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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LATEST INFORMATION

 中国—东盟水产教育网络校长论坛暨海洋与水产科技研讨会召开

 学校在扇贝基因组精细图谱绘制和动物宏观进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学校在腐殖酸对铁的地球化学行为影响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取得新成果

 学校代表队在国际安全极客大赛极棒年中赛获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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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信息    

中国—东盟水产教育网络校长论坛暨海洋与水产科技研讨会召开    

　　2017年4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东盟水产教育网络、中国—东

盟海水养殖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青岛市人民政府、中国—东盟中心等协办的“中

国—东盟水产教育网络校长论坛暨海洋与水产科技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本次会议

聚焦“海上丝绸之路”水产科教合作和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在青岛地

区尚属首次。

　　本次会议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中国—东盟水产科教协同创新”为主

题，交流学术，凝聚共识，旨在巩固和拓展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教机构的合作，

共同开启中国—东盟海洋和水产教育协同发展的新篇章。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的20余所科教机构、国

际组织和中国高校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德平、东盟水产教育网络主席Sukree Hajisamae、中

国-东盟中心秘书处代表周武先生、中国海洋大学于志刚校长出席开幕式，中国海

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主持开幕式。欧盟水产技术创新平台国际合作部主席、中国政

府“友谊奖”获得者、比利时根特大学Patrick Sorgeloos教授因故未能参会，特向大

会发来录制好的报告视频和致辞。

　　作为本次会议主席，于志刚在致辞中表示，为更好地推动中国—东盟海洋和水

产教育与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提升中国—东盟海洋和水产教育与科技创新水平，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完善协作平台和合作机制。成立于2011年的“东盟水产教

育网络”是一个很好的协作平台。2016年，中国海洋大学与东盟水产教育网络签署

LA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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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作备忘录，从而与这一平台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召开校长论坛暨研讨会就是

促进合作交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还要继续探索更多的务实合作方式，例如定

期轮流举行教育和科技研讨会，探索与欧盟水产技术创新平台建立中国—东盟—欧

盟合作机制等等，不断完善协作平台和合作机制。二是不断拓展合作内容，务求取

得合作实效。围绕海洋和水产的教育和科技创新，双方可以在课程建设、学生交

流、青年学者交流研修、技术培训、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加强

务实合作，通过精心组织，不断打造成功的合作项目典范，持续推进务实有效的合

作。目前，中国继续加大教育对外开放力度，就持续加大对中国—东盟科教合作制

定了更加细致的支持计划和项目。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第19次中国－东盟领导人

会议上提出，应以教育和旅游合作为优先方向，进一步拓展合作内涵，丰富交流形

式；中国政府将设立“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奖学金”，今年面向东盟十国提供

1000个奖学金名额。这些都为我们加强务实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三是开展政产

学研国际合作，推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发展。中国—东盟水产教育和科技合

作，应当在促进各自大学教育和科技创新、合作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开展政产学研

国际合作，通过汇聚政府和市场资源，加强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去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相关议定书正式生效，中国－东盟

发表了产能合作联合声明，“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项目不断落地实施。我们应当

抓住机遇，紧密合作，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吸纳更多的政府支持和社会

资源，推动中国—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发展。

　　在第一阶段的校长论坛上，来自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马来亚大学，泰国农业

大学，印度尼西亚苏迪曼将军大学，菲律宾米沙鄢大学等高等院校的23位代表围绕

海洋和水产学科教育、科研和产业发展等分别作了报告。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

军教授作了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洋大学的国际化探索”的主题发言，

水产学院院长李琪教授作了题为“中国海洋大学水产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的主题发

言，增进了与会代表对中国最新的水产养殖研究成果和海洋水产领军高校的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与国际合作模式的了解。马来西亚登嘉楼大学执行校长Nor Aieni Binti 
Haji Mokhtar博士、东盟水产教育网络秘书长Yeong Yik Sung博士、中国海洋大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院长薛长湖教授、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副院长汪珉教授分别主持了

主题报告会。

　　在第二阶段的海洋与水产科技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欧盟面向中国与

东盟的水产科技合作机制与建议”“东盟水产教育网络在欧盟—东盟水产创新技术

平台和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中的策略、合作设想和角色”“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校

际联盟”“发起中国—东盟海水养殖技术协作网”等议题展开广泛交流和深入研

动态信息                                                   LA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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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就中国-东盟水产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联合发展提出倡议并达成共识。

　　会议期间，中国海洋大学与印度尼西亚迪波内戈罗大学、茂物农业大学和菲律

宾米沙鄢大学等多所东盟高校签署合作协议，宣布启动东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研

修及可持续海水养殖技术国际培训班，以共同探讨建立多方参与的东盟青年科技人

才合作培养与科技联合发展机制，召开了东盟水产教育网络2017年度工作讨论。

　　东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和优先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泰国等东盟国家是国际水产品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国家，与中国在水产业、资

源和贸易等方面存在着良好的互补性。因此，东盟国家对加强与中国的科技与产

业合作具有迫切需求，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作为落实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关于建

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落实“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计划”的有关工作部署，本

次会议的举办，中国海洋大学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及与东盟国家良好的海洋合作伙伴

关系，将中国水产科技协同创新智慧与成功经验推广到东盟国家，搭建起与东盟主

要国家科教机构的合作联系网络，对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促进中国—东盟水产

科教融合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国际处 曲静 宋文红　

背景材料：

　　“东盟水产教育网络(ASEAN-FEN)” 成立于2011年，旨在促进成员单位在水产教育

   动态信息        LA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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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发展和融合，成员包括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老挝、
菲律宾的18所水产领域主要院校。2016年，另有4所院校成为东盟水产教育网络+成员，中
国海洋大学作为中国唯一的机构代表正式加入东盟水产教育网络+。目前，联盟的主要活
动包括定期组织国际水产会议、成员院校间师生流动、学生联合培养和培训以及合作开展
欧盟地平线(Horizon2020)项目。（网址：www.aseanfen.com）

　　“中国-东盟海水养殖联合研究与推广中心”是中国外交部、财政部于2016年启动的中
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是第一批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项目(17个)中唯一一个与东
盟国家开展的科技合作类项目，中国海洋大学负责海洋藻类等科技合作与转移、技术培训
等工作，并获国家科技部批准建立“海洋藻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学校在扇贝基因组精细图谱绘制和动物宏观进化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2017年4月3日，国际生态与进化领域权威期刊Nature子刊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以Article形式在线发表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包振民教授领衔的国际研究团队的最新论文“Scallop genome provides 
insights into evolution of bilaterian karyotype and development”（扇贝基因组揭示

双侧对称动物核型和发育进化）。包振民教授课题组与北京诺禾致源、挪威SARS研

究中心、美国罗格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合作，在国际上

首次完成了扇贝基因组精细图谱绘制，并在动物宏观进化领域取得重要研究进展，

在探究原始动物祖先（Urbilateria）染色体核型进化、躯体结构多样性产生、眼睛起

源和调控机制等方面取得多项新发现和新认识，为理解动物早期起源和演化机制提

供关键线索。这也是包振民教授课题组继2016年在Nature Protocols后，再次在国际

基因组学领域发表高水平论文，彰显了中国海洋大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和

重要影响力。

　　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包振民教授和王师教授分别为该文的

通讯作者和第一作者。研究工作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海洋国家实验

室“鳌山人才”等项目资助，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提供资

金和材料的大力支持。

                                                   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志刚　　

动态信息                                                   LATES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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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腐殖酸对铁的地球化学行为影响研究领域取得突破

          2017年5月3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Scientific Report在线发表了题为“Capacity of 
humic substances to complex with iron at different salin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and East China Sea”（《不同盐度下长江口和东海区域腐殖酸对铁的配合容量

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此项成果由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杨茹君及其课题

组完成。这是学校以第一完成单位在Nature旗下期刊上发表的又一重要成果，彰显了中国

海洋大学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

                                                                                                                                                    化学化工学院

学校代表队在国际安全极客大赛极棒年中赛获佳绩

         2017年5月13日，2017国际安全极客大赛极棒（GeekPwn）年中赛在中国“云顶梦号”

邮轮上举行。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攻破十个知名品牌的智能路由器，在13支来自国内外的

顶尖安全极客（也叫“白帽黑客”）团队中排名第二，获得十万元大奖，并入选极棒名人

堂。

　　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曲海鹏老师、2013

级计算机信息保密专业赵汉青同学和2014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孙磊同学组成。赵汉

青、孙磊两位同学是学校蓝鲸信息安全战队的骨干队员。该战队在国际国内黑客夺棋赛

（CTF比赛）中屡次获奖，并在老师指导下对信息安全多个领域开展课题研究，已有多名

战队队员毕业后到百度、阿里巴巴、腾讯、360等国内著名企业进行网络安全工作。

　　据悉，GeekPwn大赛是全球首个关注智能生活的安全极客大赛，与

Pwn2Own、DEFCON CTF并称为世界三大黑客赛事，近年来先后在澳门、上海、美国硅

谷等地举行。本次比赛目标为市场在售的所有智能设备、物联网（IoT）产品，或产品中

的安全模块，要求在合理的攻击条件下，对于范围内的产品或者模块，实现越权控制、越

权访问数据或者突破原有安全机制。比赛共有来自俄罗斯、韩国、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十三

支顶级安全技术研究队伍参加，其他参赛队伍还演示了共享单车、智能门锁、工业界大型

交换机等智能设备的破解。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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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际交流      INTER-UNIVERSITIES EXCHANGES

