

黄校长表示，通过两年来中意美术

化，正是南昌市实验中学开办创意班

小学生综合素质。南昌市实验中学坚

创意班的教学实践，引进境外的优质

的立足点。他相信，在南昌市实验中

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成人成材”

教育资源，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学与泓钰学校的共同努力下，中意美

的育人理念，积极培育“美在实验，

水平，以及学生的综合素质；引进意

术创意班会越办越好。他期待国内中

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着力培养“文

大利先进的语言等级评定制度、教学

学携手共同开启中意国际教育的新篇

明守纪，全面发展，艺术见长”的实

评估、课程评估和管理体系，促进教

章。

验学子，努力把南昌市实验中学打造

师不断改进教学，保证教学质量和教

本次高峰论坛上，以南昌市实验中

成为全国知名的江西一流示范性艺术

学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国际化；

学黄校长为代表的中方院校领导分别

特色中学。

拓宽学校师生的视野，更新了观念，

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泓钰学校在中意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实践

确立了面向世界的培养目标；促进和

两国院校间架起语言文化的桥梁，并

与理论教学体系完善，众多享誉世界

加快了学校办学的国际化，使学校师

欣慰于由此带来的学生的不断进步和

的文理综合院校和高等艺术院校是无

生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把学校

学校的教学改善。主题报告中代表们

数中国学生的梦想学府。黄校长感谢

的艺术教育推向国际教育的大舞台。

畅所欲言，以不同的视角全面审视国

泓钰学校为南昌市实验中学的学生提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在南昌市实验

际化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对中国学

供了打开世界窗口的平台。为培养具

中学中意美术创意班得到融合，中西

生在未来求学道路上提出了建议和要

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的

方的教育优势有机结合在一起。黄校

求，期待中西方文化艺术与教育的优

创意与创新类美术人才，经南昌市教

长总结指出，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一

势互补，共促中意艺术国际教育交流

育局支持批准，2016 年南昌市实验中

带一路”建设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与发展。

学与北京泓钰学校合作，在全国率先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也逐渐趋于

图：南昌实验中学中意特色班 workshop 大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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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内蒙古一

内 蒙 古 一 机 一 中 创 建 于 1960
年，师资力量强大、校内设施完善，
荣获了国家以及自治区颁发的多项
荣誉，是自治区首批示范性普通高
级中学，也是自治区唯一一所外国
语学校。自成立以来，为全国多所
高校输送了多名优秀学子。

多的帮助。

机一中还与泓钰学校合办了中意国际

在论坛上，吴校长还特别强调教

实验班，开设与优质教育机构联合办

育国际化促进了内蒙古一机一中艺术

学的教育机制，成为意大利国立高校

教育国际化的发展。尤其是与泓钰学

优质生源基地、包头市乃至自治区意

校合办的中意国际项目班的逐步落地，

大利国立美院的指定考点。

泓钰学校优质中外教资源的逐步引进，

对于如何做好“教育国际化”，吴

以及诸如引进意大利教授的大师课的

校长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吴校长认

等推进艺术教育国际化的具体手段方

为，对于目前国内教育国际化的现状

面都卓有成效，艺术特长生培养工作

还存在着很多劣势，例如家长认识度

效果明显。内蒙古一机一中为广大青

较差、社会支持度尚低、理念契合度

少年群体提供一个集多元化专业课程

在艺术教育方面，吴校长表示，

不高。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懂得和认

和全方位发展潜力的国际化学习舞台

一机一中艺术教育起步早、成绩优、

可学生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性，对国外

所应负有的责任。

影响大，且学校艺术教育始终坚持着

办学评价体系也并不了解；多数学校

内蒙古一机一中艺术教育国际化发

厚基础、宽专业、强能力、多方向的

也不能懂得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国际

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包头乃至内蒙古

教学特色。以上都足以证明内蒙古一

理解教育，不能构建起与国际理解教

自治区内的领头羊。且在本次中意国

机一中艺术教育基础良好，为学校开

育相匹配的教育新机制。

际教育高峰论坛上，获得了由国务院

展国际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

他表示，但尽管目前国内教育国际

教育督导办公室副主任林仕梁与意大

了坚强保障，对和泓钰学校一起联合

化存在缺点但优势也不可忽视。教育

利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共同颁

开办中意特色实验班具有其他院校不

国际化最大的优势是切合了时代的要

发的“中意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基地”

可比拟的优势。

求、学生的要求。随着全球一体化进

的荣誉称号，还成为意大利语等级考

吴校长还表示，内蒙古一机一中教

程的加快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国

试官方考点，乃是实至名归。泓钰学

育国际化历史悠久，自 2003 年开始，

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和密切。特

校愿与内蒙古一机一中一起为学生提

学校就被中国教育学会命名为“内蒙

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时代大背景下，

供更多元化的学习成长舞台，为国内

古外国语实验学校”，开启了学校外

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文化教育领域

艺术教育行业提供更好的国际化管理

国语教学实验工作。在 2009 年，学校

里国际交流的发展与突破，国际化人

经验，共同推进中国艺术教育的国际

还增挂了包头市外国语学校牌子，成

才的需求呈上升趋势，教育国际化能

化发展。

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的外国语学校。

为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能力提供更

厚植达德文化，培育多元人才
——内蒙古一机一中校长吴生强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于 11 月 9 日在哈尔滨隆重举行。内蒙古一机一中校长吴生强受邀出席并发
表主题为“厚植达德文化 培育多元人才”的讲话。他从内蒙古一机一中学校概况、教育国际化历程以及教育国际化再思考
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培养达德文化、培育多元人才的问题。
吴校长首先向在场嘉宾介绍了一机一中的基本学校概况，还通过列举 2015、2016 和 2017 年一机一中优秀毕业生的事例
来力证教学质量之高，学校之优秀。他还特意介绍了一机一中的文化理念，既以达德文化为统领，以“学达德彰”为校训，
积极培育“修身达德，志在天下”的校风精神以及“做最好的自己”的育人理念。

图：一机一中吴校长与罗马音乐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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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聚焦
高峰论坛，共享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成果

会议亮点 : 启动“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
“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介绍秉承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与中国习近平主席 2017 年会晤达成的推进“一
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文交流的共识，也为更好地实施中国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战略，自 2011 年起，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联合相关机构，共同实施针对中意两国艺术教育领域的人才交流计划。其中包括共同开展艺术预
备课程、名师走进中国、意大利知名学府游学等交流活动。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哈尔滨举办的“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成果丰硕，成绩喜人。近年来中意院校艺
术合作办学成果及成功经验，藉由此次论坛得以广泛推广。中意合作办学正向着质量提升、引领创新和聚焦优质的层次不
断深化，教育合作交流的机制与模式得到不断创新。
13 位中意高校领导做主题报告

“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拟定于 5 年内完成 1000 人次交流，主要交流对象为中意两国从事艺术教育的
广大教师、管理者和学者。通过评审并纳入本计划的交流人员，在交流期间产生的属于交流范围内的费用由意大利未来国
际教育协会承担。

媒体报道 :

18 位中意教育专家进行中意国际教育合作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
20 余所中意院校签署了校际框架合作协议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得到了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央广网、中国日报网、搜狐网、中国教育在线、

4 场中意国际教育未来展望说明
10 余所中意国际教育合作示范基地与意大利国立高校优秀生源基地

大江晚报、新晚报、艺术新闻网、中安在线网、包头新闻网、石家庄新闻等多个主流媒体与地方媒体的争相报道。另外，

2 所意大利语等级考试考点机构

扬州大学、宝鸡文理学院、内蒙古一机一中、安庆九一六中学、芜湖一中、江南实验中学等国内院校的官方网站也对本次

3 场意大利国立艺术名校教授现场教学观摩

论坛进行了相关报道。

1 场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中意合作成果展示晚会
1 场中、意美术家座谈会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取得众多成果，中意院校间领导专家分别就各自专业领域畅所欲言，共同
探究两国教育特色与优势，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在百忙中出席此次高峰论坛的中意政府领导，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的
重要意义，同时从当前国家政策高度肯定了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取得的累累硕果。

图说峰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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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分会场
意大利国立院校名师课堂

