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是世界的语言，是沟通心

灵、交流文化的桥梁。艺术，总是

在传承与创新中拓展自己前行的道

路。拥有不同灿烂文化的国家与民

族之间，通过交流与探讨，彼此借鉴，

从而更好地领略人类文明的博大精

深与丰富多彩。中意两国交流历史

源远流长，它就像是洋流，不仅仅

是中欧物质上的流动，更是人口的

流动，文化的流动，这些流动能够

更好地去促进形成新的合作。

随着中国梦的伟大设计构思，

教育作为重头戏被提上日程，中国

政府以及民间都在积极推动，国内

院校全面打开了国际教育交流和合

作的大门。同时，中国院校也需要

将优秀的中华文化艺术积极传播到

世界各地，通过友好交流互动，来

全面推动国际教育事业。因此，举

办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具有着

重大意义。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全面

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

文素养”；同时，也为大力推进教

育改革创新，实现‘一带一路’大

背景下‘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

伟大目标，探索中意国际教育合作

新模式，基于中意两国教育界人士

已成功举办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

论坛的基础上，经教育部国际合作

与交流司批准，特召开第十届中意

教育国际会议。

一年一度的中意国际教育峰会

不断推陈出新，务实高效，面向未来。

2018 年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年。继 2016 年 10 月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北

京成功举办，2017 年 11 月“一带

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在哈尔滨隆重举办后，2018 年 11

月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会议在南京

胜利召开。会议遵循“分享、创新、

合作、共赢”的原则，努力实现“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愿景，围绕“中

意文化艺术交流鉴赏”、“中意国

际教育发展前瞻”、“中意教育的

核心优势”以及“中意国际教育合

作模式的创新与融合”等主题展开

研讨交流。

在中意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中意两国数十所院校的数百名中意

嘉宾出席高峰论坛，解读中意国际

教育创新思维，探索中意国际教育

发展趋势，交流中意国际核心经验，

在教育教学、学术研究、艺术创作

等领域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合

作，数十所院校在会议期间签署并

达成多项战略合作意向，在两国教

育领域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显著

的成绩。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艺术间的

对话与交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和潮流。通过中意教育高峰论坛的

广泛交流与传播，共同探索中意国

际教育发展趋势，实现两国间文化

教育的互动与协作，搭建合作共赢

的大平台，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

责任，也是实现两国文化艺术传承

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让我们共同努

力，在“分享”中推进“创新”，

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在中

意两国之间搭建起文化交流和教育

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为推动两国艺

术文化的创新融合做出积极贡献，

助力中意国际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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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德纳大学的国际合作形式

摩德纳大学校长 Sergio Ferrari 致辞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出席峰会并发表《中意艺术教育合作的必要性》主题报告

张新洲理事长出席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开幕词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隆重召开

Il Decimo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 si è 
tenuto a Nanchino

谈东西方绘画中的素描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韩大为

开拓国际视野 创新时代艺术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校长解危

中意教育交流合作要立足时代、面向世界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沈健致辞

中意教育合作应从本国教育改革与实践出发

国家督学林仕梁于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致辞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

孙霄兵出席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辞

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中意合作教育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中国教育部原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廖文科

探索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与新机制必要性

中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志祥

中意教育合作现状及未来发展

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国区总负责人邢建军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刘伟冬致辞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泓钰学校总督学

王正常致辞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传播学在艺术教育中的应用

莱切美院教授 Tiziano Maria Margiotta

培养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高中生

南昌市实验中学中意国际教育交流的办学育人探索

佛美 Workshop 作品亮相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中意教育合作成果文艺汇演取得圆满成功

意·江南——中意艺术联展圆满落幕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共享中意国际教

育合作成果

往届论坛回顾、闭幕

中西方小提琴及乐器教育理念的异同

帕多瓦音乐学院教授 Elio Orio

立足本土文化培养，促进中意艺术教育国际合作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晓明

意大利艺术中的视觉传达

佩鲁贾美院教授 Gianni Moretti

欧洲钢琴教育的优秀方式探讨

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Dario Marrini

创新，融合，共赢，发展

临沂大学副书记 谢亚非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出席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辞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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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民主党总书记（意大
利前总理）马泰奥 •伦齐