学校代表团访问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等三所高校

美国奥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George Flowers一行来校访问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来校交流

泰国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副院长一行访问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名学生被“海洋领域的日中韩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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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代表团访问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等三所高校

                   

          李巍然副校长和赫瑞-瓦特大学Ruth Moir校长助理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

          2017年4月24日至27日，中国海洋大学李巍然副校长率团应邀访问了英国赫瑞-瓦特大

学、爱丁堡大学以及赫尔大学，洽谈了合作项目、参观了相关教学科研实验室，并探访了

在当地学习的中国海洋大学毕业生。学校研究生院、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国

际教育学院负责人及相关人员随同访问。

　　在赫瑞-瓦特大学，校长助理Ruth Moir女士接待了李巍然副校长一行。双方回顾了自

2016年11月以来赫瑞-瓦特大学代表团三次到访中国海洋大学以及两校合作的进展情况。

李巍然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将全面启动“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实施国际化战略，加强国

际合作方面的有关情况，并指出，在青岛市的支持下，学校将启动黄岛新校区建设，这将

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双一流”建设和国际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持。鉴于赫瑞-瓦特大

学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方面位居世界领先地位，通过会谈，两校达成共识，将以计算机

科学、海洋工程等专业为主，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及交流，待到时机成熟时，双方

将共同开展和设立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李巍然和Ruth 
Moir分别代表各自学校签署了两校合作备忘录。

　　赫瑞-瓦特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工程学院院长及教授、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及相

关负责人先后参加了会谈，双方共同讨论了合作项目的模式以及课程对接等情况。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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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UNIVERSITIES EXCHANGES  校际交流    

洋大学代表团还参观了数学与计算机学院机器人实验室，并观看了人机互动实验。

  

                                                                           

学校代表团参观爱丁堡大学Flowave中心实验室

          代表团还参观了爱丁堡大学的Flowave中心。爱丁堡大学的Flowave中心代表着世界海

洋能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此次参观和洽谈对于中国海洋大学新校区高水平海洋能实验室

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赫尔大学Alan Speight副校长向李巍然副校长颁发重要学术合作伙伴证书

　　在赫尔大学，副校长Alan Speight以及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商学院院长、计算机

专业教授、海洋与环境政策研究领域专家等参加了会谈。赫尔大学位于英国海滨城市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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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际交流    INTER-UNIVERSITIES EXCHANGES

尔，是中国海洋大学HND项目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相同的城市环境、气候条件，使得

赫尔大学和中国海洋大学开设的专业非常相近，为两校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Alan 副校长向中国海洋大学颁发了重要学术合作伙伴证书，并表示，将进一步加强

两校HND项目的合作，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语言和学习方法上

的支持。双方表达了共同开展海洋工程、计算机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意愿。中国海洋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HND项目毕业生代表梁睿哲参加了交流活动。

　　李巍然还看望了中国海洋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朴茨茅斯大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蔡

晓旭同学。李巍然副校长询问了他在朴茨茅斯大学的学习、科研以及生活等情况，鼓励他

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并希望他经常与母校联系。

                                                                                                   国际教育学院 杨文英

赫瑞-瓦特大学简介

　　始建于1821年的赫瑞-瓦特大学是具有190多年历史的英国名校，也是英国历史上建立
的第八所高等学校, 同时它还是全球第一所机械工程学院。赫瑞-瓦特大学共有五个校区，
其中主校区坐落于爱丁堡。

　　赫瑞-瓦特大学是一所集传统教育与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发展与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
究型大学，曾因其在多学科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荣获英国女王奖，并多次在全英高校科研评
比中获得第一。在诸如工程、数学、计算机、金融与会计、管理、经济、语言、技术、生
命科学、建筑和环境、石油工程、时装设计、纺织技术等领域创新与开发方面处在行业领
先地位。学校的科研活动受到了政府和工业界的大力支持，科研收入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
在英国名列前茅。在英国最权威的“卓越研究框架”（REF）的评估中，综合排名全英第
33位，其中工程学排名全英第一，82%以上的科研项目被评为世界领先水平或世界水平。

赫尔大学简介

　　赫尔大学坐落于“2017年英国文化之城”的东部沿海港口城市赫尔市。从最初（1927
年）的赫尔大学学院，到1954年获得女皇授权委任状，赫尔大学成为了英国第十四所最早
的综合性公立大学。

        赫尔大学文、理、工、商、医学科齐全，有525个专业供学生选择， 其中许多学院和
专业的教学研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目前拥有约16300名在校生，包括来自100
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国际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大约400人，本土学生约占90%，具有十分良
好的语言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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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奥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George Flowers一行来校访问

          2017年5月24日至5月26日，美国奥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George Flowers教授、农学院院

长Paul Patterson教授、水产学院Bill Daniels教授等一行十人来校访问。5月24日下午，闫菊副

校长在崂山校区行远楼会见了访问团，并与George Flowers教授就两校合作事宜进行了会谈。

　　闫菊在致辞中表示，奥本大学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战略合作伙伴，双方的合作历史已达

十年之久。学校非常注重与奥本大学的合作，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两校的科学家通过共

同申请课题进行科研合作，提高了学术水平。在两校的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水产养殖与环

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为更广泛的科研合作提供了更好的平台。闫菊表示，非常希望看到

未来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特别是在学生培养方面能有更深层次的合作。

　　George Flowers教授表示，两校基于共同的优势学科从博士生联合培养开始，不断拓

展合作层次，去年成立的联合研究中心更是双方富有成效合作的体现；奥本大学会积极努

力投入师资与资金保证该中心的良好运行，为双方的合作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董双林教授回顾了两校之间的合作历史，他指出，多年来，双

方从联合培养博士生、教授互访、科研合作开始，不断创新合作方式，希望今后争取在合

作办学方面进行更加富有成效的合作。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宋文红处长介绍了教育部中外合

作办学关于学位授予、课程和教师等方面的政策和准入要求，解答了合作办学中的一些问

题。双方参会人员还探讨了合作办学和合作研究中涉及的诸多细节问题。学校教务处、科

技处、研究生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水产学院等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谈。

 

                                                                                                                                                     国际处 郑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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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来校交流

　  2017年5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后备军官训练团一

行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参观访问，并与海大国防生展开友好交流活动。

　　前来访问的20余名美国学生均来自德克萨斯A&M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简称ROTC），有着相似军事培养背景的年轻人见面后倍感亲

切。在参观校园过程中，中美大学生畅快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经历。之后，中美大学生

还进行了篮球友谊赛。

　　本次交流活动由学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武装部联合组织，旨在加强两校学生交流，

为两校军事人才教育提供交流合作机会，增进相互理解，培养深厚友谊。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后备军官训练团一行参观崂山校区校区

                                                                            国际处 梁泰铭   武装部 陈鹂 李任之 

泰国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副院长一行访问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7年4月13日，泰国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分管国际事务副院长Wanwimol Klaypradit教
授、泰国农业大学水产学院分管学术研究副院长Kriengkrai Satapornvanit教授访问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

          Klaypradit副院长介绍了泰国农业大学的相关情况，并介绍了泰国农业大学的国际研

究生教育项目。两位教授还与我校水产学院、医药学院、食品学院的教师代表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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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海洋和水产科学科教基地”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方案的具体细则展开了讨论，梁兴

国教授、唐庆娟教授、付晓婷副教授、常耀光副教授参与了研讨会。

          在梁兴国教授和唐庆娟教授的陪同下，教授还参观了学院的教学科研设施，对学院的

办学水平表示了充分肯定与赞赏。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三名学生被“海洋领域的日中韩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录取

          2017年4月22日，日本东京海洋大学JCK项目负责人以邮件方式发布正式通知，水产学

院2013级水产养殖专业的曹晶晶、2013级海洋资源与环境专业的朱小真和2013级海洋渔业

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刘俊晖三位同学被JCK项目正式录取。

          JCK项目全名为“海洋领域的日中韩高级专业人才培养项目”(Symposium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on Marine Environment and Energy），是由日本东京海洋大学向日本

文部科学省申报并被采纳，自2011年10月正式开展的人才培养项目。此项目以培养中日韩

三国具备海洋环境和生物资源保护，及能源有效利用等知识的高级专业人才为目标，在东

京海洋大学研究生院设置硕士课程，每年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吸收15名优秀本科生到东京

海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此次被录取的3名学生是水产学院自2011年起向JCK项目推荐并被

录用的第7批优秀本科生。至此，水产学院向日本外派优秀本科生达到17人。对于本科生

培养而言，JCK项目的实施在稳定专业思想，拓宽国际视野，激发科研兴趣，培育国际化

人才等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水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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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行来校访问 两校就“中泰海洋和水产科教
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学校与菲律宾八打雁国立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水产养殖与环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举办首次学术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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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行来校访问 两校就“中泰海洋和水产科教中
心”签署合作协议         

         

于志刚校长（右）与Chongrak Wachrinrat校长代表两校签署合作协议

　　2017年4月13日，泰国农业大学（Kasetsart University）Chongrak Wachrinrat校长一行四

人访问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在鱼山校区胜利楼一楼会议厅会见了来访客人，就两校

全面开展合作，特别是在泰国建立“海洋和水产科教中心”事宜进行会谈，并签署合作协

议。

　　于志刚校长首先对泰国农业大学校长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他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

各校区的特点和各学院的海洋特色，回顾了“中国—东盟水产教育网络校长论坛”的成

果，强调两校在“东盟水产教育网络”的基础上应深化双边合作。于志刚就双方正在推进

的科教中心建设工作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要把国际学生培养和两校教授间的科研合作紧密