在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的“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意大利名校云集，不仅有中意教育专家进行中
意国际教育合作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还有意大利国立院校名师课堂精彩呈现。分会场分别由帕尔玛音乐学院、罗马音乐
学院、威尼斯美院的专业教授现场执教大师课，这三场颇受好评的纯正意式名师课堂，吸引了大批与会的中国院校领导和
教师前来观摩学习。

同时进行的音乐名师课堂还有由罗马音乐学院钢琴教授 Riccarda Marini 指导的器乐大师课。Marini 教授为大家讲解
钢琴理论、音乐艺术的诠释方法等乐理知识，特别就钢琴弹奏的指法、节拍及演奏技巧等进行现场指导，同时，也强调了
学好语言对于了解音乐背景知识的重要性。现场，他与中国教师一同探讨音乐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将意大利的音乐
艺术理念传授给中国教育工作者。

会议期间，由帕尔玛音乐学院副院长兼声乐教授 Maria Cristina Curti 倾情执教的声乐大师课备受关注。 Curti 教授

本次意大利名师课堂还特别邀请到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和版画教授 Paolo Fraternali 共同执教美术大

现场一对一指导中方院校声乐教师，从气息运用、发声技巧、艺术处理方式，以及意大利语发音等角度对演唱者进行全方

师课。他们不仅为中国美术教师传授了最为前沿的美术教学理念，并详细介绍威尼斯美院概况及专业设置情况等，还就版

位点评和指导。声情并茂的演绎，权威的专业解读，令在场的中国教师称赞不已。Curti 教授建议中国声乐学习者要充分

画等专业的内涵与象征及技巧等同在场嘉宾进行友好交流。Bruna 院长和 Paolo 教授纷纷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众多

了解意大利的文化，熟练掌握意大利语及视唱练耳等声乐技巧。

优秀的中国教育者一起探讨中意美术教育发展问题，对今后的教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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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
计划
Il Programma di scambio per l'educazione artistica

Sino － italiana è nato dopo la visita del

Presidente Mattarella del 2017 in Cina legata all’iniziativa “One Belt One Road”, iniziativa che fa da

Conclusione
Ovviamente ci auguriamo che il progetto sino-italiano 1000 scambi legato all’iniziativa One Belt One

sfondo ad un importante programma di scambi culturali portato avanti da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cinese.

Road possa rafforzare ulteriormente i rapporti di amicizia tra Italia e Cina promuovendo al contempo un

Proprio grazie alle opportunità legate a tale iniziativa,l’associazione Vista Educazione Internazionale ha

importante sviluppo in ambito educativo e culturale della Cina.

deciso di porsi come vera e propria piattaforma di scambio culturale e di talenti in ambito artistico tra
Italia e Cina.
Base del progetto
Nel 2009 il governo italiano ha lanciato il Progetto Turandot, rivolto soprattutto agli studenti cinesi
di arte e di musica. In questi anni grazie a tale progetto decine di migliaia di studenti cinesi hanno
avuto modo di accedere alle nostre accademie e ai nostri conservatori con ottimi risultati.
Il lavoro di supporto legatoal progetto Turandot svolto daVista Educazione Internazionale a partire dal
2011 è stato molto importante in quanto l’Associazione in questi anni ha organizzato corsi preparatori
per studenti in collaborazione con i migliori centri di formazione cinesi, scambi tra docenti cinesi
ed italiani, viaggi di studio ed altre attività che hanno persmesso agli studenti cinesi di imparare a
conoscere il nostro sistema educativo ed in generale le nostre eccellenze in campo artistico.
Sulla base di quanto fatto fino ad ora allo scopo di rinforzare ulteriormente la cooperazione tra Italia
e Cina nel campo dell’insegnamento dell’arte italiana la nostra associazione, in collaborazione con la
Hongyu School, le accademie italiane e dipartimenti di riferimento cinesi ed italiani, ha deciso di avviare
il cosiddetto progetto“1000scambi”
Tale progetto coinvolgerà docenti,studiosi di arte e manager italiani e cinesi. Lo scopo del progetto
sarà quello di organizzare circa 1000 tra scambi ed attività culturali di diverso genere nell’arco di 5
anni in modo da promuovere in maniera decisa ed efficiente lo sviluppo dell’insegnamento dell’arte in
Italia ed in Cina.
Tipo di scambi
1.scambi tra esperti di arte cinesi ed italiani, lezioni dei visiting professors.
2.corsi brevi tenuti da docenti cinesi ed italiani.
3.visite di manager cinesi ed italiani legati al mondo dell’arte.
4.Avvio di progetti di ricerca nell’ambito dell’educazione artistica che coinvolga ricercatori di
entrambi i paesi.
5.scambi tra docenti e studenti di arte, visita a mostre e partecipazioni ad eventi musicali.
Regole di partecipazione al progetto
Tutti coloro i quali vorranno partecipare a tale progetto dovranno essere persone raccomandate dai
dirigenti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italiana e cinese e dovranno essere esaminati da un gruppo di esperti

“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One belt One road,

Programma di scambio per l'educazione

artistica Sino － italiana），是秉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与中国主席习近平 2017 年会晤达成的推进“一带一路”框架
下人文交流的共识，也为更好实施中国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战略，由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联合
相关机构，共同实施的针对中意两国艺术教育领域的人才交流计划。
一、项目背景
意大利政府于 2009 年推出图兰朵计划，主要针对艺术和音乐的中国学生，为其提供在意大利艺术和音乐类院校学习的
机会的政府计划。自本计划实施以来，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子进入意大利著名艺术学府进修学习。为此意大利未来国际教
育协会，自 2011 年起开始与中国知名培训机构共同开展艺术预备课程、名师走进中国、意大利知名学府游学等活动，让众
多中国学子更早的了解意大利艺术教学体系，让更多的意大利艺术教授感知中国学子的优秀。
为进一步扩大中意两国艺术教育领域的合作，借本次论坛机会，正式启动“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
发起方：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
协办方：泓钰学校、意大利国立高校
支持方：中意两国政府相关部门
二、项目对象
本项目只针对中意两国从事艺术教育的广大教师、管理者和学者。项目先期拟定 5 年内完成 1000 人次交流，极大地促
进两国艺术教育的共同发展。
三、交流形式
1、中意两国艺术教育知名专家、教授互访讲学；
2、中意两国艺术教师短期游学交流；
3、中意两国艺术教育管理者短期互访、观摩；
4、中意两国艺术教育领域学者共同开展艺术教育专项课题研究；
5、中意两国艺术教育领域师生美术作品联展和音乐巡演。
四、项目申请
本项目所有申请人员须由中意两国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推荐，经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专家组评审通过后，正式纳入
本交流计划，并针对不同人员的不同需求，确定具体交流形式。
五、项目经费
纳入本交流计划人员，在交流期间属于交流范围内发生的费用由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承担。

scelti dall’Associazione che si occuperà di prendere una decisione circa il tipo di attività alla quale i
richiedenti potranno partecipare.
Costi

本计划得到了中意两国各级政府部门、使领馆的高度认可和支持。期待我们的“ ‘一带一路’中意艺术教育千人交流计划”
在进一步增进两国友谊的同时，能够推动两国的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蓬勃发展。

I costi relativi a tutte le attività di scambio saranno a carico dell’Associazione st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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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面向未来的中欧教育合作新境界
次、多领域的教育对话与合作带上
一个新的境界。李克强总理更是致
信祝贺“面对面、全方位的交流，
必将促进中国与欧盟各国的教育交
流与合作，耕耘中欧关系希望的田
野。”

可以看出，国家在政策上进一步鼓
励和扶持国内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同时通过与欧盟各国
在政策沟通上的加强进一步促进中外
合作办学，必将实现在更高的层次和
更新的领域提升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泓钰自建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发掘中