意大利国务委员、总理办公
室主任 Simone Tani 博士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  
孙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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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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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总
督学、中国教育部原副
部长、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会长刘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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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
会理事长张新洲

中国法制教育“七五”
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佟
学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
副会长、江苏省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会长、原江
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淑云

中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
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志
祥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
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国区
总负责人邢建军博士

中意两国政府及教育部领导对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寄予厚望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教

育改革创新，实现“一带一路”大背

景下“教育兴国，教育强国”伟大目标，

探索中意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模

式，基于中意两国教育界人士已成功

举办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基

础上，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

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

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

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

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在南京隆重

召开。

中国教育部领导、江苏省领导、

意大利政府领导、意大利国立高校领

导、中国高校领导等 500 余位教育界

专家领导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围绕“分

享、创新、合作、共赢”主题现场展

开研讨，共话“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人文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共商中

意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趋

势，为中意双方在教育领域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更多探索思路和实现路径。

莅临此次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的中方领导有：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江苏省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会长、原江苏省教育厅厅长

沈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

育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张新洲，国

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

心副主任、原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

办公室副主任林仕梁，国家督学、中

国教育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教

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孙霄兵，中国教

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

志祥，中国教育部原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副司长廖文科，中国法制教育

“七五”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员部高级项

目官员许敬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周伟涛，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国区总负

责人邢建军，南京艺术学院原党委书

记管向群，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党委

副书记刘伟冬，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

书记、副院长谢建明，远景国际教育

集团总裁、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等。

出席论坛的意方嘉宾包括：意大

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摩 德 纳 大 学 校 长 Sergio 

Ferrari，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米兰 A.C.M.E. 美院院长

Lorenzo Previde Prato，佛罗伦萨

艺术高中校长 ElisabettaNicolaci，

佛罗伦萨艺术高中学术主任 Laura 

Lozzi，威尼斯美院版画系主任 Paolo 

Fraternali，帕多瓦音乐学院副院

长 Elio Orio，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

系主任 Dario Marrini，罗马美院视

觉传达系主任 Pietro Roccasecca，

曼多瓦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 Maurizio 

Comencini， 米 兰 布 雷 拉 美 院 视 觉

传 达 系 主 任 FilippoPasquale de 

Filippi，罗马美院舞台布景首席教

授 Raffaele Golino，佩鲁贾美院教

授 Gianni Moretti，莱切美院教授

Tiziano Maria Margiotta，米兰布雷

拉美院教授 Gianpiero Moioli 等 30

余所意大利国立高校的院长与校领导

代表等。

会议主办方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张

新洲致辞并宣布会议开幕，首先对各

位嘉宾，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意方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他在致辞中提

出本次第十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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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

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原江

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在致辞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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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会长高度肯定中

意两国在人文交流特别是教育交流领

域所取得的成果。他衷心希望与会的

中意嘉宾能够在会议过程中尽情地分

享、交流与研讨。

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

监测中心副主任、原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林仕梁发表重要

讲话，中意两国政府和人民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促进合作与共赢。地方政

府的教育主管部门，一定要倾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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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更

高层次发展！

国家督学、中国教育部原政策法

规司司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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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霄兵在致辞中讲到：建交48年来，

中意两国务实合作向着全方位对接、

高水平互补、可持续共赢的方向不断

拓展。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意方的积极参与，“教育国际化

是‘一带一路’这幅宏伟蓝图中最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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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

中心主任曹志祥发表致辞。他谈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并且继续强调坚持优先发展教

育事业。在此背景下，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的隆重召开，是对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坚决执行，也

是深化中意两国教育交流的重要举措。

中国教育部原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副司长廖文科发表致辞。他提到：

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今年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强调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重

要性，并且强调了中国教育世界影响

力加快提升，教育改革纵深推进；要

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全方位推进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可见教育事