结合，相辅相成；二是要保证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针对学术性学位研究生，可以通过各类

奖学金，特别是“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奖学金”来吸引优秀生源；针对专业学位研究

生，可以考虑与中国海洋大学正在建设的具有地域优势的三亚研究生院、三亚研究院等相

结合，在共同的愿景下找到有益于双方发展的工作思路。

　　Chongrak Wachrinrat校长对受邀参加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中国—东盟水产教育网

络校长论坛”表示感谢。他高度评价了中国海洋大学在世界水产学科界的地位和成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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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泰国农大的历史和优势学科状况。他表示，两校水产学科都代表着各自国家高等教

育的顶尖水平，他对两校水产学科的未来合作成效充满信心，并期待两校建立全面合作关

系后，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交流成果。

　　在自由讨论阶段，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李琪院长、生命学院汪珉副院长、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粱兴国副院长分别介绍了各自学院的研究特色和双方开展合作的优势方向。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唐庆娟教授专题介绍了“海洋和水产科教中

心“的建设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宋文红处长主持了校长会谈。泰国

农业大学Shettapong Meksumpun院长、Wanwimol Klaypradit和Kriengkrai Satapornvanit副院

长参加了会谈。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专题讨论会上，两校代表对“海洋和水产科教中心”的建设方案再

次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和水产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医药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参加了讨论会。

　　据悉，中泰科教中心拟于年内挂牌运行，该中心将为加强中泰在水产领域科教合作提

供重要支撑，还将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第一个海外办学机构，吸引东盟各国留学生，促进资

源共享，助力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国际处 郑栋良 宋文红　

背景材料：

　　泰国农业大学位于曼谷，建校于1943年，是以农学为特色的一所大学。该校水产
学科在泰国水产渔业研究领域中建立最早、排名第一，学术资源丰富。学校有四个校
区，2015-2016年学生人数达67698，教学人员达2986人。泰国农业大学水产学院与中国海
洋大学水产学院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有着多年的合作历史，2013年即签署了院级合作协
议，通过开展学生联合培养、教师访学和合作研究、共同举办学术会议，开展了一系列卓
有成效的合作与交流。基于学院的深入合作，2016年两校开始探讨校级合作以及海洋和水
产科教发展中心的建设。

学校与菲律宾八打雁国立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7年4月17日至21日，应菲律宾八打雁省省长Hermilando I. Mandanas以及八打雁国

立大学校长Tirso A. Ronquillo的邀请，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率团访问八打雁省政府

   校际合作    INTER-UNIVERSITIES CO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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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八打雁国立大学。这是中国海洋大学首次组织校级层面团组访问菲律宾，旨在探讨合

作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合作建立孔子学院。

　　4月18日，代表团一行抵达八打雁省政府后，受到Hermilando I. Mandanas省长、省农

业厅政府官员以及八打雁国立大学代表的欢迎。Hermilando省长介绍了八打雁省的历史、

地理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省长说，中国与菲律宾关系友好，两国有密切的经济交流，但是

文化与教育的交流更加重要。菲律宾华人众多，中文学习需求很大，八打雁省注重与中国

各省市以及高校之间的国际合作，也非常支持通过孔子学院的建设来密切双方文化与教育

交流，调动政府资源支持八打雁国立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共建孔子学院，让更多的菲律宾

学生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八打雁省通过加大奖学金支持力度，鼓励菲律宾学生到中

国学习。Hermilando省长希望中国海洋大学可以为八打雁省海洋与水产科研机构的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并表达了在八打雁省双方共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的愿望。

　　李华军副校长对Hermilando省长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提出建设孔子学院是双方共

赢的举措：一方面可以解决当地人学习中文的需求，改善当地语言学科的设置；另一方面

也传播了中国文化，让更多对中国感兴趣的国外学生学习中文，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院长李琪教授与海洋生命学院副院长茅云翔教授分别从水产科

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探讨了双方在渔业、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合作机会。双方还在海洋与气候

变化、海洋观测与预测、防灾减灾以及海洋工程领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4月19日，中国海洋大学代表团访问八打雁国立大学，八打雁国立大学校长Tirso A. 
Ronquillo和分管外事、学术、科研和财务的四位副校长以及外事处、部分学院负责人参加

了此次会谈。

　　Tirso校长对中国海洋大学代表团的访问表示欢迎，并非常期待与中国海洋大学在工程

以及海洋水产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并提议讨论了校际协议中两校在共同的学科领域进行师

生交换、科研合作以及学术交流方面的具体操作方式。他表示，非常期待与中国海洋大学

共同建立孔子学院，解决本校学生的中文学习需求，并藉此加强学校语言学科的发展。之

后，科研副校长Amante介绍了学校的科研状况。

　　李华军表示，非常期待与八打雁国立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通过共同建立孔子学院实

现双方共赢，密切两校文化与教育交流；希望八打雁国立大学的学生通过申请中国政府以

及中国海洋大学的奖学金来校学习，同时也鼓励双方教授互访，共同申请研究课题来提升

双方的科研水平。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宋文红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史、办

学宗旨、师生状况、国际化战略与留学生教育的情况。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罗贻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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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介绍了孔子学院建设的宗旨、管理和建设情况，以及新建孔子学院所需条件等具体情

况。李琪院长与茅云翔副院长分别介绍了水产学院和海洋生命学院的学术以及科研概况，

包括学科方向、人才培养及科研成果等，并同八打雁国立大学就有共同研究兴趣的领域开

展合作进行了探讨。交流研讨结束后，两校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4月20日上午，中国海洋大学访问团在八打雁省农业厅官员和校方人员的陪同下，乘

船考察了位于八打雁省西南部、海洋生物多样性丰富的Verde岛，并采集了部分海洋生物

标本。通过实地考察，访问团成员对该省的海岸自然风貌和海洋生物多样性情况有了实

际了解。菲律宾所属海域是黑潮主干道，对渔业资源的影响巨大，未来若能建立海洋生

物多样性保护联合研究中心，会有利于相关学科研究的开展。

　　当日下午，中国海洋大学访问团考察了位于八打雁省TAAL市的水产养殖基地——菲

律宾国立渔业生物学研究中心（National Fisheries Biological Center）。该中心隶属菲律宾

农业部国家渔业研发院（National Fishe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NFRDI)，为

该院下设的4个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占地面积2.5公顷，拥有12个淡水池塘，主要开展观

赏鱼和土著鱼的养殖技术开发与保护，同时还致力于菲律宾著名的火山湖Taal lake中渔业

资源的管理与养护，尤其是世界上仅在Taal lake中分布的沙丁鱼属Sardinella tawilis的资源

保护。

   校际合作    INTER-UNIVERSITIES CO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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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TER-UNIVERSITIES COOPERTIONS  校际合作     

　　近年来，中国海洋大学在与欧美发达国家科教机构合作的同时，响应国家 “一带一

路”倡议，不断拓展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东南亚高校及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几十所高校与科教机构建立了合作关

系，在科研合作和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成效将不断显现。

                                                                                                                国际处 郑栋良

  

 

学校代表团参观NFRDI的热带海水与淡水鱼养殖池塘

背景资料：

        八打雁国立大学（The Batangas State University，BSU）是位于菲律宾八打雁省、以
机械和电子工程为特色的一所大学。学校始建于1903年，建立之初是以培训年轻人在林业
（woodworking）等方面就业为目标的学校，几经变迁而成为今日拥有十个校区（2个主校
区、2个卫星校区、多个分校），遍布八打雁全省，拥有工程、信息与计算机、师范、人文
与理学等8个学院的大学。2016-2017学年，学生总人数达37966人，职工总数1566人（其中教
师991人）。学校目前可提供115门课程，涵盖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农学、水产科学、会
计、经济学、教育学、护理学等全门类学科。学校还提供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K12教育。

水产养殖与环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举办首次学术工作坊

          2017年5月24日至5月26日，美国奥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George Flowers教授、农学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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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Paul Patterson教授、水产学院Bill Daniels教授等一行十人来校访问。

         5月24日上午，访问团与水产养殖与环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我校原副校长

董双林教授，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唐庆娟教授，水产学院院长李琪教授、副院长温海

深教授、养殖系系主任高勤峰教授等进行座谈，就两校本科生“3+2”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

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就项目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提出了各自的意见和建

议，对“3+2”合作办学项目的申报和立项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月25日上午，水产养殖与环境科学联合研究中心举办首次学术工作坊。奥本大学农

学院副院长Henry Fadamiro博士就联合研究中心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对新一年

的工作进行了部署。随后，2016年获得联合研究中心资助的8位项目负责人分别就其负责

项目的研究进展和主要成果等进行了汇报。

                                                                                                                                                  水产学院  李丽    

   校际合作 INTER-UNIVERSITIES COOPERATIONS



国际会议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海洋化学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边界流国际研
讨会召开

智能数据处理和通信国际学术会议暨中法工程教育合作研讨会
举办

第十八届高分辨率海表温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国际研讨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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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化学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7年4月25日，由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的“海洋化学前沿

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arine Chemistry Frontiers）”在中国海洋大学

图书馆第一会议室举办。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海洋大学赵美训教授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Timothy I. Eglinton教授共

同组织发起，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洋有机生物地球化学（41521064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B13030）与海洋化学理