新境界。要加强政策沟通，推进人
东在中国—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开
才联合培养与合作办学。推动标准
幕式上，发表题为“共筑通向未来的
联通，推进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学
中欧教育合作之路”的主旨演讲。
分互认，逐步实现学位互授联授。
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表示：
推进语言互通，为中欧合作培养更
近年来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步入
多语言人才。促进民心相通，深化
全面提速新阶段。在中欧高级别人文
各领域合作，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交流对话机制下，教育政策对话深入
夯实民意和社会基础。
开展，学生交流规模不断扩大，为增
欧盟教育、文化、青年和体育
进中欧人民了解和友谊、深化中欧关
委员瑙夫劳契奇宣读了欧洲理事会
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的联名贺信并致辞。共有来自欧洲
34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高层代表、
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参加开幕
式。据悉，目前中国与欧盟国家签
刘延东国务院副总理指出：
署 80 多项双边教育合作协议，在
支撑国家发展，应对全球挑战， 欧盟成员国合作设立 131 所孔子学
人才是根本，教育是基础。中国将 院，学员 62 万多名，中欧在华合
坚持教育优先，提高教育质量，促 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达 574 个。
进教育公平，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作为在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
不断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她倡议， 话机制框架下首次召开的教育部长
双方应放眼长远，服务中欧关系大 会议，对于与会各国来说意义重大。
局，开辟面向未来的中欧教育合作 会议的成功召开势必会将各国深层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
大作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部分，
首先谈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37

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高素质教师队伍，倡导全社会尊师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重教。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乡义 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
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
部分选摘教育部新闻办
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
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健全学生
资助制度，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
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更多接受
高等教育。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兴
办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

欧教育交流合作的思路方式创新，成
功促成与意大利国立高校的艺术教育
合作，促进艺术教育向更高层次的国
际化方向发展；打造中外艺术办学交
流平台，提供给学生更多留学深造的
机会，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
当前，泓钰学校开拓创新艺术特色
教育国际化开放办学的新思路，更是
乘上了此次政策的东风；积极推动的
中意特色文化合作项目也切实地贯彻
了此次的会议精神，实现人才联合培
养与合作办学，深化了艺术教育领域
的合作，为莘莘学子去到世界级艺术
院校求学深造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泓钰愿与国外知名学府搭建合作桥
梁，并会为实现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
质教育资 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
质人才，提升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水平
而一直不懈努力。
部分选摘 新华社
2016.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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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优势学科
——摩德纳大学校长 Ferrari Sergio
了双学位等相关合作协议，特别是在

国学生有机会进入到这些世界名企实

目光不仅仅在于中意两国的教育合作

汽车工程、机械制造、有机化学、有

习及进行学术研究。他还提出了有机

与发展，未来峰会还将吸引更多欧美

机生物等摩德纳大学优势学科领域达

生物制药、有机生物化学等今年的重

国家的院校加入进来，共同探讨国际

成合作。另外，摩德纳大学英文授课

点学科交流项目，欢迎有意向的中国

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他希望中意国际

项目众多，包括车辆工程等机械类优

学生多关注摩德纳大学学校网站。

教育高峰论坛的规模越办越大，并建

势学科，他欢迎中国学生通过泓钰学

目前，摩德纳大学的这种校际合

议未来能够举办中意英三语大型峰会。

校搭建的预科项目平台，来到摩德纳

作形式已被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院校认

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

大学深造。

可，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院校正在开启

意大利名校云集，名家荟萃。以摩德

本次会议期间，摩德纳大学与宝鸡

校际合作交流。Ferrari 校长称，摩德

纳大学校长为代表的意大利教育工匠

文理学院达成了初步合作。会后，摩

纳大学非常重视中国学生在意大利的

对中国院校和学生所提出的建议和要

德纳大学校长 Sergio Ferrari 与泓钰

留学生活，还专门设立中国留学生服

求，将成为中方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重

学校校长 Andrea Burro 专程到宝鸡文

务办公室，更好地帮助中国学生解决

要指引，特别对我校未来国际教育方

理学院访问并进行合作洽谈。希望未

学科及学分等方面的问题。他强调，

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中意两

来有机会可实现院校互访，并就相关

摩德纳大学教学严谨，所有取得学位

国院校能够进一步扩大国际教育和文

专业领域的合作进行详细磋商。

的学生都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化人才。

化交流，努力发掘中意教育交流合作

这也正是今天举行本次国际高峰论坛

的新亮点，共同培养优势学科领域的

的意义所在。

国际化人才，为两国国际教育的合作

摩德纳大学与很多著名的机械、汽
车类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包括众所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路”教育共同体的问题。

在当前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大

知名企业。来到摩德纳大学学习的中

背景下，他相信，与会的各位人士的

开创美好未来。

纳大学的意大利语授课课程体系完善，

高峰论坛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哈尔

摩德纳大学创办于 1175 年，是意

相比较艺术类院校对语言和专业的要

滨隆重举行。论坛中，两国院校的领

大利最早建立的大学之一，不仅是意

求更高，这就要求学生需要把语言学

导和教育专家分别就各自专业领域畅

大利国内的一流大学，而且在国际上

得更加精炼，对专业的准备更加充分。

所欲言，共同探究两国教育特色与优

也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化综合型和

Ferrari 校 长 举 例 摩 德 纳 大 学 和

势，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摩德纳

研究型大学，文理学科师资力量强大。

重庆大学的师生互换学习交流活动，

大学校长 Ferrari Sergio 出席论坛并

Ferrari 校长指出，摩德纳大学非常重

表示希望能够和更多的中国院校达成

致辞，向与会嘉宾详细解读世界领先

视国际教育合作，作为校长，他特别

师生互换项目的合作。他提出院校间

优势学科。

重视国际院校间的教育交流，每年至

“N+N”的新的国际合作形式，即学生

Ferrari 校长首先对本届论坛的召

少五次来华与中国院校进行洽谈，包

在中国学习一定的时间，并且在摩德

开表示祝贺，对活动主办和承办单位

括在学位双认证、学科交换等一系列

纳大学学习一定的时间之后，获得双

表示感谢。他欣喜地回顾了去年受邀

学科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包括

学位。他鼓励中国学生既可以通过“马

参加在京举行的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

培养他们自己的老师学习中文。这些

可·波罗计划”也可以通过泓钰学校

高峰论坛的难忘历程，并主动提出参

老师可以用中文顺利地帮助中国留学

的文理预科项目来到摩德纳大学学习。

加本次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生解决一系列学习问题。

他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更多优质的

希望借此机会可以继续与大家探讨中

摩德纳大学的授课语言主要意大

大学和高中达成学术合作，目前摩德

意两国的文化交流以及构建“一带一

利语和英语。Ferrari 校长表示，摩德

纳大学已经成功和多所中国大学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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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教育合作的新模式

中国学子的音乐学习之路

——帕维亚音乐学院院长 Maurizio Preda

——罗马音乐学院教授 Riccarda Marini

11 月 9 日至 10 日， “一带一路”

这些词汇。

传达给学生。

近日，“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

流，即便如此，他们却对这个东方国
度充满了好奇。

并帮助学生有效改善不足。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

关 于 赴 意 求 学 的 中 国 学 生，

最后，Maurizio Preda 院长表示中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举办。

滨隆重举行。论坛期间，共 18 位中意

Maurizio Preda 院长还提出了一个中

意国际班和预科项目可以让中国学子

论坛期间，不仅有中意教育专家进行

随着当今社会交通和通讯的日渐

音乐学院，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

罗马音乐学院是意大利著名的国立

教育专家就中意教育交流与合作做精

国学生在意大利学习和生活的特别现

有更充分的准备，能培养出更优质的

中意国际教育合作学术交流与成果分

发达，两国音乐届人士通过频繁的交

经是世界音乐教育水平的标杆，这也

彩演讲。其中，帕维亚音乐学院院长

象——抱团。他表示，其实这种现象

生源，可以保障意大利艺术院校有更

享，还有意大利国立院校名师课堂精

流 和 互 动， 拉 近 距 离， 增 进 了 解。

意味着他们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Maurizio Preda 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