业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视的部分，艺术

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体系里的重要分支，

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意大利总理办公室经济顾问，意

大利经济委员会委员 Simone Tani 博

士发来视频祝贺，对中意艺术教育研

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感谢中国教

育交流协会和所有对这次论坛给予支

持的人员。他表示，中意两国在不同

层面上的教育合作越来越重要。他希

望今后中意两国合作更加密切，获得

更多的成果。中意教育交流就像是洋

流，但它不仅仅是中欧物质上的流动，

今后更是人口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这些流动能够更好地去促进形成新的

合作。

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刘伟冬发表了重要讲话：本次研讨会

在南艺举办，对深入了解意大利的艺

术教育理念、增进与相关院校的交流

沟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希望

通过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这一平台，

能与意大利相关部门、机构和艺术院

校建立长久而紧密的联系，在教育教

学、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等方面开展

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泓钰学

校总督学王正常在发言中表示：远景

集团旗下的泓钰学校，作为中意教育

交流的领军品牌，始终勇立潮头，不

断创新，为中意教育合作共融搭建了

广阔平台。同时，远景集团将厚积薄发，

着力打造“一纵一横、点线面结合的

远景生态教育体系”，引领和促进中

意教育和文化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本次会议还邀请到意大利教育中

心中国区总负责人邢建军博士莅临现

场并介绍了关于意大利留学的优势和

教育资源情况，在未来发展方面，他

主张：吸收和借鉴对方先进的教学理

念、教学方法、教学管理模式和评价

方式，推动学校专业整合与国际化课

程建设，逐步建立具有学校特色的国

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标准。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莅临会议现场，他

总结了中意艺术人才交流计划所取得

的丰硕成果，并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

召开表示祝贺，对中国的教育现状和

中意合作办学成果表示由衷的赞赏。

同时向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嘉宾表示诚

挚的问候，感谢两国教育界同仁及合

作伙伴在中意国际教育领域所做的突

出贡献。

会议中，参会的 30 余位中意教育

专家做了关于中意教育合作的主题报

告，共促中意国际教育发展。

会上，为了更好地展示意大利教

育教学成果，意大利国立高校顶级音

乐大师和美术大师分别带来了精彩的

课程展示。他们现场指导传授专业技

巧，将意大利先进的艺术理念带入中

国。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贴近

会议主题，更好地领略人类文明的博

大精深与丰富多彩，一场题为“意 •

江南”的艺术联展活动正式启动。近

百幅题材广泛、新颖、多姿多彩的中

意两国艺术精品力作向公众展示，成

为两国艺术交流的窗口，博得一致赞

誉。

会议期间，南京艺术学院及泓钰

学校师生联袂意大利高校教授为与会

嘉宾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精彩绝伦

的中意教育合作成果演出晚会，中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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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掌声

如潮，经久不息。

本次研讨会成果丰硕，具体包括：

一、10 余位中意高校领导做主题

报告；

二、20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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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30 余所中意院校间签约框架

合作协议；

四、3场意大利国立艺术名校教授

现场教学观摩；

五、2场中意合作圆桌座谈会；

六、1场南京艺术学院中意艺术交

流成果汇报演出；

七、1场中意艺术联展活动；

八、佛罗伦萨美院 Workshop 教学

成果展；

九、同声传译，听说同步，便捷

高效，提升与会者会议体验，成为本

届会议的又一大亮点。

中意院校间领导专家分别就各自

专业领域畅所欲言，意方代表与中方

代表共同探讨两国教育特色与优势，

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在百忙中出

席此次研讨会的中意政府领导，充分

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同时从

当前国家政策层面高度肯定了双方在

教育领域合作取得的累累硕果。

会议最后，中国法制教育“七五”

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代表主办方

总结两天来取得的会议成果，并宣布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正

式闭幕。同时向在场嘉宾发出下一届

中意高峰论坛的诚挚邀请。

近年来，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领域

正向质量提升、引领创新和聚焦优质

的阶段转型升级。作为国家级特色发

展实验项目的泓钰中意特色课程项目，

推广了试点院校的成功经验，培养了

众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牢牢

把握中意关系发展的历史新机遇，紧

承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引

下，为共建“教育丝绸之路”，意大

利高校与中方国内院校在会上签署了

多项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国际教育领

域进行持续性的深入合作，努力发掘

中意教育交流合作的新亮点。总之，

通过论坛的广泛交流与传播，会有更

多的仁人志士加入到中意教育文化交

流合作领域，共同探索中意国际教育

发展趋势，搭建合作共赢的大平台，

助力中意国际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

前行。

本届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聚焦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发展，共

