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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会员单位：

感谢贵单位在过去一年中对上海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工作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成长和进

步离不开会员单位的信任、关心与配合。回顾

2021我们特别制作了这份Newsletter，记录

协会过去一年中的大事件和闪亮点。新的一年，

希望贵单位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我们也

将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一路同行，感谢有你！展望未来，任重

道远！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不忘初心，携手前

行，共赢未来！

祝各会员单位虎年大吉，工作顺利，万

事如意！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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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员入会颁证仪式

2021年1月20日，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2020年度秘书处的工作及相关提案，对协会未来发

展提出设想与建议。会议审议通过22家新申请入会的会员单位正式加入协

会大家庭，3月25日颁证仪式在协会举行。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大会顺利召开

2022年1月13日，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第七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选举大

会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协会章

程修订稿及会费标准调整提案。

当天下午，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姜海山，副会长汪荣明、丁树哲、刘国华、杭虹利，秘书长李维平和监事会监事长

伍巧芳。会上还通过了35家新入会会员单位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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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会议

2021国家留学基金委

公派留学项目申请线上说明会

2021年1月29日，协会在线上开展了2021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

留学项目申请说明会，为协会高校会员单位的师生做“解读国家公

派出国留学”的专题讲座，帮助各有关高校完成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奖学金项目申请。

中澳校长云论坛

——昆士兰、上海、成都三地共话STEM教育

2021年3月11日，由昆士兰州政府贸易投资厅、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成都市教育对外交流中心主办，昆士兰州政府国际教育署、上海市黄浦区教

育国际交流中心、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承办的“中澳校长云论坛——昆士兰、

上海、成都三地共话STEM教育”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就“STEM教育”这一

主题从多角度开展研讨，分享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共商未来STEM教育所面临

的挑战与发展。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

最新政策和薪酬购汇指南政策宣讲会召开

为做好上海市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外国人来华工作的管理和服务，

确保各学校及时掌握外国人来沪工作最新政策，4月15日协会举办了

2021年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最新政策和薪酬购汇指南政策宣讲会。

本次宣讲会邀请到上海市外国人来华工作服务中心的潘赟浩老师为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进行外专政策专题解读。本市20所外籍人员子女

学校的人事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日基础教育交流线上研讨会

会员单位座谈会

2021年5月21日，协会举办了一场以非学历教育机构、教育

类公司以及部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主要参与对象的会员单位座

谈会，共计30家会员单位出席并发言。座谈会还邀请到多位来自

不同教育机构的嘉宾共同参与。会上嘉宾们分享了当前疫情形势

下，各自对于学校招生、教学以及国际交流的一些想法体会，以

期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教育法律公益分享会

2021年7月23日，协会携手会员

单位上海帝诺教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举办了一场与教育法律相关的公益分

享会，为会员单位提供境内外教育相

关法律的免费讲座及咨询服务。

2021年6月23日，由协会主办的

“中日基础教育交流线上研讨会”成

功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名古屋总

领事馆教育领事吴波老师、协会下属

分支机构日语教育研究工作委员会秘

书长郭侃亮老师受邀参加，与大家在

线交流，就“疫情下如何进一步推动

两国青少年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开

展讨论。本次研讨会总结的未来重点

发展方向有：加强中日学生的培训与

交流，特别是与日本大学的互动；保

持与名古屋当地学校缔结姐妹学校的

传统；开展中日教师交换互访项目，

提高教师的教研水平等。



“一带一路”波兰华沙大学项目宣讲会

2021年11月25日，协会在线举办了“一带一路”

华沙大学宣讲会，邀请了华沙大学中国项目执行主任

为会员单位介绍“一带一路”交流项目。来自上海14

所高校负责国际交流工作的老师参加了此次活动。此

次宣讲会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教育合作

交流，搭建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教育交流合作平

台。

云游冲绳，促进交流

冲绳教育旅行线上宣讲会

2021年12月15日，由冲绳观光会议局主办，冲绳县上海事务所、上

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及下属日语教育研究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冲绳教