并不利于中国学生融入当地社会和提

长足的发展。中意双方应共同努力，

彩呈现。其中，罗马音乐学院钢琴教

Marini 教授认为，虽然语言不同，文

Marini 教授介绍了当前罗马音乐学院

《中意教育合作的新模式》的报告，

高语言水平。他希望，能够通过本次

培养出多有优秀的学生，让意大利教

授 Riccarda Marini 在本次论坛上发

化各异，但是音乐无国界，音乐艺术

的教学特色和教学水平，并指出目前

就如何把意大利语和意大利艺术学习

峰会借鉴现在已有的中意班、预科教

育造福于中国学子。

表了题为《中国学子的音乐学习之路》

可以增强各国人民的交流。正是由于

罗马音乐学院已有来自 42 个国家的学

有机结合，同在场嘉宾做了深入探讨。

学有语言和专业有机结合起来的方式，

本次高峰论坛上，帕维亚音乐学院

的精彩致辞，并在意大利知名音乐大

这些原因，这些年他多次来到中国访

生学习。尽管近年来欧洲经济对意大

随着“一带一路”中意教育交流与

让中国学子消除此现象的不利之处，

Maurizio Preda 院长充分肯定了泓钰

师课堂上倾情执教，让与会的国内教

问，希望了解中国学生是如何学习音

利的院校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学院传

合作的深入开展，中意两国人才联合

能更好的融入意大利环境，学习意大

学校和各中学合办的中意项目班在合

育界同仁体验了一场原汁原味的意式

乐的。

统的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关心，以及

培养成为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文化和知识。

作教学的教育模式在人才协作培养方

钢琴课堂。

他在肯定当前中国音乐学生现有成

教学热情是不变的。而且，学院一直

在此教育背景下，帕维亚音乐学院于

Maurizio Preda 院长还结合自身

面的优势作用。意大利各院校代表们

Marini 教授在致辞中首先转达了罗

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与意大利入

以来都非常重视与亚洲国家的院校的

六年前和北京泓钰学校展开合作，通

教学经验，为赴意学生学习提出了几

也纷纷发表见解，深层次、宽角度、

马音乐学院主席的问候，向本次论坛

学要求之间的差距和在入学准备方面

音乐教学交流。

过泓钰学校获得了一批批优质生源。

点建议。他强调，学习一门专业，不

多领域的探讨了在“一带一路”中外

的主办和承办单位表示感谢，希望借

的不足。Marini 教授表示，语言文化

对 于 当 前 中 国 学 生 的 专 业 学 习，

Maurizio Preda 院长在本次高峰论坛

仅要学习语言和专业知识，文化发源

教育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中意人才

此机会与中意两国教育专家进行学术

及演奏技巧方面的欠缺会影响到学生

Marini 教授并不担心，他更关心的是

上，提出了赴意学习的中国学生在国

地的文化和历史学习也是非常有必要

联合培养的方式方法，为中国学生求

对话与交流。随后，他回顾了自己学

在意大利的学习。这也正是今天中意

学生对语言的掌握情况。他认为泓钰

内进行学习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观点。

的。中意国际班和预科项目之所以变

学意大利出谋划策。在中意教育专家

生时代对中国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举办的意义所在，

学校的预科项目可以为中国学生提供

他说远赴意大利求学不仅需要熟练的

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就是因它能

们思想交流与碰撞下，继续深化中意

年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滞后，对

它为两国音乐艺术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同时，罗马音

意大利语生活词汇，还需要大师课的

够把简单的意大利语和专业知识、意

教育交流与合作。

于意大利人来讲，中国是个遥远而神

搭建了的平台。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

乐学院的专业教授可以来华执教专业

专业词汇，在国内学习能更好地掌握

大利的艺术史、文化等都能有机结合

秘的存在，更谈不上有音乐领域的交

也要有能力有责任去发现学生的问题，

课程，帮助中国学生提高视唱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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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谱等方面的能力，正如其他意大利

程中的教学经验。他表示，不论是通

深长的致辞博得了全场嘉宾的热烈掌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一带一路”

汇集的皇家美术学院”之称。自成立

的音乐学院一样。这些意大利的教授

过执教中国学生，还是通过与中国的

声，他不仅让我们体会到了一位意大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冰城

之日起，佛美就一直践行理论与实践

定中国学生在艺术基础方面的高水平。

来华执教时，会从一些基础教学着手，

音乐教师交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他

利名校教育工匠的情怀，也为中意两

哈尔滨成功举办。论坛期间，近二十

相并行的观念。Carmignani Marina 教

并且表示在升入意大利美术学院，学

教授包括与意大利教学相衔接的课程，

希望也非常愿意与大家共同努力，帮

国艺术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位意大利国立大学知名教授受邀参

授表示理论是意大利艺术文明乃至世

生不仅要对技艺方面进行深造，同时

从而有效帮助中国学生成功通过意大

助中国学生成功考入意大利院校深造。

并树立了榜样。希望，中意两国院校

加， 并 就 中 意 教 育 合 作 发 展 发 表 意

界艺术文明重要的支柱所在，理论的

也要时刻关注当今社会变化、让自身

能够进一步扩大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

见。其中，佛罗伦萨美院艺术系主任

学习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非常重

观念与当代艺术观念相并行。她说，

利入学考试。

最后，Marini 教授用一句话表达了

Carmignani Marina 教授还高度肯

Marini 教授还饶有兴致地指出在本

对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的美好愿景：音

在培养中国音乐学子成功赴意升学这

Carmignani Marina 教授就意大利艺术

要的一部分，学好语言能更好地了解

每个意大利美院都有自己传统的优势

次论坛大师课执教期间，一些中国教

乐是联系世界各族人民的最好的艺术

条道路上，充分发掘中意教育交流合

发展同在场教育人士进行交流。

理论文化并汲取它的精髓。

专业，都会积极探索该专业与当代艺

师向他提出的关于教学的问题，他欣

形式之一，哪里的音乐艺术形式越多，

作的新亮点，为两国国际教育的合作

然解答并乐于分享他在意大利教学过

哪里的战争就越少。Marini 教授意味

开创美好未来。

品味欧洲韵味 了解意国艺术
——佛罗伦萨美院教授
Carmignani M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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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时代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的

随后，Carmignani Marina 教授把

向往，艺术成为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

艺术形成的基本点向在场嘉宾进行了

术观念想吻合。她要求学生迈开脚步、

的事物，学习艺术的学生也由此增多。

介绍。一是模仿，模仿是直面以往大

Carmignani Marina 教授还表示，

佛罗伦萨美院作为世界上第一所也是

师的最佳方法，也是挑战自我的一种

她希望不仅学生之间，教授之间也进

排在世界前列的美院，自然受到中国

方式；二是关于美的广泛讨论，基于

行互访和交流，在教育教学方式上得

学子的青睐。此次作为佛罗伦萨美院

美的观点设计模型；三是设计的使用

到启发和帮助。

代表参加论坛，Carmignani Marina 教

价值；四是几何与科学的关系；五是

授感到非常荣幸，她向在场嘉宾介绍

色彩理论的研究。

打开思维。

作为一名艺术家，毫无疑问应该从
技术层面解放出来，不应该只注视画

了意大利艺术教育的历史，并表示，

对于当前中国学生的语言和专业学

布，而是应该仰望星空，以一种开放

意大利艺术教育起源于 16 世纪。佛罗

习，Carmignani Marina 教授表示通过

的精神去吸纳各种先进的艺术观点，

伦萨美院作为一所老牌名校，是意大

她最近几年在泓钰学校执教的经验来

用以去阐释对世界的认识和感知。这

利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世界艺术发展

看，泓钰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式已经弥

正 是 Carmignani Marina 教 授 在 论 坛

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佛罗伦萨这座城

补了学生语言和专业的不足，他们在

提出的自身艺术观念应与世界艺术观

市方方面面的亲历者。

赴意大利留学之前，已经有了非常好

念相并行的观点。泓钰学校将继续加

佛罗伦萨美院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产

的专业和语言的准备。并且在泓钰学

深与佛罗伦萨美院的交流与合作，积

物，也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巨大影

校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已经提前和佛

极引进更为先进的艺术教育理念，积

响，因对世界美术界，世界美术教育

美的教授接触，学习到了更专业的专

极发掘学生学习语言的潜力，用各种

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所以有“世

业知识，以及了解了当代艺术领域内

教学方式打开学生思维，帮助他们成

界美术最高学府”和“写实主义大师

发生的最新鲜的事情。

功前去意大利深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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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希望去意大利求学的中国音乐学子的一些建议
——帕尔玛音乐学院副院长 Maria Cristina Curti