同就中意教育如何融合与创新进行深

度交流与智慧碰撞。可以说，本届研

讨会紧跟两国合作发展节奏，对于我

国探索多种方式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具有极

为深远的意义。此次研讨会的圆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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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意双方通过强强联合，

共同努力，能创设更多适合学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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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写中意两国教育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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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Decimo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 si è tenuto a Nanchino

Al fine di attuare pienamente lo spirito del discorso d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alla Conferenza 

nazionale sull'istruzione, promuovere energicamente la riforma dell'istruzione e l'innovazione, realizzare 

il grande obiettivo di "ringiovanire il paese attraverso l'educazione e il rafforzamento del paese" nel 

contesto della Nuova Via della Seta” ed esplorare un nuovo modello di scambio e cooperazione educativo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o; sulla scia del positivo riscontro presso la comunità educativa sino italiana 

riguardo il nono forum internazionale sull’educazione sino itaiana, approvato dal Dipartimento per la 

cooperazione e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de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sponsorizzato dal Comitato per la 

ricerca sull'educazione futura della China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il Nanjing Art 

Institute, Vista International, il decimo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 si è svolto a Nanchino il 9-10 

novembre 2018. 

 Più di 500 esperti del settore dell'istruzione - tra cui dirigenti del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leader della provincia di Jiangsu, esponenti del Governo Italiano, dirigenti di università 

italiane e cinesi - hanno partecipato ai lavori che si sono incentrati sui temi della "condivisione, 

innovazione, cooperazione". In particolare i relatori si sono concentrati sugli scambi umanistici e la 

Tra gli ospiti italiani presenti al forum: Gabriele Rivolta, Vice Presidente della Futur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Italia, Sergio Ferrari, Pro-Rettore dell'Università di Modena, Giuseppe La Bruna, 

Direttore de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Venezia, Lorenzo Previde Prato, Direttore dell' Accademia di 

Belle Arti ACME di Milano, Elisabetta Nicolaci, responsabile del Liceo Artistico Fiorentino, Laura Lozzi, 

DSGA del Liceo Artistico Fiorentino, Paolo Fraternali, Docente di Grafica presso 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Venezia, Elio Orio docente di violino presso il Conservatorio di Musica di Padova, Dario Marrini docente 

di pianoforte presso il Conservatorio di Musica di Padova; Pietro Roccasecca, docente presso 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Roma,  Maurizio Comencini docente di canto presso il Conservattorio di Musica di Padova; 

Filippo Pasquale de Filippi, docente  de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 Raffaele Golino, docente di 

scenografia presso 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Roma; Gianni Moretti docente presso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Perugia; Tiziano Maria Margiotta, docente presso l'Accademia di Lecce; Gianpiero Moioli,docente 

presso 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Brera di Milano.

Tra i relatori cinesi che hanno partecipato al Decimo Internazionale Summit hanno figurato: Shen 

Jian,Vice Presidente della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r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presidente della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r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della provincia del Jiangsu, direttore dell'ex 

dipartimento dell'istruzione della provincia di Jiangsu; Zhang Xinzhou direttore della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r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Lin Shiliang, ispettore statale, vice direttore del Centro di 

monitoraggio per la qualità dell'istruzione de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ex vice direttore dell'Ufficio 

del Comitato Direttivo del Consiglio di Stat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Sun Xiaobing, ispettore statale, 

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politico per la regolamentazione del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sulla strategia per lo sviluppo educativo； Cao Zhixiang, 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sullo sviluppo infrastrutturale de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Liao Wenke, vice 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della salute, sport e arte de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Tong Xue, direttore dell'ufficio 

gestione del programma e dedell’implementazione della riforma  "75"；  Xu Jinghua direttore dell'ufficio 

gestione dello scambio della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r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Zhou Weitao, 

vice segretario generale del dipartimento per la ricerca educativa di 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per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Xing Jianjun, responsabile di UNITALIA sul territorio cinese; Guang Xiangqun,ex 

segretario del partito presso 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Nanjing, Liu Weidong; direttore de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Nanjing e vice segretario del partito； Xie Jianming, vice segretario e vice direttore 

dell’Accademia di Belle Arti di Nanjing; Wang Zhengchang, presidente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capo 

ispettore di Beijing Hongyu School. 