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共同资助。会议邀请

了来自德国莱布尼茨热带海洋生态中心前主任Venu Ittekkot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的Julian 
Sachs教授、美国佐治亚大学孙铭一教授、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Paul Treguer教授、美国加

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David Valentine教授、韩国首尔大学Guebuem Kim教授、美国威斯康

辛大学郭劳动教授等多位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组、海化重

点实验室的近百名师生参加了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聚焦海洋化学领域的发展前沿。研讨会上，海内外学者就海洋碳循环、海

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示踪、硅藻在海洋生物碳泵中的作用、单体氢同位素在未来海洋学中

的应用等前沿方向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交流和讨论。与会青年教师和研

究生也纷纷表示，与这些学术大师的近距离接触不但使他们拓宽了视野，也使他们感受和

体悟到了科研的魅力，激励他们从新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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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边界流国际研讨会
召开         

          2017年6月5日至7日，2017“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边界流国际

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海洋大学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办，青岛海

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承办，并得到“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

项目的大力支持。

　　会议执行主席、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吴立新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边界

流系列国际研讨会自2010年起至今举办三届，已成为该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

会议。中国的海洋研究机构在全球边界流研究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近年来也取得了

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举办此次会议旨在提供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进一步增进国际边

界流研究领域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海洋边界流系统是全球大洋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气候系统中热量与物质输

运的“主动脉”。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边界流及近海动力过程问题，是当前海洋科学

研究的前沿和焦点问题，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对揭示海洋中的物理机制、评估气候变化因

素、了解深海大洋对边缘海系统的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海洋科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共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学界同仁参会，举办30余场精彩的学

术报告。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三年来海洋学界在大洋边界流特别是太平洋西边界流领域取

得的相关研究进展，并围绕当前边界流研究的一系列前沿问题进行了成果展示与研讨，

内容包括气候变化与边界流变异之间的关系、边界流与近海动力过程的联系、多时空尺

度的边界流观测与模式发展技术等。会议也为青年科学家提供了多场次的报告席位，鼓

励青年学者展示自己的成果，接受专家建议与指导，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锻炼与展示

的平台。

　　据介绍，边界流国际研讨会议旨在汇聚全球海洋与气候研究专家，共同探讨全球气

候变化背景下的边界流及近海动力过程等科学前沿问题，以此推动国内外涉海单位在海

洋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为应对全球未来气候变化提供必要的科学支

撑。因其广泛的凝聚力和良好的科学效应，会议受到国内外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与认

可，已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边界流专题研讨的系列会议，目前会议每三年举办一届，是

全球边界流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学术盛会。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连续主办三届边

界流国际研讨会，充分彰显了实验室在边界流研究方面的科研实力与号召力，为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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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际影响力，推进国际知名物理海洋与气候研究中心目标的实现。

　　“气候变率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创立于1995年，是气候变化领域全

球最高级别的科学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下的四个核心项目之一。该项

目旨在促进关系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如厄尔尼诺、海平面上升等）

，通过其卓越的影响力将全世界海洋与气候研究领域最杰出的专家聚集旗下，为各国政

府及国际社会均十分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的未知问题贡献智慧。

                                                                                                 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侯霞

      

智能数据处理和通信国际学术会议暨中法工程教育合作研讨会举办

       2017年6月6日至8日，智能数据处理和通信国际学术会议暨中法工程教育合作研讨会

在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举办。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法国南特大学副校长Thierry 
BROUSSE、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出席会议并致辞。

　　李华军副校长在讲话中表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通信等技术方兴未

艾，成为促进社会变革、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工程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孕育

着新型工科的诞生，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们召开此次会议，

探讨前沿技术，共话工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必将有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合作，

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开幕式由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戈教授主持。来自法国南特大学、法国马赛

中央理工学院、英国朴茨茅斯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上海海事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法国教育署驻青岛办事处、青岛

法语联盟等近70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探讨交流了海洋数据处理、智能数据处理、电

子与通信技术、计算机视觉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开幕式结束后，在中法工程教育合作研讨会上，代表们围绕着中法工程师教育的异

同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中法“3+1+2”卓越工程师项目的开展与方案完善工作，

详细讨论了联合培养模式下学生的录取、考察、毕业等问题，为进一步拓展学校的国际

合作和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董军宇 张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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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法“3+1+2”卓越工程师项目

　　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于2013年与法国南特大学综合理工学院成立中法
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建立六年一贯制中法“3+1+2”卓越工程师项目。

　　该项目中的学生本科阶段前三年在中国海洋大学完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或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课程并进行法语学习；第四年在学校学习法语讲授的三门专业课程、参加
法语考试并完成毕业设计，其中符合学校专业硕士研究生推荐免试要求的学生可获得中
国海洋大学专业硕士免试入学资格。第五年和第六年选择法国综合理工学院联盟中的一
所院校攻读法国工程师学位（法国综合理工学院联盟有13所院校，巴黎第六大学综合理
工学院、巴黎第十一大学综合理工学院、里昂第一大学综合理工学院、南特大学综合理
工学院、尼斯大学综合理工学院等）。

　　该项目整合了中法知名高校的优势，能够使学生接受国际化的优质工程师教育，文
凭认可程度高，前景良好。目前，我校参与项目的学生41人，已有5人前往南特综合理
工学院深造。

第十八届高分辨率海表温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7年6月5日至9日，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协办的“第十八届

高分辨率海表温度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GHRSST Science Team Meeting）在青

岛召开。本次会议是经教育部批准的“2017年度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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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陈戈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做大会特邀报告。来自中国海洋大学、

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欧洲空间局等国内外相关单位和科研机构的近80位科学家

参加了本次会议。该会议的举办，有利于促进海表温度研究与应用的国际合作，并展示我国

卫星海表温度观测的最新进展，推进中国卫星国际化。

　　会议期间，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陈锐代表学校与GHRSST主席等参会专家代

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促进卫星海表温度数据在全球海洋

大气研究和业务化预报中的应用，促进相关领域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交流。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相关负责人、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有关教授参加了座谈。

　　会议学术报告前一周，GHRSST项目办公室在中国海洋大学组织有关与会专家进行了海表

温度短期课程培训。

　　据悉，The Group for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GHRSST，www.ghrsst.org)是旨在推进海表温度

研究与应用的国际学术组织，中国海洋大学管磊教授自2011年起任科学组委员，此次会议是

GHRSST创建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

 

陈锐（右五）代表学校与GHRSST主席等参会专家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树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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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国际研讨会举办

       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国际研讨会（IWCMSC2017）于2017年6月28日至7月2日在中国

海洋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围绕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领域的最新前沿问题

进行交流和探讨。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李华军、中国工程院院士崔俊芝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 

 　李华军在致辞中首先向参会的国内外专家介绍了学校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他说，中

国海洋大学正在围绕“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核心要求，从建设、改革两方面加快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李华军表示，在此背景下召开本次数学相关国际大型会

议，必将有利于推动学校双一流建设。崔俊芝院士在讲话中代表参会者感谢主办方提供

的交流机会，对即将讨论的在科学计算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充满期待，并预祝研讨会圆满

成功。 

　　会议由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中国海洋大学绿卡讲座教授梁栋主持。来自新加坡国

立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美国南卡莱罗那大学、首尔国立大学、英国布鲁内尔大学、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及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复旦

大学、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参会。

 　据介绍，近年来，由于社会对科学计算及其应用的重大需求，计算数学领域的专家们

开发了新颖、有效的数值方法。本次研讨会将重点关注偏微分方程数值方法领域的新进

展，并强调科学计算在各应用领域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环境、能源、金融、医药、工程等

方面。

 　开幕式结束后，崔俊芝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蔡小川教授（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院士、“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等多名知名学者做了共计51场专题报告。

                                                                                             数学科学学院   丁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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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刚校长会见英国皇家学会院士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

于志刚校长会见国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Daniel Chourrout教授

美国和日本三所科教机构学者到访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做学
术报告

美国和香港三所科教机构学者到访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做学
术报告

英国斯特林大学水产学院Douglas R Tocher教授一行到访水产学
院并做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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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志刚校长会见英国皇家学会院士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

于志刚校长与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交谈

　　2017年4月27日上午，于志刚校长在行远楼会见了来青主持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化学理

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际评估的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国际著名的有机地球化

学家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双方围绕学校海洋化学、地球科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交

流。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赵美训参加会见。

　　Eglinton教授对学校海洋化学学科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并结合本次评估，就如何围绕研究重点进一步促进教师间的协同创新、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有针对性地引进优秀青年人才、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形成富有海大特色和国际

影响力的海洋化学学科等提出了建议。于志刚校长对Eglinton教授当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表示祝贺，对他长期以来支持和指导学校海洋化学学科建设，特别是此次作为组长主持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际评估并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宝贵建议表示

感谢。

　　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是学校海洋化学创新引智基地的海外骨干成员，在科学研

究、研究生交流培养、加速器质谱中心平台建设等方面与学校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作

为专家组组长参加了4月24-26日举行的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际评

估。

FOREIGN EXPERTS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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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othy Ian Eglinton是国际著名的有机地球化学家，目前任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系主任，曾任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2004-2010）、海洋化学与地球化

学研究部主任，于2014年当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F.R.S.),UK】

。

        Timothy Ian Eglinton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从分子水平到全球尺度的地球碳循环的控

制机制的研究，并利用沉积记录中有机质指标重建过去生态环境的演变。利用对有机碳

的源-汇研究阐明不同空间和时间尺度地球表层陆源和海源有机质的产生、迁移、转化和

埋藏等一系列过程。近几年来的重点是边缘海和陆地湖泊有机物来源的研究以及现代碳

循环过程。在沉积物中有机物质的分析检测技术尤其是单体有机分子的碳13、碳14、D/H

同位素研究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国际上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领域的带头人。