视觉传达的原动性力量
——威尼斯美院教授 Paolo Fraternali

中国学生学习预科准备课程很重要。
更充分的准备，只为更好地收获。
就声乐专业而言，她要求学生了解意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
育 高 峰 论 坛 语 11 月 9 日 和 10 日 在

探索各种技术的版画艺术方式，当代

授 每 年 都 会 多 次 来 泓 钰 学 校 执 教。

大利的文化，熟练掌握意大利语及视

可持续性艺术和材料的应用。

帮助泓钰预科学子完善版画专业技

唱练耳等声乐技巧。视唱练耳专业技

哈 尔 滨 隆 重 召 开。 威 尼 斯 美 院 院 长

论坛上，Paolo Fraternali 教授还

巧、 更 新 艺 术 理 念。 这 次，Paolo

能仅靠学生自学是不够的，需要专业

Giuseppe La Bruna 教 授 与 版 画 教 授

和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Fraternali 教授参加“一带一路”第

老师指导。她不赞同短时间的突击准

Paolo Fraternali 一同出席。其中，

教授特意为在场嘉宾上了一堂生动的

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弘扬版

备，她希望看到的是做好充分准备的

Paolo Fraternali 受邀做现场报告，

大师课。将最前沿的艺术教育理念传

画艺术，将版画艺术理念传达给更多

学生，充满自信地通过考试。

就所授版画的内涵与象征同在场嘉宾

达给中国教育者，并与在场教师共同

的中国教育者，是中国艺术学子之福。

Curti 教授提出当前中意两国艺术

进行交流。

探讨了中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

泓钰学校也愿意将 Paolo Fraternali

教学合作方式的多样性，不只是意大

Paolo Fraternali 教授首先感谢论

问题以及解决方式。他还表示能有幸

教授所传达的艺术意义传递给更多中

利教授来华执教学生，还包括两国院

坛主办和协办方，尤其是感谢承办方

与这么多优秀的中国教育者一起探讨

国学子，帮助他们前去意大利国立高

校的师生互换交流，以及中国教师的

泓钰学校给他这次作报告的机会，给

教育问题，对他以后执教中国学子有

校学习深造。

进修等提升类课程和大师班等。她介

予了他这次向中国教育者宣传版画艺

重要的指导作用。

术的机会。他说，自威尼斯美院与泓

自泓钰学校和威尼斯美院达成合

钰学校合作以来，他每年都会多次来

作交流之日起，Paolo Fraternali 教

绍，帕尔玛音乐学院不仅拥有良好的
学习环境，还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艺
术平台。每年帕尔玛音乐学院都会联

泓钰学校执教。他特别感谢威尼斯美

近 期 举 行 的“ 一 带 一 路” 第 九 届

Curti 教授表示很高兴又一次代表

院和泓钰学校的合作，使他们有机会

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期间，不仅有

帕尔玛音乐学院参加中意国际教育高

帮助学生在音乐艺术的熏陶中通过实

利用更多的资源，来帮助发掘学生在

中意教育专家进行中意国际教育合作

峰论坛，在致辞中她首先转达了帕尔

践提升专业素质，汲取营养。帕尔玛

艺术方面的潜力，通过“手工”的艺

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还有意大利国

玛音乐学院院长的问候，并向本次论

音乐学院在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毕

术操作。

立院校名师课堂精彩呈现。其中，帕

坛的主办和承办单位表示感谢。随后，

业生的实习工作机会多，各大剧院都

Paolo Fraternali 教授认为，视觉

尔玛音乐学院副院长 Maria Cristina

她结合中国学生在帕尔玛音乐学院的

会来到这里寻求独特的声音。

艺术和国家文化、地理文化都有着不

Curti 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给希望去

学习情况，为中国音乐学子提出一些

最后，她通过展示一位中国优秀学

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讲版画之前

意大利求学的中国音乐学子的一些建

建议，来帮助他们更加顺利地进入学

子和一位韩国优秀学子合作登上了意

他介绍了威尼斯这座城市，他表示威

议》的精彩致辞，并在意大利知名音

院深造。

大利国际音乐舞台的成功案例，来表

尼斯是人类所创造的城市中“美的代

乐大师课堂上倾情执教。纯正意式声

闻名世界的帕尔玛音乐学院近年来

达她对中国学子寄予的希望。她希望

表”，天然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艺术“自

乐大师课，吸引了大批与会的中国院

越发受到全球音乐学子的青睐。现场，

那些想要去意大利求学的中国学子们

由”的特征，是一个多功能性综合区域。

校领导和教师前来观摩。

Curti 教授通过一些图片和数据，向与

努力学习，做好去意大利求学前的充

会嘉宾详细介绍了学院的教学环境及

足准备，她将在意大利迎接大家的到
来。

随 后，Paolo Fraternali 教 授 就

帕尔玛音乐学院副院长、声乐教授，

合各大剧院组织举办丰富的演出活动，

版画专业与在场嘉宾做了深入探讨。

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作曲家，从歌

留学生情况。她表示，帕尔玛音乐学

他表示，在艺术领域，版画被认为是

剧到室内乐，从巴洛克到二十世纪早

院也希望在华执教期间能够发现更多

视觉传媒的原动性力量。威尼斯美院

期的音乐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深

优秀学子。

版画专业是以培养能够通过版画的形

受意大利音乐领域名家盛赞。她经常

她强调，帕尔玛音乐学院对语言和

大利学习前的各种准备，同时也让我

式，传达有效交流和当今社会时代及

受邀出席众多剧院进行演出。在意大

专业的入学要求都很严格，语言和文

们感受到了意方院校在与中方院校合

文化背景的学生。通过多种教学方式，

利重要节日的演出中，她经常担任表

化的学习尤为重要。中国学生的声乐、

作教学过程中的真诚。帕尔玛音乐学

让学生能够把自身经验和想法，通过

演嘉宾，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表演

器乐专业功底普遍较其他国家学生扎

院与泓钰学校的合作，为中国音乐学

所学技艺做多种尝试。并且他还表示，

不同时期的古典音乐。她出版的个人

实，他们所欠缺的是去意大利之前的

子打开了一扇通往意大利音乐殿堂的

威尼斯美院现在特别致力于对环境低

音乐作品首张大碟，曾引起了当地乐

准备工作，比如声乐专业的视唱练耳、

大门，使更多国内优秀学子跻身音乐

影响度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并且正在

坛的轰动。

意大利语语言的充分准备等。因此，

大师之列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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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音乐交流是国际音乐发展的必经之路