cooperazione nel quadro della “Nuova Via della Seta”, sul rafforzamento e sul miglioramento della 

formazione scolastica, sull’importanza di un'educazione all’estetica che innalzi le qualità personali 

ed umanistiche degli studenti, sulla formazione di talenti artistici di alto livello. La tendenza allo 

sviluppo dell'istruzione fornisce più spunti per la realizzazione di uno sviluppo sostenibile nel campo 

dell'istruzione sia in Italia che in 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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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Xinzhou, presidente dell'Associazione Scambio Internazionale della Commissione per 

la Ricerca sull'Educazione del Futuro, ha tenuto l’intervento di apertira del forum. 

Ha espresso un caloroso benvenuto a tutti i partecipanti, in particolare agli ospiti 

stranieri. Il principale significato strategico del decimo vertice internazionale di 

insegnamento sino-italiano è la necessità di promuovere una sana apertra del sistema 

formativo, esplorando i meccanismi e le modalità di cooperazione e scambio tra Cina 

e Italia,al fine di giungere ad una collaborazione più ampia e profonda. Il fine è 

quello di favorire una maggiore conoscenza reciproca che favorisca la collaborazione 

nello lo sviluppo dell'istruzione, nel miglioramento delle condizioni di vita, favorendo 

gli scambi internazionali e la cooperazione in materia di istruzione e fornendo supporto ai 

talenti e un contributo alla conoscenza nella più ampia cornice della “Nuova Via della Seta”.

Shen Jian, vice presidente di China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presidente di Jiangsu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e ex direttore del 

Jiangs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ha sottolineato nel suo discorso che la Cina e l'Italia, 

trovandosi agli estremi della Via della seta, hanno una lunga storia di scambi e 

relazioni. Le civiltà si attraggono e si completano a vicenda. Il presidente Shen ha 

sottolineato i successi della Cina e dell'Italia nel campo degli scambi umanistici, in 

particolare per quel che riguarda gli scambi educativi. Ha espresso inoltre l’augurio 

che gli ospiti cinesi e italiani presenti alla riunione possano avere positivi spunti di 

condivisione, scambio e discussione nel corso del Forum. 

Lin Shiliang - vice direttore dell'Ispettorato Nazionale e del Centro di Monitoraggio 

Qualitativo del Ministero dell'Istruzione e vicedirettore dell'ufficio del comitato 

direttivo per l'istruzione del Consiglio di Stato - ha tenuto un importante 

intervento: i governi cinese ed italiano, i cittadini cinesi ed italiani, avendo 

un approccio pragmatico e realistico,  promuovono la cooperazione e il vantaggio 

reciproco. Le autorità educative a livello locale devono fare ogni sforzo per arrivare 

ad una maggiore chiarezza di obiettivi, operare buone scelte in ambito educativo, 

favorire la realizzazione di pratiche costruttive, e continuare a rafforzare 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a in ambito educativo.

Sun Yaobing - ispettore di stato, direttore del dipartimento politico e di 

regolazione del Ministe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cinese, presidente della China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ssociation - ha affermato nel suo discorso che fin 

dall'istituzione delle relazioni diplomatiche tra i due paesi ormai 48 anni or sono, 

la cooperazione tra Cina e Italia è stata orientata ad una pratica condivisione di 

obiettivi, alla complementarietà di alto livello e ad un successo sostenibile. La 

direzione della collaborazione continua ad espandersi. La “Nuova Via delle Seta” promossa 

dalla Cina richiede la partecipazione attiva della parte italiana. "L'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l'istruzione è la parte  più bella della Nuova Via della Seta. Il Forum sino italiano sull’edicazione 

è un positivo esempio di cooperazione inernazionale in ambito educativo, nonchè un modello di successo.