                                                                                               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于志刚校长会见国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Daniel Chourrout教授                                                                                            

      

      Daniel Chourrout教授做学术报告　　

      2017年6月24日，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于志刚在鱼山校区会见了国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

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挪威萨斯海洋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Daniel 
Chourrout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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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志刚校长对Daniel Chourrout教授的到访表示欢迎。他指出，海洋生物遗传学与发育

进化生物学是中国海洋大学的优势学科之一，学校对萨斯研究中心愿意在相关领域同海洋

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开展更高水平实质性合作表

示赞赏。他表示，学校将在“双一流”建设中给予支持，鼓励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同萨斯

研究中心开展更深入、更大规模合作，并进一步形成一定的合作机制。

      Daniel Chourrout教授是应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包振民主任邀请，

于6月23日-26日到实验室进行访问。访问期间，Chourrout教授在实验室做了精彩的学术

报告，并与实验室商谈了未来科研、人才培养等合作事宜，双方初步达成就海洋生物基

因组学和海洋模式动物发育生物学等领域开展实质性科学研究的合作意向。

  Daniel Chourrout博士是国际著名海洋生物学家，1997年受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EMBL）委托组建挪威卑尔根萨斯海洋生物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SARS），并担

任第一任主任至今，兼任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Daniel Chourrout团队发表多篇基因

组遗传进化领域的重要文章，包括3篇Nature、2篇Science、1篇Cell以及多篇Current 
Biology、PNAS等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其团队至今仍活跃在此领域的国际前沿。他领

导的SARS研究中心目前已成为海洋生物遗传进化领域国际顶尖研究所之一。

                                                                                        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王志刚

 

于志刚校长（右二）等与Daniel Chourrout教授（中）合影

 

FOREIGN EXPERTS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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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日本三所科教机构学者到访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做学术报告   

        ※2017年4月22日，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Kyot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Kamei 
Kaeko教授受常耀光副教授的邀请,访问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做了题为“Drosophila 
melanogaster as a model organism in biology and medicine”的专题报告。

     报告中，Kamei Kaeko教授介绍了其科研团队近年来取得的研究进展，内容包括新型

果蝇动物模型的构建、果蝇模型在代谢综合征相关基因研究中的应用、如何利用果蝇模

型指导药物、功能性食品功效因子筛选等。师生对Kamei教授的报告内容反响热烈，并

与Kamei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报告会后，Kamei教授在常耀光副教授的陪同下参

观了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分析测试中心、中试基地及部分科研实验室，了解了我校研究

生、本科生培养的现状。

 日本京都工艺纤维大学是日本排名前10%的高校，尤其在理工科方面具有传统优

势。Kamei教授为该校生物分子控制工程（Biomolecular Engineering）系教授，并担任系

主任一职，在代谢综合征、糖尿病等营养相关疾病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                   

    ※2017年5月11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殷俊杰教授应邀到访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院，并做了题为“Electron Spin Resonance Spectroscopy and Its applications - (my thirty years story)

（电子自旋共振波谱与我的半世情缘：从生物物理学、食品科学到纳米科学）”的专题报

告。

      首先，殷教授生动地讲述了他在美国30多年的求学和科研经历，特别是他从物理专业背

景转向生物医学研究，再在FDA工作期间转向食品和化妆品应用研究领域期间所发生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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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故事，着重向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如何将个人研究专长与不断变化的研究需

求相结合。殷教授还向大家介绍了电子自旋共振波谱技术在检测自由基方面的优势以及他个

人在相关方法建立中的经历，并向大家分享了他的研究团队采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技术揭示

纳米材料、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安全性中取得的研究进展，新颖的研究引起全场师生的兴趣。

最后，殷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就如何做好研究向大家提出建议。殷教授真诚的分享获得

了大家的共鸣，报告结束后，参会师生与殷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

           殷俊杰教授是著名的生物物理学家，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的应用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现任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食品安全与应用营养中心电子自旋共振波谱实验室负责人，是

美国马里兰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系兼职教授。

    ※2017年6月5日，美国田纳西大学钟启新教授应邀到访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做

了题为“Food Science Research Programs at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的专题报告。

        钟教授生动地讲述了美国田纳西大学食品系科研状况和他在美国20多年的求学、科研

经历，着重向青年教师和同学们分享了他自己的科研成就及如何寻找创新点。报告中丰富

的案例和精彩的讲解引发了大家极大的兴趣。6月6日，钟教授还应邀就食品化学—食品胶

体体系内容为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同学授课。

 钟启新教授现任美国田纳西大学食品科学系的终身正教授以及系研究生主管。于2013

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获得食品科学和化学工程双专业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

爱荷华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钟教授自2005年7月起在田纳西大学开始独

立研究和教学，于2014年提前三年晋升为终身正教授。钟教授的研究团队融合食品科

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型食品配料的应用。具

FOREIGN EXPERTS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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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研究方向包括食品及食品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功能食品因子配料技术，天然抗菌

剂的配料技术，自主装的新型配料，界面工程及新型胶体体系，以及超临界流体技术。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美国和香港三所科教机构学者到访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并做学术报告

      ※受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阳教授邀请，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王育航教授于2017年5

月26日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重灰霾和高臭氧污染的区域气象成因(Climate forcing on 
extreme haze and ozone)做报告。近年来，我国重污染如灰霾和臭氧污染严重。尽管近

年来污染源减排不断，但重污染事件依然频发。王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下极端天

气事件频发，并可诱发高浓度颗粒物和臭氧污染。

 王育航教授1990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育

航教授在大气化学模式开发（如GEOS-Chem）、极端气候与大气污染相互作用等方面

发表SCI论文100多篇，包括Science Advances, Nature Geoscience和PNAS等顶级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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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阳教授邀请，香港城市大学Dr. Lam于2017年6月13日在环境

科学与工程学院做了题为"Undated Regional Emission Inventory for Fine Resolution Simulation 
in Shanghai"的报告，讲述了区域污染源清单提高的新方法。报告主要针对国污染源清单

的不确定性，利用上海市数值模拟为例，详细介绍了污染源清单的制作方法以及如何提高

我国大城市的污染源清单。

         Dr. Lam于2010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目前是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学

院助理教授。Dr. Lam是香港环保局的顾问成员，还是香港环保局和亚洲空气研究模式研

究的指导者之一。 

           ※受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阳教授邀请，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胡晓明博士于2017年6月

23日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就大气边界层过程如何影响区域空气质量作报告。近年来，我

国灰霾污染严重，边界层过程在灰霾事件中往往会加剧空气污染，研究大气边界层有助于

预测空气重污染事件并减轻其负面影响。胡晓明博士在此次报告中主要交流其在中美两国

研究的边界层处理和空气质量问题方面的工作。

       胡晓明是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副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北卡罗来纳州立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胡博士目前的研究领域包括边界层、城市气象学，大气化学和区域气

候，目前担任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Scientific Reports 和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等刊物的编辑。

      

      ※受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高阳教授邀请，美国环保局物理科学家康代温博士于2017年6

月23日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做了题为The Impact of Lightning-induced NOx on Air Quality
的报告。尽管近十年来我们对LNOx进行了很多观测和建模，但有关对流层中LNOx产

FOREIGN EXPERTS     外国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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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分布的定量分析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康博士在报告中指出，对于区域化

学和传输模型来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准确地对LNOx产生和分布进行参数化具有挑战性。

  康代温博士是美国环保局的物理科学家，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获得大气科学博士学

位。康博士主要从事空气质量模型的开发、评估和应用，他使用美国环保局的多尺度空气

质量（CMAQ）模型对闪电产生的氮氧化物(LNOx)的产生体系进行了更新和评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英国斯特林大学水产学院Douglas R Tocher教授一行到访水产学院并做
学术报告

      2016年4月9日至4月12日，应水产学院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艾庆辉教授的邀请，

英国斯特林大学水产学院的Douglas R Tocher教授和Oscar Monroig博士来到中国海洋大学

水产学院进行交流访问。

            Douglas R Tocher教授和Oscar Monroig博士主要从事鱼类营养中脂肪、脂肪酸及ω-3长链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代谢机制及其调控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分别做了题目为“Early nutritional 
programming can improve ability of Atlantic salmon ( Salmo salar ) to utilize sustainable feeds”
和“Two alternative pathways for DNA biosynthesis are widespread among teleost fish”的精彩报

告。报告之后两位学者与学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就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以及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来访期间他们还参观了中国海洋大学水产馆、动物营养与饲料实验室以

及青岛七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科研产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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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R Tocher教授和Oscar Monroig博士参观水产学院实验室

                                                                                                                                                         水产学院

              



引智成果      TALENTS RECRUITMENT ACHIEVEMENT

高水平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聘请国际名师特色项目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Brian Austin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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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前语：

          引进海外专家始终是学校的一项重点工作，优秀海外智力已成为学校事业发展的一支
独特的生力军。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部、国家外专局和山东省政府等设立的各类引智项目的
平台和资金，不断加大海外专家聘请力度，聘请人数和层次大幅度提升。2012以来，学校
共引进长、短期外籍专家约计1700余人次。执行的引智项目有：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
划）、“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教育部海外名师
项目和学校特色项目等二十余项。从本期开始，特开设“引智成果”栏目，以展示学校引
智工作取得的各项优秀成果，分享引智工作成功经验，为学校营造“以引智促进发展，以
发展促进引智”的良好互动氛围。