育旅行线上宣讲会”顺利举行。活动共分为PPT讲解、视频欣赏，及首里

城实况转播三个环节，使与会人员能够通过多种方式“云游”冲绳。

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
竞赛准备周会议

为指导各学校做好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一校一队”竞赛准备周

会议视频拍摄制作工作，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于2021年12月28日在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召开说明会。会议当天世赛局大型活动部主任、市

教委国际交流处领导、我会李维平秘书长以及参与活动的6个区教育局、

35所小学项目负责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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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境外学生看浦东”

中文风采展示活动决赛及颁奖仪式

2021年6月1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境外学生看浦东”中文风采展示

活动颁奖仪式隆重举行。获奖学生和他们的指导老师齐聚一堂。上海耀中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芦苇编织》、上海市进才中学国际部的《浦东喜庆

剪纸习俗》、上海市实验学校国际部的《古船模型制作技艺》和上海日本

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上海绒绣》等四部获奖作品被邀请上台展示。

“境外学生看浦东”活动可谓凝聚了浦东力量，彰显了浦东风貌，传播了

浦东非遗文化，印证了浦东的创新精神。

浦东新区“境外学生文风采展示”活动

“诗情·画意”项目启动会

2021年11月26日，上海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和浦东新区教育局再

度携手举办“境外学生中文风采展

示”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诗

情·画意”。希望通过“古诗词+绘

画”的形式，图文并茂地展现中华

民族的文化瑰宝——唐诗宋词的精

华，激发学生对于中华古诗词的热

爱和学习中文的热情。



线上课程

文化讲座

故宫文物保护专家、历史学者

教授大咖纷纷来到同学们中间，以

《建筑、藏品和故事》、《紫禁城

的门》以及《紫禁城的学堂》等为

主题开展文化讲座活动，带领同学

们走近故宫，用故事将一座座古老

的宫殿串联起来，同时也串联起故

宫漫长而悠久的历史。

故宫研学营

2021年7月5日，故宫博物院《家

园》主题演讲研学营正式出发前往北

京，活动为期6天共有25名学生和2名

带队教师组成。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

部专家为同学们授课。同学们也在老

师的带领下，实地深度探寻故宫建筑

的细节和背后的故事。最后，同学们

带着对“家园”主题的理解，用英文

分享了这几天的所学所思。

主题演讲

2021年度的地球村项目上下半年

分别以《家园》和《我在故宫。。。》

为主题开展主题演讲活动。同学们用

流利的英文表达自己对故宫的认识、

对家园的热爱。获奖的同学还于暑假

期间前往故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

生一起，跟随故宫专家一同来解读这

座古老宫殿背后的历史与文化。

GoodTalk（地球村）国际青少年双语演讲大会

共30集，每集10分钟左右的故宫

文化主题培训课程，以中英双语的形

式向同学们介绍故宫的宫殿、建筑结

构、彩绘、节庆、习俗、饮食等，展

现中国人民的勤劳与智慧的同时逐渐

打开故宫的神秘大门。



“小学生汽车文化筑梦课堂”

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委托，2021年3月起上海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开始组织本市学校开展“小学生汽车文化筑梦课堂”项目。

该项目以全球先进的STEAM教育理念作为课程设计指导，旨在拓展

少年儿童的视野，兼顾动手能力与思维能力的提升。

第一期，普陀区回民小学、华阴小学、长征中心小学、洛川学

校的435名学生完成了“小学生汽车文化筑梦课堂”项目的学习。

2021-22学年秋季学期联建小学、新普陀小学、七宝实验小学也相继

加入进来。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纯公益项目，在上海也受到

越来越多学校和学生的喜爱。

“小学生汽车文化筑梦课堂”项目实施以来参与各校均积极开展各

类教学活动，有的结合学校的各类基础课程，有的以社团兴趣课的

形式将项目带给学生。同学们还报名参与了“我和我的家乡”筑梦

课堂汽车创意评选活动。最终推选出23幅作品参加了全国评选，其

中《炫彩申之夜》、《红色石库门》、《魔都旋风》、《世博之

路》、《家乡情向党行》5幅作品获得全国一等奖。



由上海市教委主办、杨浦区教育局承办、上海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杨浦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心共同协办的