Cao Zhixiang - direttore del Centro di ricerca e sviluppo infrastrutturale 

per l’educazione presso il Ministero dell’Educazione Cinese, ha tenuto un 

discorso in cui, citando il Segretario Generale Xi Jinping, ha sottolineato 

come l'educazione sia "il grande piano del paese, il piano del partito", al 

fine di  costruire l'educazione al socialismo con caratteristiche cinesi. Ha 

inoltre sottolineato la priorità dello sviluppo dell'istruzione. In questo 

contesto il decimo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 è una concreta realizzzione 

dell'importante discorso del Segretario generale Xi Jinping e una occasione importante 

per approfondire gli scambi in ambito educativo tra Cina e Italia. 

Liao Wenke - vicedirettore dell' Dipartimento per la salute e l'educazione sportiva del 

Ministero dell'educazione cinese, ha tenuto un intervento in cui ha sottolineato come 

il Ministro della Pubblica Istruzione Chen Baoshengin occasione della Conferenza 

Nazionale sull’Educazione abbia sottolineato l'importanza della cooperazione sino-

internazionalella nella gestione di imprese educative affermando come l’influenza 

della Cina nella sfera dell’educazione ha subito una accelerazione proprio grazie 

al rafforzamento della politica di riforma. Ha inoltre sottolineato come sia 

opportuno fare un positivo uso sia delle risorze nazionali che internazionali nel 

processo di apertura a trecentosessanta gradi dell’educazione in Cina. L’educazione è 

oggi cruciale in Cina, e  l’educazione artistica artistica ne è una parte integrante.

Ex Consigliere Economico presso la Presidenza del Consiglio dei Misnistri italiano,  il Dr. Simone 

Tani ha inviato via video le proprie congratulazioni per il Forum. Ha ringraziato China Education Exchange 

Association e tutte le persone che hanno supportato il forum. Ha sottolineato come la cooperazione 

educativa tra Cina e Italia a diversi livelli stia diventando sempre più importante, esprimendo la speranza 

che la cooperazione tra Cina e Italia divenga più stretta, portando ad ulteriori risultati nel futuro. Gli 

scambi sino-italiani in ambito educativo sono come una corrente oceanica, che ha caratteristiche materiali 

ed umane importanti per il futuro. Questi flussi possono promuovere nuove forme di collaborazione.

Liu Weidong - vice direttore della Nanjing Academy of Art  e direttore del 

Partito presso Nanjing Academy of Art, ha sottolineato l’importanza del fatto 

che questo forum si sia tenuto presso l’Accademia di Nanchino. Il Forum ha 

offerto una rara opportunità per una profonda comprensione dei concetti e 

delle metodologie dell'educazione artistica italiana, in un prezioso dialogo 

tra istituzioni del settore. Si spera che attraverso la piattaforma offerta 

dal Forum Sino-Italiano sull’Educazione,si sarà in grado di stabilire legami 

stretti e duraturi con i dipartimenti, le istituzioni e le accademie di belle arti 

italiane, favorendo un più profondo spirito di collaborazione nell’ insegnamento, la 

ricerca accademica e la creazione artistica. 

Il presidente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nonchè ispettore della scuola Hongyu, 

Wang Zhengchang, ha detto nel suo discorso che Hongyu School - parte di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 in qualità leader negli scambi educativi tra Cine ed Italia  , 

è da sempre la più solida ed innovativa piattaforma nella costruzione di una 

partnership per l'educazione sino-italiana.  Nel contempo China Vista Education 

Group farà del suo meglio per costruire un sistema educativo “ecologico” di 

lungo termine in grado di combinare una visione verticale ed orizzontale, guidando 

e promuovendo una più ampia  cooperazione e scambio in mabito educativo e cultirale tra 

Cina ed It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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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contro ha visto anche la partecipazione del  Dr. Xing Jianjun, responsabile in 

Cina di Unitalia, il quale ha presentato i vantaggi dell’Italia quell meta di studio, 

nonchè le rispettive le risorse educative. Nell’ottica di uno sviluppo futuro  si 

rende necessario assorbire ed apprendere reciprocamente i più avanzati concetti 

didattici, metodologie didattiche, modelli di management e di valutazione, in modo 

da favorire l’integrazione tra i percorsi formativi e la progressiva  creazione di 

percorsi integrati.  Per questo si rende necessaria l’implementazione di un efficace 

modello formativo e dei relativi standard curriculari. 