意大利版画艺术的现代意义

——卡利亚里音乐学院主席 Giovanni Floris

——卡拉布里亚美院教授 Francesco Scialò

11 月 9 日至 10 日，卡利亚里音乐

即通过泓钰学校这个桥梁与中国国内

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平台，他希望可以

近日，卡拉布里亚美院版画雕刻教

着重向嘉宾们介绍了意大利美院的主

各类行业不断发展的今天，图像领域

学院主席 Giovanni Floris 在出席“一

优质大学和高中进行学术领域的合作，

和更多中国优质大学和高中达成合作。

授 Francesco Scialò 出席了“一带一

要教学内容，他说主要是利用高效的

人士有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他还说，

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正如本次会上他与中国几所优质大学

Floris 主席表示，卡利亚里音乐学

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学习方法和具备前人智慧的艺术工具，

版画学习之路要从学生开始，一步一

坛时，发表了题为《中意音乐交流是

和高中签署校际合作协议；学院将与

院非常重视与中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合

并就所授版画领域发表了主题为《意

帮助艺术学子们可以在不同的艺术领

步，直到做到艺术大师也依然不要停

国际音乐发展的必经之路》的致辞，

泓钰学校共同举办专业大师课交流和

作，并希望通过“3+1”等联合办学项目，

大利版画艺术的现代意义》的报告，

域进行学习，创作，研究，并且通过

止脚步。

并代表学院与多所中方院校签署了相

实践活动，把意大利音乐教学资源分

给中国学生带来纯正的意大利音乐教

同在场嘉宾探讨了版画在现代生活中

当代的技术来创造出更多富有表现力

Francesco Scialò 教授在论坛上就

关合作协议，中意院校艺术合作办学

享给更多中国院校和学子。

学，以弥补中国音乐教学领域的不足，

的重要意义。

的艺术语言，提供给学生走在艺术之

意大利版画含义、前景、学习等多方

路前端的更具有国际化的专业知识。

面同与会嘉宾进行深刻讨论，让中国

成果及成功经验得以持续推广。

他深知，与中国的教育合作办学成

作为百年老校，卡利亚里音乐学院

果对于卡利亚里音乐学院国际化办学

的办学目标一直致力于国际教育，立

的重要性，也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学生

足意大利，放眼全世界。在致辞中，
Floris 主席首先介绍了卡利亚里音乐

并提升中国音乐学生的专业水平和音
乐素养。

论坛上，Francesco Scialò 教授首
先就版画艺术对在场嘉宾进行讲解，

他还非常感谢泓钰学校开展的中意

教育者对版画这个纯艺专业有了更深

发言即将结束，Floris 主席代表卡

他表示，版画作为艺术的组成部分之

预科班和艺术预科项目，他说，通过

切的认识，对意大利艺术教育模式也

离开家乡远赴意大利求学的不易。因

利亚里音乐学院院长及主席本人、代

一，现在已经成为纯艺之中的主流类

他多年在泓钰学校执教的经验来看，

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泓钰学校将会继

此，卡利亚里音乐学院不仅要保障好

表意大利撒丁岛市向本次中意国际教

艺术。版画技术随着时间而日益变化，

这些学生在去意大利学习之前就有了

续携手意大利国立高校，引进更多意

学院的办学历史、特色、规模、教学

教学工作，而且对中国学生在意大利

育高峰论坛的举办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例如在技术方面，已经从原始雕刻技

扎实的意大利语言和专业基础，他们

大利优质教学资源，进一步加强中意

设施和环境等情况，并指出学院还专

学习前后的各方面服务也要做到最好。

感谢两国院校为中意国际教育交流与

术过渡到高精度技术装置来雕刻图形；

在升入意大利高校之后的学习相对来

教育教学交流互动，为培养更多优秀

门针对中国学生制定相关教育方针，

他感谢泓钰学校为两国院校音乐教育

合作所做的贡献，感谢“新丝绸之路”

而在价值方面，现在版画已经被越来

说比较轻松。

的艺术学子而不懈奋斗。

战略。他亲切地向与会嘉宾用非常标

越多的人所收藏。

准的汉语说了声“谢谢大家！”全场
嘉宾报以热烈的掌声。

最后，Francesco Scialò 教授说在

Francesco Scialò 教授认为，现代
版画艺术就是现代艺术与古老技术的

Floris 主席的致辞不仅让我们体会

碰撞，是通过当代语言完美表达出来

到了意大利国立音乐院校办学理念的

的一种原创艺术作品。他还说，绘画

高瞻远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意方院

和雕刻是两个对艺术世界非常富有表

校在与中方院校合作教学过程中的真

现力且联系紧密的实践类艺术，构思

诚，同时也为中意两国院校的交流与

设计是绘画、雕塑、建筑或版画等一

合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并树立了榜样。

切艺术的框架起源。

希望，两国院校能够进一步扩大国际

关于版画的发展空间，Francesco

教育和文化交流，在培养中国音乐学

Scialò 教授则表示是巨大的。在现代

子成功赴意升学这条道路上，充分发

社会中，几乎处处都需要用到图形，

掘中意教育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为两

通过图形技术技能和视觉艺术知识相

国国际教育的合作开创美好未来。

结合，能够把图形所含观念直观表达
出来。他还说，版画有一种与生俱来
的创新精神，其理念是通过创新的想
法和现代的技术完美的塑造图形，达
到双赢。
演 讲 中 Francesco Scialò 教 授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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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学位或多学位的高等教育联合培养计划

人的基础上，去寻找新的艺术发展方

——佩鲁贾大学校长 Fabrizio Figorilli

常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和泓钰学校

向。他说，佩鲁贾美院现在就一直在
做这件事情，而且佩鲁贾美院现在非
的合作。正因为与泓钰学校有了良好
的合作交流，才会让佩鲁贾美院每年
都拥有一批语言与艺术基础都扎实的

近 日，“ 一 带 一 路” 第 九 届 中 意

优秀学子。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举

De Albentiis Emidio Domenico 教

行。意大利佩鲁贾大学校长 Fabrizio

授的演讲，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了佩

Figorilli 受邀出席，并发表题为“双

鲁贾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也让我们

学位或多学位的高等教育联合培养计

对佩鲁贾美院这所有着古老文明的学

划”的主题报告。
论坛上，Fabrizio Figorilli 校长
首先表示，促进欧洲高等教育，尤其
是课程开发，机构间合作，流动计划

的图书馆，还有拥有许多闻名世界绘

论 坛 上，De Albentiis Emidio

校有了全新的认识。泓钰学校将会继

画雕塑作品的博物馆，这些资源都是

Domenico 教授还表示，在教育学生学

续同佩鲁贾美院深化合作，帮助更多

随时向学生开放的。

习方面，要新旧知识相结合，要在前

学子前去学习深造。

和综合学习，培训和研究方案方面是
非常有必要的，通过不同国家的教育

新旧观念相融合的音乐教育

机构合作而获得公认的联合学位现在
也是教育发展大趋势，意大利现在正

——米兰音乐学院教授 Rosalba Montrucchio

在积极推进与国外大学进行联合颁发
学位。
关于双学位、多学位以及联合学位

以上高等学校颁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

鲁贾大学现在已经实施了双学位所需

的具体区别，Fabrizio Figorilli 校

的国家学历 ; 联合学位是由至少两个

要的各种程序，已经与世界上很多不

长则表示，联合课程是由两所或两所

组织联合项目的高等学校颁发的单一

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大学实施了不同项

以上的高等学校组织的课程，而双学

文凭：具有法律价值的联合学位必须

目的双学位课程。

位，多学位或联合学位是指最终授予

始终与国家学位相当。

的知识和教学内容，激励学生产生学
习音乐的乐趣。
最 后，Rosalba Montrucchio 教 授
表示，米兰音乐学院正在积极参与国

最后，Fabrizio Figorilli 校长表

的与联合课程有关的学位。实际上，

随后，Fabrizio Figorilli 校长从

示非常感谢这次泓钰学校承办的教育

联合课程不授予双学位 / 多个或联合

设计综合课程、综合课程的质量指标、

论坛，能够让他在这里宣扬意大利教

学位。 双 / 多学位相当于两个或两个

联合学习课程等几个重要方面向在场

育，并且向意大利输送了大量优质生

教育嘉宾做了详细解读，并表示，佩

源。

际合作，目的是让艺术在国际上起到
良好的交流作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和谐发展，并且表示音乐文化无
国界之分。他特别看重与泓钰学校的
合作，认为正是因为泓钰学校，意大
利音乐才受到更多中国学子的认可，
才产生了一批批优秀的音乐学子。

佩鲁贾的艺术之旅

Rosalba Montrucchio 教授的报告

——佩鲁贾美院教授 De Albentiis Emidio Domenico
近日，“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

纪时期建筑风格的城市，整个城市艺

他还说，意大利文化最想要传达给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举行。

术氛围都很浓厚。佩鲁贾美院作为世

学生的是用学习氛围来感染学生，让

意大利佩鲁贾美院教授 De Albentiis

界上第二古老的美术院校，其建筑风

他们通过参观佩鲁贾美术馆以及众多

Emidio Domenico 受邀出席，并发表题

格、文化积淀都有着其他美院不可比

美术成果、建筑等等，融入意大利的

为“意大利艺术之旅”的主题报告。

拟的优势。他通过介绍佩鲁贾美院创

学习生活之中，深刻理解艺术与建筑。

De Albentiis Emidio Domenico 教

始人佩鲁贾皮耶罗 • 瓦努奇的画作，

随后，他通过举例佩鲁贾美院通道，

授首先介绍了佩鲁贾这座有着悠久历

让在场教育嘉宾体会佩鲁贾浓厚的文

来形容学生如何融入到艺术之中。并

史的城市。他说，佩鲁贾有众多中世

化历史。

表示，在佩鲁贾美院不仅有藏书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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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一 带 一 路 ” 第 九 届 中

