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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秀中 摄影 陈相伟）冬日暖
阳，群贤毕至，高朋满座。12月 28日，来自政府部

门、领事馆和全球各地的环地中海研究领域的领
导、专家学者齐聚于小和山下，共同见证浙江外国

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的成立，并出席首届环地中

海发展·西溪国际学术会议的研讨。外交部原副部
长杨福昌，中联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前驻伊朗、
阿联酋、荷兰大使华黎明，中国前驻约旦、伊朗、土
耳其大使郁红阳，浙江省社科联一级巡视员邵清，
浙江省外办（省港澳办）党组成员、副主任陈江风，

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等出席，校长

洪岗出席并讲话，副校长张环宙主持。

中国中东学会会长杨光、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
殿利、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黄平、清华大学社

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

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东北师范大学教授李晓

东、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浙江文

物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所长郭长刚以及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复旦
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西北大
学、西南大学、宁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山西师

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

题研究院、国观智库、杭州美苑研究院、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石油报》、《南方都市报》的专家学者莅临
现场。

土耳其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朵阿·欧麦兹、中

国最高法院商事法庭法籍专家委员陶景洲、英国埃

克塞特大学研究员西万·赛义德、西安外国语大学

波斯语伊朗籍教师家乐等外宾也应邀参加。

浙江省发改委对外开放处处长谭燮良、浙江省

社科联科研处处长胡晓立、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办主任倪国良、携程集团副总裁李欣玉、猫眼
娱乐副总裁席伟航、中仓仓单总经理杨沁河、吉利

汽车国际销售公司商务总监孙晓婷、巨石集团发展

战略部总经理沈国明、至臻资本创始人甘峰等嘉宾
参加会议。

洪岗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简要介绍了我
校发展的基本情况。洪岗指出，环地中海研究院成

立，是学校进一步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工程，拓展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领域，助力“一带一路”、开放

强省建设的重大举措。他强调，本次会议必将激荡

出新的火花、凝结出新的成果，必将为中国与环地

中海沿线国家文明交流互鉴、多领域合作发展提供

更加宝贵、更有价值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建议。

“真诚期望我们以本次会议为起点，加深了解、

深化合作，绵延出深厚而持久的友谊。”洪岗表示，
学校将高度重视、加大投入、集聚资源，努力把研究
院打造成集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于一体的高端特
色智库。

学校的建设发展一直以来得到了各级政府部
门和学术组织的大力支持，与会领导嘉宾纷纷为学
校发展建言献策。

邵清对浙外“环地中海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
贺，对我校积极服务国家和我省重大开放战略，依

托学科专业特色，集聚人才智力优势，大力推进国

别区域研究和新型智库建设表示赞赏。他表示，省

社科联将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浙江外国语学院和
环地中海研究院的人文社科研究和智库建设，共同

推动我省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更上新台阶。
大国需有大智，强省必先强智。陈江风在致辞

中表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浙外成立

“环地中海研究院”，是浙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响

应，也是浙江努力实现从开放大省向开放强省的历
史性跨越。

中东学会会长杨光对环地中海研究院的成立
表示祝贺。针对目前国内对地中海区域研究不充

分的现状，他期待浙外环地中海研究院能产生出高
质量的科研成果，培养出优秀的区域研究人才，为

扩大和深化对环地中海区域的认识、服务于我国的

对外关系发展作贡献。

随后，举行环地中海研究院成立揭牌仪式，邵

清、陈江风为研究院揭牌，杨福昌、于洪君和洪岗登
台见证。学校决定，“西溪学者”（杰出人才）马晓霖

任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洪岗为马晓霖颁发聘书。

环地中海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院？“这

是一个融国别区域研究与资政服务于一体的智库，

将服务浙江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填补中国环地
中海区域研究的空白。”马晓霖说。