高水平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聘请国际名师特色项目

          项目旨在在本校儿童文学学科长足发展的基础之上，引入国际最高水平学者的研究

智慧，以扩大本学科发展的国际视野，朝世界一流水平的建设目标努力推进。为此，

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团队不遗余力地组织高层次国际会议，举办专家讲座，邀请国际

顶尖学者来我校讲学、研讨，实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既实现了有效的学术交流，

又提高了我校儿童文学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一、主办高层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6月4日至5日，我们主办了首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暨第三届中美儿童文学论坛，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及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在海大齐聚一堂，互相切磋，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这是继2012年、2014年两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之后，中国海洋大学主办的首

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既是中美儿童文学论坛的延续，也是海大儿童文学研究团队国际化

的新开端。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以“中美儿童文学的儿童观”为主题，第二届以“

全球化视野下的儿童”为主题，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儿童文学：理论方法及其实践”，扩

大了议题范围和阐释空间，旨在让路数不一的各国儿童文学学者同台论道，互相借鉴。与

会专家除了来自中国和美国外，还有来自澳大利亚、日本的著名学者。中国海洋大学副校

长李华军出席论坛开幕式并指出，举办本届研讨会，旨在继续为儿童文学学者提供一个国

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儿童文学领域的有学术深度的对话，推动学者之间的国际层面的

合作与交流。当前，中国海洋大学正在积极推进办学国际化进程，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日

益深入。希望通过本届论坛，能够更广泛地汲取国际和国内优秀学者们的宝贵学术资源，

推动中国海洋大学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更上一个台阶。正如美国克劳蒂娅·尼尔森教授在

开幕式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本届国际儿童文学研讨会冠以“首届”的字样，意味着以后

TALENTS RECRUITMENT ACHIEVEMENT     引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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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第二届，第三届，我校的儿童文学研究团队的国际化将迎来更大发展。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化视野，只有“请进来、走出去”，与国际同行

进行对话和交流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大问题。理由很简单，现

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发源于现代化的西方，儿童文学的发展在西方源远流长，理论研究和创

作实践都非常活跃，有很多我们可资借鉴之处。对于我校的儿童文学研究团队来说，能否

有效地深入国际化是关系到团队的长远发展。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我校的儿童文学研究

团队在国际化方面有这样几个特点。

     首先，层次高。这三界研讨会的发言人都是在各自国家、各自领域做出了重大成

绩的儿童文学界领军人物，外方有以两任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主席（克劳蒂娅·尼尔

逊教授和米歇尔·马丁教授）为代表的美国儿童文学界权威、约翰·史蒂芬斯权教

授为代表的国际儿童文学界权威（前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主席）和三宅兴子（日本

儿童文学学会会长）为代表的日本儿童文学界权威，国内有曹文轩教授、朱自强教

授、梅子涵教授、方卫平教授、汤素兰教授等国内儿童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台湾地

区有担任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台湾地区分会会长的游珮芸教授。可以说，这样一个参

会群体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各国、各地儿童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们之间的

思想碰撞所发出的智慧火花让与会者大开眼界。这也是为什么会议消息不胫而走，

在我们未做大规模宣传的情况下国内各大研究机构和媒体人士纷纷来我校参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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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其次，延续性。2012年首届中美儿童文学高端论坛成功召开，与会人员都品尝到了学

术交流的快乐，会议尚未结束，朱自强教授和罗贻荣教授就已经跟美方教授达成共

识，2014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举办第二届中美儿童文学研讨会；今年的国际儿童文

学研讨会的最后一天，朱自强教授、罗贻荣教授、徐德荣副教授又和美方教授坐在一

起，讨论下一届研讨会的举办细节。双方基本达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行下一届研讨

会的初步意向，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中方学者将于2018年移师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

再次进行学术交流。常规化的学会会议保证了双方对彼此研究领域的持续关注，有利于

双方熟悉彼此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热点，开展切实有效的学术合作。这对我校的儿童文学

研究团队的发展来说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三，深入性。在三届儿童文学研讨会的举办过程中我们对外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

新成果和代表性人物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我们充分地利用研讨会提供的资源与与会

学者进行深入合作，也促进会议成果转化。首先，我们邀请了与会专家在会议期间或

会后在我校讲学，深化了研讨会的成果。朱自强教授与克劳蒂娅·尼尔逊教授合作主

编“金质美国当代童书”，优选美国当代最优质的童书，翻译成汉语译介到国内，出

版后市场反响良好，已经出到第三辑。

          二、邀请外籍专家来校讲学

            除了主办高层次的国际会议，我们定期邀请国际顶尖儿童文学学者到我校进行讲学，

TALENTS RECRUITMENT ACHIEVEMENT     引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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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际最前沿的研究动态介绍到国内，有效地提高了我校儿童文学研究团队的国际化水

平。

          ※2016年6月5日-12日我们邀请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约翰·斯蒂芬教授来我校讲学。

     约翰·史蒂芬斯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艺术学院的著名教授，主要从事包括电影和文

化研究在内的儿童文学研究。史蒂芬斯教授是《儿童小说的语言与意识形态》（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1992）和《重讲故事，构建文化》（Retelling Stories, 
Framing Culture，1998，与罗宾·麦卡勒姆合著）这两部著作的作者。同时，他还主

编了两部文集——《成为男性：儿童小说与电影中的男子气概》（Ways of Being Male: 
Representing Masculiniti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2002）和《亚洲儿童文学与电影中的主

体性》（Subjectivity in As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2013）。2008年，史蒂芬斯与克

莱尔·布拉德福德、克里马兰以及罗宾·麦卡勒姆合著的《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国际新秩

序》（New World Orders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Literature）由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出版，

该书研究了国际新秩序对儿童文学的影响。此外，他还撰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和两本关于话

语分析的著作。他的《语言与意识形态》（Language and Ideology，有中文版）至今仍是

儿童文学意识形态、读者定位以及话语分析研究的标准性参考文献。在这部著作中，史蒂

芬斯论证了儿童文学研究与诸如主体性、读者的主体地位、聚焦、互文性和狂欢化等概念

之间的关联性。

     史蒂芬斯教授在1993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会，并在1997年至

1998年期间担任学会主席；他作为编委成员为多份期刊审稿；他定期参加学术会议，还在

世界各地的机构发表演讲、举行学术座谈会。他于2008年至2016年期间担任《国际儿童文

学研究》编辑。

  史蒂芬斯教授于2007年荣膺第十一届国际格林兄弟奖（International Brothers Grimm 
Award），并于2014年获得安妮·德菲若·乔丹奖，这两个奖项均是为了表彰他在儿童文

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

        史蒂芬斯教授2016年6月5日至12日的讲座题目包括：

      1.《儿童小说中思维、主体性和复杂人物形象的塑造》（Theory of Mind, Subjectivity, and 
the Creation of Complex Characters in Children’s Fiction）

     2.《青少年小说中的认知地图和社会生态学》（Cognitive Maps and Social Ecology in 
Young Adult F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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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儿童文学和电影中的哥特地形学》 （Topographies of the Gothic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

          4.《韩裔美国人青少年电影中的表演性、性别和民族性》（Performativity,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Korean American YA Fiction）

       史蒂芬教授在讲座中分享了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的最前沿理念，对于提升我校儿

童文学研究的国际水准有重大意义。

       2017年我们加大了邀请国际顶尖学者来校讲学的力度，从5月份开始将有6位国际著名

学者来我校开展一系列讲座，这将会我校的儿童文学研究带来更大的发展契机。

        在中国儿童文学努力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国际化，是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海洋大学儿童文学学科开设早，起点高，在全国高校中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由朱自强教授领衔的儿童文学研究团队，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一

直走在国内前列，已经成为跨学科的国际化团队。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高端外国专家项目：Brian Austin教授

           把Brian Austin教授是国际著名微生物学家及水产病害学家，曾任英国赫瑞奥特-瓦特大

学（University of Heriot-Watt）生物系主任，现任英国斯特林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

水产学院院长（2016年退休），伯杰氏国际微生物分类学会（BISMiS）主席。长期从事

水产养殖动物病原菌的诊断和控制、细菌分类学和生态学、海洋微生物学及海洋生物工程

等研究，尤其在鱼的细菌学病害的研究方面成绩卓著。目前共发表SCI论文260余篇，他引

9000余次；撰写专著9本，其中“Bacterial Fish Pathogens: Disease in Farmed and Wild Fish”

的影响最大，自1987年出版后就得到全世界鱼病研究工作者的普遍认同并成为多数鱼病论

文的必引之作，该书又分别于1993年、1999年、2007年、2013年再版4次。

        Brian Austin教授与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的合作关系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与徐怀恕教授

的合作。八十年代初，他们同在美国马里兰大学Rita Cowell 教授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各

自回国后，将良好的合作关系继续保持下来。Brian Austin教授与徐怀恕教授共同发起，

联合比利时及厄瓜多尔科学家申请并获得欧洲联盟国际合作科研项目“对虾苗期细菌性病

害的诊断与控制”（1994-1997）。其中中方研究经费约11万美元。通过该项目资助，对中

TALENTS RECRUITMENT ACHIEVEMENT     引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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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北方对虾苗期细菌病害做了深入系统研究，发表了研究论文26篇，提高了我国对虾病