教育，原因在于它一直在与世界众多

很透彻的向我们介绍了米兰音乐学院，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成功

音乐院校交流与合作，并且在关注音

以及米兰音乐学院在国际交流合作方

举 行。 米 兰 音 乐 学 院 教 授 Rosalba

乐世界新需求新变化的同时也不忘将

面以及培养优秀音乐学生方面的决心。

Montrucchio 受邀出席，并就米兰音乐

新旧音乐观念相结合。

在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意

学院的相关情况同现场嘉宾做了报告。

随 后，Rosalba Montrucchio 教 授

大利各高校教授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

米兰音乐学校是意大利米兰的最重

通过一系列数据表明米兰音乐学院在

见，以专业教育眼光审视中意教育交

要的音乐学府之一，培育出了无数优

音乐教育方面所做的探索。并表示米

流与合作，以专业知识帮助更多中国

秀的音乐家。Rosalba Montrucchio 教

兰音乐学院的教育目标有两个，一是

学子接触更前沿的意大利教育，为中

授表示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是一所集

结合新时代需求将文化传统发扬下去；

意教育联合人才培养建言献策，必将

多种音乐专业于一体的高等音乐学府。

二是开放合作，帮助学生学习音乐。

推动中意教育向着更高更深更健康的

并表示，米兰音乐学院现在仍然保持

他还说再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合作时，

方向发展。

着教育高该学院的保持训练高水平的

一定要采取公平公正的原则，传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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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育国际化 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做起
——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钰学校对艺术学生做基础方面专业的

拓展，特别是和泓钰学校的合作。同

高峰论坛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哈尔

评估以及挑选有意愿的优秀学子帮助

时他还计划把威尼斯建筑大学、威尼

滨隆重举行。中意两国教育专家分别

他们到意大利完成艺术学习。

斯大学、威尼斯美术学院以及威尼斯

就教育交流与合作发表意见。其中，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还表示，

音乐学院联合在一起，组建一个智囊

威 尼 斯 美 院 院 长 Giuseppe La Bruna

他至少到访过 25 个中国城市，访问过

教授出席论坛并发表《艺术教育国际

多所中国高中、美院和大学，并且他

关 于 中 国 艺 术 基 础 教 育 方 面，

化 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做起》的致辞，

还一直在学习中国的哲学。对于此次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通过多次对中

同与会嘉宾详细解读艺术教育国际化

能够来论坛现场，为中意教育交流与

国院校的交流与访问，发现中国在艺

的未来之路。

发展发表意见，他感觉非常荣幸。

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方面的基础工

团来推进与国外院校的合作。

论坛上，Giuseppe La Bruna 院长

威 尼 斯 美 术 学 院 是 一 所 拥 有 260

作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也提出，尽管

首先对活动主办和承办方表示衷心的

多年历史的世界著名老牌美院，是世

基础艺术教育和培训非常重要，但不

感谢，他特别提出对泓钰学校表示由

界美院排名前十、是意大利高等文化

能仅仅停留在技巧这一方面。要让学

衷的赞赏，因为威尼斯美院与中国的

与 艺 术 教 育 领 域 的 最 高 学 府 之 一。

生在学好基础教育的同时，以技艺和

合作就开始于六年前与泓钰学校的合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指出，威尼斯

技巧作为工具，通过作品表达自己自

作。每年，威尼斯美院教授都会来泓

美院非常注重国际合作与对外关系的

由的灵魂和特性，最大程度地发掘自

图：威尼斯美院院长亲临选拔优秀学子

己的本性。

艺术与经济相辅相成，以及中国学子

在论坛上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

在他们的艺术作品背后也有非常高的

应该扩大眼界和思维、理论与内涵并

还特别提出了，艺术与经济之间其实

价值和深远的社会意义，中国现在已

重的观点，对泓钰学校未来国际艺术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艺术市场投资的

经重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的热情。

教育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泓钰学校

繁荣也是社会和国家经济繁荣的侧面

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

将会继续携手威尼斯美院，积极推进

表现的观点。他说，通过他对中意两

他希望，中意两国能够乘着它的东风，

中意两国院校教育交流合作，发掘更

国艺术与经济之间的观察，当今社会

去挖掘更多的具有艺术潜力的学生。

多具有艺术潜力的中国学子，引进先

人们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更加注重的是

在艺术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他衷心希

进艺术教育理念，以培养更多具有国

外表使人能够震惊，能产生惊艳的效

望中国学子能够理论与实践相并重，

际视野的学生而努力奋斗。

果，而不是注重艺术品本身内涵。现

打开眼界和思维，不仅把自己看成一

在特别需要有能力有眼光能去辨别作

个中国人，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地球

品的真正艺术家，意大利作为一个艺

人，打破对艺术自由发展的思维局限。

术氛围浓厚并且有着悠久艺术历史的

在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

国家，艺术人才辈出。

51

们非常卓越和扎实的技艺水平，同时

中意两国教育名家讨论交流，以思想

他还表示，这些年他所接触到的中

和观点丰富论坛内涵。其中，威尼斯

国的艺术家，不仅反映了中国艺术家

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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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成果文艺汇演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
罗马帝国、文艺复兴讲述着意大利悠久的历史与文明。水城威尼斯，时尚之都米兰展示着意大利今日的美景与发展。正
如长城与瓷器象征着中国，正如活力与才艺代表着青年。11 月 9 日，中意两国 500 余位教育界领导专家齐聚一堂，交流展示，
隆重举行“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期间，哈工大附中师生为与会嘉宾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精彩绝伦
的文艺汇演，哈工大附中师生的精神风貌和艺术气质给全体与会者带来了美的享受。

六部争辉

哈工大附中传统文化展示：《动静之间》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瑰宝，数不胜数。每一份瑰宝，都融注了先人的智慧、祖辈的教诲。这些瑰宝，可以定格在舞台上，
也可以渗透在生活中，亦动亦静，刚柔相济。每一次沉浸在其中，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

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高朋满座，名校云集。这是一次教育人的盛典，更是中意国际教育的未来展望。哈工大附
中像一个绚烂芬芳的教育花园，设置了色彩纷呈的特长部，锐意进取的创新部，沟通中外的国际部，激流勇进的贯通部等。
在双语部，你能感受语言的碰撞；在项目部，你能看到名校之梦，近在眼前。

歌剧咏叹调《我听见一个美妙的
歌声》是罗西尼创作的喜歌剧《塞维
利亚理发师》中的经典唱段。它以诙
谐幽默的音乐特征塑造了女主角罗
西娜机智、俏皮、勇敢的鲜活形象。
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哈工大附中学生为在场嘉宾表演了日常体育锻炼的传统项目之一，
太极拳。舞台背景屏幕上展示的是哈工大附中运动会开幕式上由高二全体学生呈现的“千人太极拳表演”，场面震撼，气
势磅礴。

哈工大附中老师：《我听见一个美妙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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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一切