仪式上，学校聘请于洪君、于殿利、王健、白一、

白钢、冯玉军、华黎明、刘中民、刘斌、李绍先、李晓

东、杨光、杨福昌、汪晖、张燕生、郁红阳、郭长刚、陶

景洲、黄平（按姓氏笔画排列）19位学者为研究院
特聘顾问。聘请王泰、王新刚、车效梅、田士臣、冯

璐璐、西万·赛义德、任孟山、孙德刚、李秉忠、吴成、
何志龙、张金平、金良祥、赵磊、唐志超、梅建明、韩
志斌、薛庆国、冀开运、魏敏（按姓氏笔画排列）20

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聘请王琼、王霏、刘宁洁、李

响、杨卫东、张睿亮、家乐（按姓氏笔画排列）7位学
者为研究员。

张环宙在主持时强调，学校将集聚学科专业优

势和资源，努力建设好环地中海研究院，发挥智库

作用，竭尽所能为浙江省争当“一带一路”建设排头

兵贡献浙外智慧和浙外力量。

随后，在马晓霖主持下，杨福昌、于洪君、张燕

生、于殿利、李欣玉以及朵阿·欧麦兹分别发表主旨
演讲。

杨福昌以中国同北南两岸国家的关系和政策
作了一个开场白。他讲道，地中海南北两岸有 20

多个国家，环地中海研究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付

出精力研究。

于洪君认为，利用环地论坛这个崭新的交流平
台，共同梳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共同研判中国与
外部世界的双向互动，无论是从浙外加强学科建设

的角度讲，还是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要
讲，都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

张燕生则指出，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研究全球供应链
调整方向和未来可能形成的新格局具有十分重大
意义和紧迫性。

于殿利的发言着眼于“一带一路”出版。他认

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图书走出去，是推动中国

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方面，是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题材。

李欣玉以“创新力公式”为切入点，表达了对环

地中海研究院的美好期许。他表示，“一带一路”倡

议的提出和落实，在密切中国和相关国家经济联系

的同时，也为国内旅游行业带来空前机遇。

朵阿·欧麦兹讲述了地中海区域在文明及政
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她认为，互联互通是
当今的趋势，中国与欧洲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
为地中海地区提供了提高国际地位的机会。

当天下午，与会嘉宾围绕“地中海格局与大国

外交”和“环地中海文明与东西交流”两大主题进行

了两场信息量极大的主论坛讨论，随后，又进行了

6场专题分论坛研讨，聚焦“环地中海发展与中国
企业‘走出去’”“共建‘一带一路’与投资安全”“浙
江枢纽建设与海洋经济及海上安全”“旅游经济与

软环境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一带一

路’机遇与青年角色”等话题。

会议现场气氛热烈，讲演和报告精彩纷呈，掌

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报告厅的方寸之地中，

有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也有对环地中海地区的放
眼展望，真正是海纳百川、志通天下、架五洲桥梁。
以此为起点，浙外环地中海研究院必将扬帆远航，

充分发挥服务浙江开放强省的智囊高地作用，为扩

大和深化对环地中海区域的认识、服务于我国的对
外关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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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辗转方复始，万象变化又更新。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们谨代表学校党委、行政，向全体
师生员工、离退休老同志，广大校友和关心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新年的祝福！
刚刚过去的 2019年，是学校办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我们召开了学校第二次党代

会，踏上了学校发展新征程。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抓实干、锐意进取，以年度“十大重点工
程”为抓手，着力建设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服务浙江开放强省的智囊高地、浙江

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阵地，实现了新时代内涵式发展的良好开局。

2020年，我们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奋进在内涵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要凝聚全校力量，
完成“十三五”各项任务的圆满收官，推动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的落地落实，加快
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领域
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建设国内知名外语特色鲜明教育品质一流的应用型高校继续奋斗，努力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推进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的宏伟征程中体现浙外担当、作出

浙外贡献、彰显浙外力量！

学校是所有浙外人的港湾。我们将更加关注关系师生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进一步提升
全校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最后，衷心祝愿老师们、同学们、校友们、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学习进步、吉祥如

意、幸福安康！祝愿学校的明天更加美好！

党委书记：宣 勇
校 长：洪 岗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中国首家“环地中海”研究院成立，
欲补哪些研究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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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成立环地中海研究院并举行首届环
地中海发展·西溪国际学术会议，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和好评，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

中新社、中国青年报、中国改革报、光明网、环

球网、凤凰网、澎湃网、观察者网、深圳卫视、

中国社科网、腾讯网、多维网、浙江日报、浙江
教育报、钱江晚报、浙江在线、浙江卫视、经视

频道、浙江交通之声电台、杭州日报、都市快

报、青年时报、杭州网等媒体对活动进行了关

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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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 朋友们，快快打起精神，
2020年来啦。这几天的你是不是和
我一样，在期末考的紧张气氛和迎
接新年的喜悦中“来回切换”？现在，
请切换到“狂欢”模式，和我一起来
回味浙外首届跨年盛典吧！

2019年，每一位浙外人都在深爱的这
片热土上，洒下了汗水，留下了欢乐的笑
声和忙碌的身影。我们的老师兢兢业业、

甘于奉献，爱学生、爱学术，引导学子和山

立志，为学生成长赋能。我们的学生勤奋好学，

奋发向上，爱学习、爱学校，用优异成绩为学校
争光添彩……

2019年最后的一天，阳光正好。浙外首届跨年
盛典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下如约而至。校党委书记宣
勇，校长洪岗等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与师生们欢聚在