Durante l'incontro, oltre 30 esperti di educazione sia cinesi e italiani hanno espresso il proprio 

punto di vista e le proprie considerazioni sul tema d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in ambito educativo, 

incoraggiando un ulteriore affernmazione di un approccio educativo internazionale in tal senso.  

Durante l'incontro, al fine di mostrare meglio i risultati delle metodologie diattiche italiane, esperti 

italiani in ambito artistico e musicale hanno dato la possibilità di sperimentare direttamente la qualità 

del talento italiano. I vari docenti infatti hanno tenuto dei seminari e delle masterclass, offrendo in 

loco una dimostrazione del proprio talento e della propria preparazione, portando nuovi stimoli di studio e 

riflessione in Cina. Si ricorda inoltre come, per meglio rispondere al tema della conferenza e apprezzare 

meglio la profondità e la ricchezza di questo scambio, è stata ufficialmente promossa una esposizione dal 

titolo "Italia Jiangnan", che ha visto la partecuipazione di artisti sia italiani che cinesi. 

Opere d'arte cinesi e italiane,con tecniche e modalità espressive le più variegate, sono state esposte 

al pubblico, offrendo una finestra sugli scambi tra Cina e Italia in ambito artistico. L’esposizione ha 

ricevuto commenti favorevoli e valutazioni positive da parte del numeroso pubblico. 

Durante la conferenza, la Nanjing University of Art, gli insegnanti e gli studenti della Hongyu School 

in Italia si sono uniti ai professori universitari italiani per portare un spettacolo di cooperazione tra 

cinesi e italiani. Lo spirito e il temperamento artistico degli insegnanti e degli studenti hanno dato a 

tutti i partecipanti il piacere della bellezza,suggellato dall’applauso del pubblico.

I risultati conseguiti nel corso di questo forum sono stati particolarmente rimarchevole, tra cui si 

segnala in particolare: 

1. Più di una decina di rappresentanti di università cinesi ed italiane hanno tenuto degli interventi su  

   temi chiave; 

2. Oltre 20 esperti cinesi e italiani del settore educativo hanno condotto scambi accademici e condiviso i  

   risultati sulla cooperazione educativa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a;

3. Più di 30 accordi di cooperazione interaziendale sino-italiana sono stati firmati;

4. 3 docenti di Accademie di Belle Arti Italiane hanno tenuto seminari su specifiche tematiche;;

5. 2 tavole rotonde sul tema d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6. Uno spettacolo a dimostrazione dei risultati dello scambio artistico sino-italiano presso il Nanjing Art 

   Institute;

7. 1 esposizione d’arte cpn opere di artisti cinesi ed italiani;

Gli esperti convenuti hanno parlato liberamente dei rispettivi settori di competenza: i rappresentanti 

della parte italiana e i rappresentanti cinesi hanno discusso circa le caratteristiche educative e i 

vantaggi dei rispettivi paesi, avanzando numerose e costruttive proposte. I rappresentati governativi da 

parte cinese ed italiana  cinese e italiano, hanno ribadito l’importanza ed il significato del Forum,  

sottolineando nel contempo il successo e le proficue conquiste raggiunte nell’ambito della cooperazione 

tra le due parti nel campo dell'istruzione. nazionale.  

A chiusura del forum, Tong Xue - direttore dell'ufficio gestione del programma e dell’ 

organizzazione della formazione giuridica cinese "75" -  ha fatto riassunto l’esperienza 

di scambio dei due giorni di lavori, il riassunto degli ultimi due giorni, invitando 

tutti i partecipanti a ad essere presenti anche al prossimo al Forum Sino-italiano.

Negli ultimi anni, la cooperazione nel settore dell'educazione sino-straniera 

in Cina sta conoscendo un periodo di miglioramento qualitativo, caratterizzato da 

innovazione e dall’accento sulla trasformazione e sul miglioramento della qualità. 

Come progetto sperimentale di sviluppo a livello nazionale, il programma sperimentale 

speciale sino-italiano promuove l'esperienza di successo delle istituzioni pilota e 

coltiva molti talenti di spicco con prospettive internazionali. E’ un imperativo afferrare 

saldamente l'opportunità storica per lo sviluppo delle nuove relazioni sino-italiana, tenendo presente lo 

spirito del  presidente Xi Jinping nel discorso tenuto alla conferenza Nazionale sull’Educazioned, sotto 

la guida dello spirito diciannove del partito, al fine di costruire "Via della Seta dell’educazione". 