害的研究水平。

徐怀恕教授（左）与Brian Austin教授（中）（1992年摄）

       由国家外专局“外国文教专家项目”、“海外名师讲堂”等项目资助，Brian Austin教

授在2005年~2016年期间多次访华。每次来中国海洋大学访问期间，Brian Austin教授都会

为海洋生命学院本科生及研究生讲授“海洋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学”课程，指导研究生

论文写作，并与中国海洋大学及相关科研单位的专家交流海洋微生物领域的研究进展。这

些访问和交流为推动海大乃至国内水产致病菌的防治研究做出了贡献。

Brian Austin教授为中国海洋大学生命学院本科生授课（2016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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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an Austin教授作报告（2016年摄）               Brian Austin教授与黄海水产研究所专家
                                                                                                        交流（2009年摄）

          Brian Austin教授拜访山东大学李越中              Brian Austin教授（中）参观莱州大华

                    教授实验室（2009年摄）                                    养殖场（2005年摄）

     此外，Brian Austin教授还积极推动中英双方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张晓华教授即为徐怀

恕教授推荐至英国赫瑞奥特-瓦特大学Brian Austin教授处攻读博士，归国后现在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工作，并接替徐怀恕教授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海洋生物工程中

心（BETCEN/BAC/UNESCO）主任。另外，还邀请中国海洋大学多名青年教师赴英国进

修学习，张晓华教授还推荐多名研究生赴英国赫瑞奥特-瓦特大学及英国斯特林大学攻读

博士，并顺利毕业。这些青年教师和学生也已经成为我国水产微生物研究领域的新生代力

量。张晓华教授与Brian Austin教授还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海洋弧菌溶血素

的研究（2004-2007）。在该项目资助下，Brian Austin教授与张晓华教授联合发表SCI论文

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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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rian Austin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的海洋微生物尤其

是水产致病微生物研究发展迅速，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项

目、863计划重点项目等资助，张晓华教授也获得“新世纪优秀人才”称号，相关研究成

果获得国家海洋局海洋创新成果二等奖（哈维氏弧菌溶血素的发现与致病机理，2014）及

青岛市自然科学二等奖（海水鱼类主要病原菌的致病性及其环境适应机制，2014）。并于

2015年成功举办“海洋微生物学国际研讨会”。该会议参会人数超过300人，包括来自8个

国家的31位外国专家。56位专家同行做口头报告及114位专家同行提交墙报。Brian Austin 

教授受邀担任大会主席。 

海洋微生物学国际研讨会合影

                                                                                                                                  海洋生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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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程星来校访问并做报告      

         2017年6月27日，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程星博士来到中国

海洋大学，就进一步加强两校间学生交流等有关事宜进行交流。副校长李华军在行远楼

第四会议室与程星协理副校长一行进行座谈。

　　李华军代表学校对程星协理副校长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学校的历史

沿革、学科建设、校园规划等基本情况。他表示，香港城市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有着教

育部“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的合作基础，希望通过程星协理副校长的来

访，进一步加强两校之间的学生交流，并以此为契机，推进两校在其他领域开展实质性

合作。

      程星在讲话中对香港的高等教育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的发展情况做了介绍。他感谢中

国海洋大学对两校学生交流活动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希望今后活动内容更为深入、形

式更为丰富。同时，他期待两校之间能够从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面开拓新的合作领

域和平台，多角度地增进合作交流。

      座谈会上，学校教务处、研究生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各自分管的

工作与程星协理副校长一行进行交流。双方商定，两校学生交流将着重突出传统文化、

海洋文化、志愿服务等内容，在教育部“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指导下进

一步展开务实合作，并积极推进中国海洋大学学生赴香港城市大学短期交流。此外，两

校将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适时推进中国海洋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赴香港城市大学进

修学习。

      27日下午，程星协理副校长为学校师生带来题为《大学国际化的底线》的讲座。他

倡导大学生建立国际视野，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环境下，认真思考，获得较为全面的

认知；各高校应把握当代大学国际化的底线，构建合作交流平台，积极推进互访活动的

深入开展。                             

                                                                                                                     港澳事务办公室 李珍

学校举行三项“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活动   

           作为2017年教育部港澳台办“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即“万人计

划”）的组成部分，由中国海洋大学港澳事务办公室主办、学院承办的三项青年交流活动

港澳台交流   EXCHANGES WITH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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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近日举行。

“海纳百川·众志成城”青年交流活动——

         2017年5月18日—23日，香港城市大学师生一行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参加为期7天的“

海纳百川·众志成城”青年交流活动。本次交流活动由中国海洋大学港澳事务办公室主

办、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     

    

         

     交流活动形式多样、内涵丰富，通过文化考察、体验式交流等方式，增进两校青年学

生的沟通与了解。交流活动中，特邀嘉宾国学专家刘怀荣教授做题为《中华文明与齐鲁文

化》的传统文化讲座，来访嘉宾香港知名作家马家辉先生做题为《理想的图书馆---分享

我的阅读启蒙经验》的讲座，两场讲座妙语连珠，精彩纷呈，深受师生喜爱。

      接下来的行程中，全体成员实地参观学校的宿舍、食堂，体验“海纳百川、取则行

远”的文化氛围；前往青岛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滨海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随后，全体

成员前往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聆听儒家文化专题讲座。寻访泰山之行，让大家再次

感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走进齐鲁文化的深处，感受独特的山东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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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此次交流活动在开营仪式上将全体营员分为五个小组，各小组在整个交流活动

期间分别从城市文化差异、传统文化调研与文创设计、饮食特色、语言风格等角度展开

调研。5月23日的课题汇报会上，同学们以声情并茂的讲解、图文呼应的展示赢得阵阵掌

声。欢送晚宴上，同学们载歌载舞，或气氛高涨、欢脱悦动，或情绪浓烈、难舍难分。来

自香港城市大学的陈维彬同学表达了对我校师生热情接待的感谢与临行前的依依不舍，他

写道：“七天来，每一时刻、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都满载我们的足迹。但时间就在

我们贬眼间偷偷流走了，刚打破了隔膜、刚建立了友谊，大家的初次见面彷佛就在昨天，

却已到了离别的时候。但分开不等于终结，交流团只是一个开端，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距离

不会阻碍我们友谊的发展。”

“海纳百川·共筑明天”青年交流活动——

         2017年6月6日—11日，香港教育大学17名学生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参加为期7天

的“海纳百川·共筑明天”青年交流活动。本次交流活动由中国海洋大学港澳事务办公

室主办、法政学院承办。

         

         本次交流活动包括内涵深厚的文化讲座、生动活泼的参观考察、趣味横生的课题研

讨等内容。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陈鷟首先为全体师生带来题为《孔子与儒家思

想》的文化讲座，从孔子生平、儒家思想来源、核心理念与体系、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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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来等方面娓娓道来，为师生带来一场传统文化的精神之旅。         

         接下来，全体成员实地参观学校图书馆、实验室、校史馆，体验“海纳百川、取则

行远”的文化氛围；游览青岛著名历史人文景观栈桥、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八大关、

信号山，感受这座滨海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寻访曲阜、登顶泰山，感受儒家文化。此

外，此次交流活动将全体营员分为城市文化、饮食文化、校园文化三个兴趣小组，将思

索与探究贯穿始终。 

         欢送晚宴上，香港教育大学同学为海大师生送上精心准备的手工礼物，13幅饱含真

诚、友爱与感谢的画像、文字，凝结了两校青年学子深挚的情谊。

“相约海大·行远励志”青年学生交流活动——

          2017年6月12日—24日，“相约海大·行远励志”青年交流活动举行，来自香港公

开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和我校的共30名师生代表参加交流活动。本次交流活动由中国海

洋大学港澳事务办公室主办、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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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成员首先听取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付欣老师的讲座。讲座主题为“全球

视野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以宏观的视野分析了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该如何走

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之路，同时还穿插着一些大陆与香港不同生活方式的比较与分

析。讲座后，同学们和王老师积极进行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为进一步加强两地同学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团队精神、增进感情，以“挑战自我，

荣耀团队”为主题的团队拓展训练于6月14日下午14点在中国海洋大学东区体育场开展。

交流团同学们分成三队，绘制了富有创意的队旗。分组比赛包括“一圈到底”、“不倒森

林”、“贪吃蛇挑战”等项目，同学们展现出了大学生的青春与朝气和极强的凝聚力，磨

砺了意志、提升了自信心，也从中体会到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青年学生交流活动是学校港澳事务办公室“港澳台事务生态圈”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交流活动的举行，有力地促进了香港师生对海大、对青岛、对山东的了解和认识，

增强其对内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认同感。两地师生也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和互动，

推动了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
                   

                                                                                                                                          港澳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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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交流心得体会           
海洋与大气学院2014级博士生 席婧嫄

交流学校: 哥本哈根大学

交流时间: 2016年12月-2017年4月

          丹麦是个美丽的童话王国，而位于其首都的哥本哈根大学则是北欧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之一。自建校以来500多年，从中世纪的学术先师同教廷、国王的抗辩，到本世纪上半叶