艺术为脊 共育栋梁

都定格在海陆的尽头，那永恒的时空里
等待我们去再次开启

你带着阿尔卑斯山南面的奇迹
来追寻汉唐雄风留下的诗行

一带一路 再度启航

我沿着班超曾经的足迹
为佛罗伦萨带去茉莉的芬芳

在驼队消失的漠北

“东洛阳西罗马”的盛世华章

让我们再次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途

将重现在你来我往，肝胆相照的路上

用笔直的铁轨，标记新时代无与伦比的时速

“手相牵心相通”的迫切渴望

在风帆远逝的汪洋

将催生互学互鉴、互信互利的时代风尚

让我们重新画出一道乘风破浪的圆弧

驼队载去的思想与文化

塑料等各类废品进行设计、制作完成的。这场创新、环保、时尚的艺术盛宴，目的在于唤醒人类的环境意识，传播环保与

用长鸣的汽笛，宣告大中华海纳百川的气度

需要世世代代的传递与弘扬

艺术的正能量。

薪火相传，千帆竞渡

宝船送来的精神与理想

在祖先的地图上，重寻我梦中的西域，你传说里的东土

需要祖祖辈辈的维系与开创

海陆统筹，心手相通

那些青春的眼眸

在亚欧的板块上，拉开共承历史，共创未来的序幕

就是能够照进未来、穿越时空的目光

让我们相逢于旧日的丝路

那些年轻的心房

把使者相望，商旅不绝的过往，共同回顾

就是准备担负使命、持续发展的力量

让我们相约于今日的征途

今天，高朋满座，少长咸集

把东西互济、文明互鉴的故事，动情讲述

为艺术丝绸之路开辟新航向

讲讲都灵时装周的 T 台上

今天，集思广益，共商大计

丝绸的轻柔，配合拉斐尔的秀美

让教育丝绸之路绽放新光芒

如何惊艳全场、夺人眼目

当牡丹亭遇到图兰朵，“良辰美景”遇到“我的太阳”

讲讲北京高峰论坛的圆桌旁

中意艺术交流，将为缪斯女神再添新装

用不同的文字，相同的思路

当孔丘孟轲遇到蒙台梭利，“有教无类”遇到“自由独立”

重绘世界经济、文化的版图

中意教育共建，将为唤醒灵魂竭力倾囊

这是一条神奇的路

仰望星空，聚焦北极星所在的地方

它传输着智慧，流动着财富

道阻且长，信念坚定的人才能远渡重洋

这是一条崭新的路

同舟互济，共育栋梁

它不是用以分割的界限，而是相向而行的通途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它让只懂竞争的头脑明白

让我们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

只有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心

怀着复兴的热望，插上腾飞的翅膀

才是一条永无疆界、千秋万代的天路

共赴征程，共筑梦想，共创辉煌！

图：意大利项目实验班时装表演：“环保、时尚、创新”

环保与创新都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当它们与时尚相碰撞，会激发出怎样的火花呢？舞台上的表演服装是在哈工
大附中高中特长部专业教学主任、意大利项目实验班的美术教师指导下，由特长部的教师和学生在课余时间利用回收的纸张、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与沙漠，开辟出联通亚非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不仅打开了各国
友好交往的新窗口，还书写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今天，我们跨越了千年来倾听这场由不同文明共同演绎的交响
盛会，一起重回这文明之旅。
哈工大附中的学子们极具个人魅力的精彩演绎带来了专业性极强、形式多样的表演，一展自信与风采。两国学生同台演
出碰撞出艺术的魅力火花。精彩纷呈的节目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艺术的交流永不停息，中意两国拥有同样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中意人民拥有相同的沟通与发展的
愿望。愿两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愿中意教育持续发展、友谊长存。

诗歌朗诵
嵌进朝堂上锦衣的冠带，昭示着我的威仪

凝眸历史 梦回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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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关外，洛阳古驿

驼铃声声，踏碎荒漠的沉寂

蔡伦纸印刷的经文，记录着天主的“爱人如己”

咸阳古道，我等到一匹老马的蹄音

地中海畔，罗马故地

那是张骞 “凿空西域”之旅的历史记忆

青花瓷艳丽的釉色，晕染着东方的礼乐信义

是马可波罗耳闻目睹的中国奇迹

汉唐使节的壮举

风帆满满，划开大海的衣襟

宋元商贾的承继

泉州港湾，我等到一封远洋的讯息

那是先人们用脚步丈量的土地

那里记录着哥伦布启航时最初的梦想之地

战马和长矛到达不了的疆域，只留给驼队和善意

那里铭刻着郑和率万人下西洋的丰功伟绩

阿拉伯人的精明

于是，细沙，载去我流光溢彩的天丝

冒险家们的勇毅

变作舞会上翩翩的裙摆，衬托着你的美丽

那是东西方借季风书写的传奇

于是，惊涛，送来你灿若星辰的玉石

坚船和利炮征服不了的民族，更珍视宝船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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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论坛
回顾
第七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暨重点课题意大利艺术留学定向班论坛

由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主办、意
大利国立高等院校和泓钰学校承办的第八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京隆重举行。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圆满闭幕

意大利政府高层领导、中方教育部领导、
意大利教育部领导、意大利驻华使领馆领

——教育部中国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

导、意大利国立高校领导、国内高校领导、
国内中学领导以及泓钰学校领导等 200 余
人出席了此次高峰论坛，会议现场进行中
意国际合作高峰对话，以不同的视角全
面审视创新与共赢带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第九届中

方式方法，为中意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探索思路和实现路
径。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共同就
中意教育如何融合与创新，深度交流、智
慧碰撞。以泓钰中意特色课程项目为代表
的中意合作办学成果展示，推广了试点院
校的成功经验。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与嘉宾
做客泓钰北京总校，现场参观办学成果，
欣赏同学们精彩的专业表演，展示出中方
院校在推动中国教育国际化向更高的层次
和更新的领域发展中所做的不懈努力。
每一届峰会的圆满举行，为中意院校
提供了展示机会和交流平台，对于中方院
校的教育国际化将是极大的助力。对于未
来进一步的合作，与会各界更是满怀信心，
充满期待。相信通过中意双方的强强联合，
共同努力，能更多地创设适合学生发展的
特色项目，实现两国间文化教育的互动与
协作，在国际教育领域达成“分享、创新、
合作、共赢”的共识。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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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盛会。

这或许就如同中意两国，一个拥有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于 11 月 10 日下

佟主任在致辞中提到，做为本次论

五千年悠久历史和璀璨文化，一个拥

午在哈尔滨胜利闭幕。教育部中国教

坛主办方的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国

有浓厚艺术气息和巨匠风采。在“古

师科研专项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

际教育专业委员会和承办方的哈尔滨

丝绸之路”上，丝绸、茶叶、陶瓷是

代表主办方总结了两天来会议取得的

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远景国际教育

两国交往的纽带，在新时代“一带一路”

各项成果，并宣布“一带一路”第九

集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

背景下，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一定会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正式闭幕，

“分享、创新、合作、共赢”，构建“一

成为两国强有力的纽带。佟主任提出，

同时也向在场嘉宾发出下一届中意国

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共创中意国际

我们恰逢在这个年代从事艺术教育，

际教育高峰论坛的诚挚邀请。

教育合作新篇章。

应责无旁贷，加强中意艺术教育交流，

短短的两天时间，许多嘉宾言犹未

他强调，为期两天的论坛，通过主

谱写中意艺术教育新的乐章。

尽，还有更多对中意国际教育的真知

题报告、成果展示、大师课堂、学术

“一带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

灼见未能详细阐述。随着“一带一路”

交流座谈等形式，基本实现了预期目

高峰论坛无论从举办规模还是内容质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帷幕

标，较好地完成了各项日程。尽管过

量来讲，较前几届都有较大提升，而

缓缓落下，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告别。

程部分环节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

且影响力正在急速扩大。我们“不忘

在致辞中，佟主任首先代表组委会

本次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为中意国

初心，砥砺前行”，必将在下一届中

向出席本届论坛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

际教育界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而且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带给您更多的

谢！也向给予论坛大力支持的中国教

荣幸地邀请到两国教育界同仁莅临，

收获与喜悦。

育部、意大利教育部、意大利驻华大

共同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了中意国际教

使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哈尔

育新的风采。尤其哈工大附中广大师

举办，将大力推进中意两国“一带一路”

滨市美术家协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生为本次论坛奉献了一场中西结合、

教育行动，提升教育对外开放水平，

随着每年中意国际教育论坛的成功

他还特别感谢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

极具特色的高水准晚会；远景国际教

为培养具有民族情怀和国际视野的新

协会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本次论坛

育集团旗下泓钰学校为与会嘉宾分享

时代精英人才而不断努力。

筹备和召开阶段，为中意国际教育事

了在各地国际合作的成功经验，令这

业的长足发展不遗余力地发挥各自优

次论坛既充满学术气息，又不乏艺术

势，广泛调动各类资源，最终促成这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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