追梦堂，共同见证跨年盛典的第一项活动———“浙外荣光”

2019年度表彰大会，分享 2019年学校事业发展的喜悦。

“2019年是学校办学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年。”宣勇

在新年致辞中，向广大师生员工和长期关心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各
界友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2019年，我们胜利召开了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明确了未来五年

学校办学的总体思路和奋斗目标；我们以“十大重点工程”为抓手，着

力推进浙江省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基地、服务浙江开放强省的智
囊高地、浙江国际文化教育交流的重要阵地建设。

2019年，我们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我们部署构建高水平本科教育体系，切实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深入推进“青年学子学青年习近平”学习教育；我们加强“新

型智库”建设，增强多语种社会服务能力，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不断

拓展国际合作交流范围，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我们积极推进“实院

强系”综合改革，大力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取得新进展；我们加强美丽校园、幸福校园、智慧校园建

设……2019年的每一步，浙外都走得坚实有力。

2020年，是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的关键一年。让我

们凝聚起“浙外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将个人的发展与学校发展紧密

相连，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勇立潮

头的担当，开启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新征程。
大会开始前播放了暖场视频，回顾了 2019 年浙外人温暖的瞬

间。回首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 2019年，全校师生备受鼓舞，干劲倍
增。

随后，一曲古筝合奏《黄河》点燃师生们的热情，铮铮弦声，弹出

了黄河的磅礴之势，奏响了浙外师生的美好期望。

浙外荣光，有你有我。大会对 2019年获得省级及以上荣誉的部
分教师代表、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代表进行了表彰。宣勇、洪岗与师

生们一一握手，并颁发证书，赠送鲜花，表达对他们真诚的祝贺、感谢
与敬意，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共同营造“老师爱学生爱学术，学生爱学

习爱学校”的良好氛围。

大会节目精彩荟萃，有省大学生艺术节校园十佳歌手歌曲串烧

《Perfect》《心脏》《海恋》，有教师独唱《筑梦中国》，有国标舞及武术表

演……一曲一调尽舒浙外豪情，一招一式尽显浙外风采，展现了中外
文化融合的生动画面。
现场观众一直洋溢在喜悦之中，他们面带笑容，跟随现场曲目时

而鼓掌，时而拍照，时而挥舞荧光棒致意，现场气氛欢快愉悦。

大会在《浙外校歌》大合唱中达到高潮。校党政领导班子，校教职

工大合唱暨才艺展演活动合唱金奖东语学院合唱团、银奖机关合唱

团齐上场，他们精神抖擞、歌声饱满，直抵内心，唱出了对浙外的挚
爱，唱出了浙外人的喜悦之情。

新年到来前，有一个祝福礼你绝不能错过，那就是来自

校领导的真挚祝福礼。没错，今年的跨年夜，即使没有家人
的陪伴，我们也不会孤单，因为校党委书记宣勇、校长洪岗

等党政班子成员全程陪我们一起跨年，对全校师生致以真

切的节日祝福。

临近新年零点时，宣勇拿起笔，行云流水地写下一个个
饱含深情的“福”字，并由洪岗等党政班子成员，把这些幅字
送给现场师生。博雅书画社学员们现场也挥毫泼墨，齐心创
作。隶书的有折无转、楷书的齐而不拘、草书的笔画连绵、行
书的悠游流转、篆书的挺遒圆润，在汉字的线条美与结构美

之中传递出了浓郁的新年祝福。

现场师生一片欢腾，大家争先恐后地要收藏这份珍贵
的礼物。当收到这份特殊的礼物时，中文学院的何映尔激动
万分。这个“福”字不只伴她，还伴随着每位浙外人，激励着

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2019年，学校焕然一新，新校门、厚德楼、融院……越来越多

的新成员陆续和大家见面。2020年，我们又将有什么样的新变化呢？或许
你可以从各学院的花车中探知一二。
在国际学院方阵中，留学生们相约在浙外，走出了国际范儿，走出了

追梦人的拼搏姿态。英文学院的“和山立志”花车，载着立志学语言、强本

领、汇通中外的英文学子们缓缓驶过。紧接着是东语学院的“东方红一

号”，展示了东方国家的曼妙舞姿。西语学院的“中欧班列”则联通了中国

和欧洲八国，带你领略异国风情。身着古装的中文学子们将自己的新年心
愿凝聚在“博观约取、言文行远”八字之中。“崇德尚博、经世济用”的经管
学院花车在欢声笑语中演绎了一场精彩的情景剧。教育学院的“卓越号”