两位科学巨匠玻尔与爱因斯坦之间的学术争论，哥本哈根大学的学者们共同谱写出一部探

索真理、追求极至、繁荣文化、开拓文明的教育创业史。而弥漫在这里浓郁而清新的学术

自由空气，使这所古老学府历久常新。

       我是个幸运儿，有幸在博士的第三年争取到前往哥本哈根大学访问学习的机会。在短

暂的五个月学术访问期间，我不仅跟随Markus Jochum教授学习了近惯性波的参数化设

计，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了欧洲国家的学术体制以及科学探索精神。

          不同于我国的应试教育，欧洲国家更为侧重的是学生的启发式教育，任何问题没有绝

对的对与错，只要你能够做出合理的阐述和证明，那都是正确的。正是人人持有这样的观

念，才激发出一批批具有探索、求知、批判、创新的科学家们。深有感触的一次经历是：

我到丹麦的第二周，来自荷兰乌得勒支大学的Henk Dijkstra教授在公共教室里做关于厄尔

尼诺的报告，报告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师生们不仅都踊跃的提问，更是有一个年轻的学

生直接针对他的结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随后两个人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

周围的听众也自发加入了讨论之中，使得原本半个多小时的报告会变成了两个小时的辩论

会。虽然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通过大家的讨论和争辩，我了解到更多关于厄

尔尼诺的发生机制和研究现状，这比单听一个报告获得的知识更多，同时也被欧洲学术界

这种畅所欲言的学术氛围所感染。

          在丹麦交流学习这几个月，我发现这里基本没有所谓的“书呆子”，每个人都是多才

多艺，都有很丰富的业余生活。我所在的办公室还有两个丹麦的博士生，其中一个加入了

乐队，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去参加乐队活动；而另一个人则每天晨跑，每周四都会去游

泳，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健康的体魄。同时，在这里你很少会看到人们加班加点的办

公，所以下午6点之后很难看到还有人留在办公室，并且我也曾问过很多人回家之后是否

还继续工作，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在丹麦这个国家，一是因为国家的福利高，大家的

压力相对于中国小，所以不需要拼命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在工作时间都能做到

认真高效的工作，因此在下班之后也就可以做到完全摆脱工作的束缚，全身心的投入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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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当中。不仅学校里这样，街道的商店也是如此，除了大型的超市，其他的店铺一

般都是上午10点开门，下午5、6点关门，因此，相对于挣更多的钱，大家更在意的是享受

生活每一天。

        此外，根据我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学习经历，有两点我认为是我们的大学可以直接引进

学习的，一是期末的考试制度：这里本科二年级以上的考试基本没有笔试，学期结束之

后，授课老师会安排出一至两天的时间来对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情况进行考核。通常老师会

列一个名单，学生按照名单的顺序单独进入老师的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考试。而考试的内

容也是随机的，老师通常会给出一个问题，让学生针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和讨论。

当然，这些问题是不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这不但检验了老师是否能够提出高水平的

问题，也考察了学生是否对某一学科的知识具有灵活而全面的了解。这种考试制度，在我

看来是可以避免中国自古至今“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督促着学生勤于思考。

而另一个可以借鉴之处则更适用于目前我国的科研院校：我访问的研究中心为哥本哈根大

学的波尔实验室下的气候中心，这里每周五中午都会有公共午餐活动，想要参加的学生或

者老师每学期需要交纳一部分餐费（大部分师生都会参加）。而每周的饭菜都是自助式，

大家取完餐之后就围坐在中心的会议室里，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学术上的事，生活中的

事，甚至是一些八卦趣闻。这种聚餐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吃顿饭，而是为了增进大家的感

情，让我们可以熟知周围的人都在做什么，都在研究什么方向，并且打破师生之间那种固

有的隔膜，使得研究团队更像是一家人，遇到科研或者生活中的问题时也可以齐心协力一

起解决。

          这次出国学习使我增加了自己的阅历，开拓了视野，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和学校应

当鼓励更多的学生走出国门，去外面多走走，多看看。对于每一个曾经出国留学或者访问

的人来说，出国学习都是我们人生中很宝贵的经历，它对于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会有很

大的影响。通过留学我们除了可以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领略到国外先进的教育理

念，还可以体验到国外丰富的文化和风俗，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而另一方面，由于我们

中国的学生大部分的独立生活能力都不如国外的学生，出国留学可以很好地锻炼我们独立

思考与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磨砺我们的毅力，增强我们的灵活应变性，并且在独立生活

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不断培养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理财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这对于我们

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有利的。同时对于国家来说，由于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时代，科

学技术正在高速发展，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出国留学可以使我们接触到先进

的科学知识和管理手段，将来回国之后可以大大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通过不断学习

可以不断缩小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感谢学校给我这次机会走到外面去看看世界，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弟学妹们可以争取到出国的名额，去到自己心仪的地方增长见识。

而我在国外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所受到的启发也必将在日后的点滴生活中回报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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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总结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级博士生  刘世昊

交流学校：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交流时间：2015年9月—2017年4月

          2015年9月，怀揣着对留美生活的美好向往，与北京的两个小伙伴同行赶上了赴美留学

之路，开启了我长达19个月的留学生活。

         申请CSC奖学金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由于国内课题组在此前并未与国外课题组建立良

好的合作关系，我只能在互联网与阅读过的文献中寻找可能的合作导师。可能是硕士学习

期间良好的文献阅读习惯，让我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合作导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地球

物理研究所的John A Goff研究员。John是很绅士，但也很严肃的研究员，在他的帮助下，

我顺利拿到了邀请函，修缮完成了研究计划。不过，此时，英语仍然是阻碍我赴美的一

座大山，在经历了两次雅思失利之后，我毅然选择了赴成都进行CSC的英语培训，并在约

50%的淘汰率下顺利拿到结业证书。

          在顺利获得CSC留学资格之后，仍然有一大问题摆在我面前。由于在海大仅有一年的

学习时间，同时国内导师希望我能顺利完成学业，按时毕业，使得我的毕业压力十分大。

在此特别感谢John与李老师，让我可以弹性选择我最后完成毕业论文的课题，并给予我大

力支持。

         初到美国，巨大的文化差异让我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不过文化休克、语言等问题接

踵而至。尤记得第一次和John交流的时候，我那蹩脚的英语和一句一个“pardon me”，

让我们的交流难以为继。这时，以往的专业知识储备帮了我大忙，让我在此后的交流中连

蒙带猜能勉强理解他的意思，工作得以安排，也慢慢建立了自信，开始逐渐与周围的人交

流。John让我独立完成他此前在美国纽约长岛地区的地球物理勘察的解译工作以及文章的

撰写，并指出他给予我适当的辅导，但是更多需要依靠我本身的理解与摸索去完成研究。

我很喜欢这样的培养方式，既可以培养独立完成科研的能力，也可以积累大量的知识背

景，加之这与我硕士期间的被培养模式极为相近，让我在学习上快速适应了美国生活。其

次，John让我参与了他与Sean P.S. Gulick教授的组会，以及研究所每周的学术研讨会，在

会上我结交了不少同级的美国研究生伙伴，也得此机会吸收了不少美国较为先进的研究理

念，并展示了我在国内与国外的研究成果，与大家进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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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6年，我的留学生活逐渐进入正轨，但是由于地处德克萨斯州，加之不会开

车，休闲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使得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科研工作上。除了继续独立

开展科研数据处理、分析与解译工作外，我还在4月赴麻省 Woods Hole参与了R/V Endeavor
号科考船的振动样取芯工作，于5月至6月赴德州Free Port参与了德州大学每年一度的海洋

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的野外实习课程，在R/V Pretty和Manta上进行了为其5天的海洋地球物

理勘察，积累了大量的野外调查经验，也感叹于美国科学家与科考船工作人员对于科学研

究的敬业精神，的确存在不少值得我们国内科研工作者学习的地方。学术上，通过与John

的探讨，我们决定从沟谷系统发育、表层地貌特征以及障壁系统演化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项目数据，具体而言，将从这三个角度分别完成三篇高质量论文。这也是我本次联合培养

学习的最终目标。以目前总结的角度来看，我在这方面算是完成了任务，目前已有一篇文

章发表于Marine Geology（SCI二区），一篇投稿至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SCI三区）

，第三篇目前仍在John处审核修改，不过这也使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和交流。同

时，在美学习的经验也使得我对于处理此前分析的国内数据更加炉火纯青，在此阶段，

基于国内的数据，我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至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SCI二区）和

Indian Journal of Geo-Marine Sciences（SCI四区），这也帮助我顺利获得了2016年度博士国

家奖学金。

          学位论文一直是我留学期间最为担心的内容。赴美前我和国内导师原本拟定了学位

论文的方向与大致内容，不过由于我赴美后实验数据进度滞后，一度让我十分绝望。好在

与John和李老师沟通后，及时进行调整，John十分大度地建议我采用美国的数据撰写毕业

论文，这让我研究压力减小了不少，也保障了我能如期完成并提交毕业论文。同一时期，

我也拿到了美国驾照，购置了一辆二手车，逐渐摆脱了宅男的生活，开始更多地近距离地

接触美国的风土人情。2016年底，在John的资助下，我赴旧金山参与了AGU年会，并进行

了poster presentation。在我展示poster的当天，得到了不少国际学者的驻足与问询，让我知

道我所参与的研究是有价值的，我所进行的联合培养是有价值的。

          总结这长达19个月的留学生活，一者我在生活上更多独立了，开车、买菜、做饭、旅

行就不在话下；二者我在科研独立性上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初步具备了独立开展科学研

究的能力；三者在学术上，我更多地接触到了国际较为前沿的海岸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的科

研热点，也感受到了国内目前还存在的差距，同时学习到了美国学者在对待科学研究的态

度与精神，这让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受益匪浅。目前我已回到祖国，希望能以我本次留学生

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尽我的绵薄之力，为国家的科研发展增砖添瓦。

OVERSEAS EXPERIENCE    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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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6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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