“2021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今年首次以在

线方式于7月19日至30日举行。邀请了17个国家的19个

友城的180余名师生参加，同时在全市范围内招募了140

余名优秀学生代表作为志愿者，与外国营员“一对一”结

伴参加网络课程，共同完成线上学习活动。

 

2021上海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夏令营

2021年2月，中国农历春节期间，协会携手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一同举办了“我在上海的欢乐中国年”春节短视频征集活动，鼓励在沪过

节的外国中小学生拿起手机或者相机，记录下与家人在上海过春节的美好

瞬间。我们共收到27份作品，它们分别来自上海哈罗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上海协和国际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上海法国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杨浦）、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国际部以及洋泾菊园实验学校的外籍小伙

伴们。作品内容丰富，角度独特，表现形式也是各具特色，可以说每一份

作品都是同学们的用心之作，记录下春节美好的回忆。

为提升青少年国际沟通能力，用英

文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2021年10月，

人民画报社经中国外文局批准，联合中

国网、当研院，以人民画报社《英语角》

杂志为依托，举办“讲好中国故事”系

列赛事之 一“青少年英语视频创作大

赛”。协会对此次活动进行了宣传推广，

并收到超过40件作品参加创作大赛。

青少年英语视频创作大赛

 

上海欢乐中国年视频征集活动



“外交官进校园”公益讲座

体验非遗，传承经典

上海日本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非遗体验

2021年10月12日、13日协会携手欧厚教育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邀请现任中国公共外交

协会副会长罗林泉大使分别来到上海七宝德怀特

高级中学和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为学生们带来

两场精彩的公益讲座。12日下午的讲座同时还有

10所学校，共1500余名师生进行了在线观看。

罗大使曾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驻希

腊大使、中国驻爱尔兰大使、中国驻旧金山总领

事。他以朴素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述了11年前撤离

在利比亚中国公民行动中的难忘经历，让大家仿

佛一同参与到了2011利比亚撤侨事件中。

2021年10月20日，上海日本人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的

19位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协会进行甲骨卜辞制作、

大唐胭脂和文房四宝的非遗文化体验。3位授课老师分别

讲述了非遗文化的前世今生，带领学生探寻中华传统文化

的奥秘，亲手制作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非遗作品。课后，同

学们各自拿着作品，互相讨论、欣赏。这次的体验让他们

感触颇深，认识到非遗就在日常生活里，既可能是寻常的

生活用品，也可能是精美的工艺品。大家希望以后可以接

触更多的非遗主题活动。

2021东亚青少年和平营地活动

韩国仁川文化交流活动（线上）

2021东亚青少年和平营地活动由韩国仁川广域市教育厅东亚国际教育

院主办，上海地区由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与东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协办，汇聚了中、韩、日、俄等国家超百名学生参加。自2021年10月起，

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线上文化互动交流活动。最终的文化交流成果展示表

演活动于12月17日在仁川举办，同时进行六国在线直播互动。其中上海市

延河中学的同学们表演了中国传统民乐合奏《荷塘月色》，上海工商外国

语中学及温州十四中也派学生代表分别用英语和韩语进行发言。整场活动

围绕“和平”这一主题，展现了各国文化特色，搭建起青少年间友谊的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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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新会员单位颁证仪式

• 上海工艺美术学院非遗传承体验活动

• 外籍教师服务培训会

• 职业教育相关活动及讲座

敬请期待

To be Continued…

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