在一声亲切的“同学们，上课啦”将大家的思绪带回了课堂。电商学院、科

技学院为大家送上新春的祝福，祝愿新年“商通天下”。“艺术号”花车上，

艺术学子们用专业特长，展示了“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风采……

首届跨年盛典，不仅有视觉听觉上的饕餮盛宴，更有一场暖

胃更暖心的校园团聚饭！校党委书记宣勇、校长洪岗等党政班子成员
来到“和畅园”“和香园”餐厅，陪同学们共进团聚饭，团团圆圆迎新年。

温馨的食堂内，随处可见师生们同品有滋有味的团聚饭。虽然不是和家
人一起跨年，但室友、同学、老师等，都是浙外一家人，大家早已像家人一样

相亲相爱，而这份亲人一般的情谊，在今晚显得格外珍贵。大家围坐在一起，

有的在诉说情谊，有的在展望未来……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学校精心筹备的校园跨年美食街，为师生们

提供美味的风味小吃，烧烤、关东煮、炒年糕、奶茶、章鱼丸子……边吃边跨
年，别有一番乐趣。当晚，师生们还凭游园积分卡兑换了免费汤圆，在寒冷的
冬夜，和好友们一起享受热腾腾的汤圆，能感受到由内而外的温暖！

品尝着美味的年夜饭和风味小吃，大家纷纷“点赞”今年的跨年盛典：“学

校真暖！”“我爱浙外！”往届毕业生们也纷纷表示表示想念浙外的味道了！

有动有静：
游园会
年夜饭过后，变胖可怎么办？别担心，学校还准备了游园会，不仅让可以

散散步消消食，而且还有机会体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

为了让大家玩得畅快，这次传统文化游园会的准备可谓煞费苦心。游园

会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即传统文化演绎区、体验区和竞技活动区。此外，还有

两条线路和两种集点类型任你选择。就连每个项目的名字也是千挑万选，极
富诗意。“对镜贴花黄”带你仿梳发髻、挑战传统美妆术、体验精美的汉服，爱
美的女孩子可千万不要错过。“华灯临月”介绍华夏民族每逢佳节点河灯祈

愿的习俗，还不快来领取你的那盏河灯，许下新年愿望，看着它在静思湖顺

水漂流？你一定见过“龙腾狮舞”的热闹景象，可你却不一定亲自体验过舞
狮。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考验你们的默契吧。像这样的精彩活动数不胜
数，你还等什么呢？
参与游园会的不只有学生，还有不少教职工带着孩子来体验。小朋友们

穿得鼓鼓囊囊的，红彤彤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喜悦。“妈妈，我还想看看那

个！”他们兴高采烈地穿梭在各个摊位，猜灯谜，看魔术，踢毽子……此刻，传

承了千年的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每个人相遇，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今年的跨年你还在纠结看哪个台的演唱会吗？不用纠结了，马上锁
定“浙外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看不到的。
五光十色的灯光秀拉开了演出的帷幕，光影变幻中激发了观众的尖叫

声、欢呼声。演出节目精彩荟萃。有健美操队、体育舞蹈队共同带来的舞蹈《Are
you ready? Yes I’m ready!》，有英文、东语、西语三个学院联合带来的歌曲《起风

了》，有辅导员队伍的精彩走秀……浙外师生的才华和中外文化的融合在激情上演。

迎接 2020，当然要体验“时光机”啦。坐上时光机，穿梭时空。下一个节目是“年代

秀”歌曲串烧，也是本场晚会的高潮。为什么说是“年代秀”呢？原来这里不仅可以看到 20
代同学们的精彩演出，还有学院领导、各学院老师以及可爱的后勤阿姨、保安大叔的倾
情加盟。《同桌的你》《宁夏》《倔强》……一首首充满青春回忆的歌曲在这里被唱响。此时

我们不分年龄，一起手挥荧光棒开启千人大合唱！今夜，小和山最火热的必定是我们浙

外人！

“10！9！8！7！6！5！4！3！2！1！0！”在一片欢呼声中，浙外人一起迎来了 2020
年。师生同切新年蛋糕，共享新年的甜蜜。

2020，“爱您爱您”浙外！2020，浙外必将更加美好！
记者：杨秀中、沈露煐、孟轲
摄影：陈相伟、胡恬、李莹、赖露丹、张娜、曹知未

有情有义：
祝福礼

有声有色：
花车行

有你有我：
浙外荣光

有笑有泪：
跨年夜

有滋有味：
团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