Le università italiane con le istituzioni statali cinesi nel corso del Forum hanno firmato una serie 

di accordi di cooperazione, le due parti hanno approfondito la cooperazione nel campo della formazione 

internazionale.  Saranno fatti tanti sforzi per esplorare nuov e possibilità di scambi educativi e di 

cooperazione. In breve, attraverso gli approfonditi ed ampi scambi offerti dal Forum, un numero sempre 

maggiore di persone dotate di alti ideali entreranno nel campo dell’educazione sino-italiana e in genrale 

dello scambio e della cooperazione, esplorado congiuntamente i nuovi trend educativi, al fine di costruire 

una piattaforma di collaborazione che garantisca un reciproco vantaggio per le parti, favorendo quindi un 

ulteriore sviluppo dei progetti di collaborazione.

La decima sessione del Summi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 avuto il proprio focus sullo sviluppo dei 

contenuti della cooperazione sino-stranierea nella gestione di istituti scolastici, nonchè un confronto 

su come integrare l'innovazione e approfondire scambi. Si può dire che questo forum tenga il passo con 

il ritmo de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bilaterale, esplorando una varietà di modi per il nostro uso 

delle risorse educative straniere di alta qualità, onde migliorare il livello di 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l'istruzione. Il successo di questa conferenza ha fornito una piattaforma per mostre e scambi tra 

istituti cinesi e italiani, il che contribuirà notevolmente all'internazionalizzazione dell'istruzione 

nelle università cinesi. Per un'ulteriore cooperazione in futuro, i partecipanti provenienti da tutti i 

ceti sociali sono pieni di fiducia e pieni di aspettativa.  Cina ed Italia attraverso una forte unione 

d’intenti, stanno lavorando insieme per creare e sviluppare le caratteristiche del progetto e per 

raggiungere l'interazione e la collaborazione tra i due paesi in materia di istruzione. Aspirano dunque 

a raggiungere un consenso su “condivisione, innovazione,  cooperazione e vantaggio reciproco" nel campo 

della formazione internazionale , scrivendo un nuovo capitolo negli scambi educativi e nella cooperazione 

tra Cina e Italia! 

Gabriele Rivolta, Vice Presidente della Associazione Internazionale Italia 

Futuro Educazione, ha riassunto i risultati fruttuosi del programma di scambio di talenti 

sino-italiani in ambito artistico  e si è congratulato per il successo ottenuto nella 

organizzazione del presente Forum, esprimendo il proprio punto di vista sull'attuale 

situazione educativa in Cina, nonchè sui risultati della cooperazione sino-italiana 

nelle scuole. Ha espresso un sincero saluto ai partecipanti, ringraziando i colleghi 

e i partner dei due paesi per i loro eccezionali contributi nel campo dell'educazione 

internazionale sino-italiana. 

8. Mostra di opere realizzate  in occasione del dal workshop tenuto dai proff. Angela Nocentini ed Edoardo 

   Malagigi;

9. Il ricorso ad un servizio di traduzione simultanea – aprticolarmente apprezzato da tutti i partecipanti 

   e gli uditori- ha suggellato un indiscusso miglioramemto nella fruizione della conferenza da parte di  

   tutti i partecipanti, nonchè una novità saliente di questa edi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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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在南京成功举办。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

会张新洲理事长出席会议并致开幕词。

张理事长就会议主办方中国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及其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

会的具体情况向在场嘉宾进行阐述，

对本次会议相关主题及会议目的进行

深入解读，并衷心希望通过本次会议

能行之有效的促进中意国际教育合作

跨越式发展。

会议现场，张理事长发表慷慨激

昂的开幕词，首先对本次第十届中意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

贺，对本次论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表

示衷心感谢，对中意两国教育界领导

和专家以及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表

示热烈欢迎。

张理事长表示，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是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界同世界

各国、各地区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

发展、交流与合作，增进各国和各地

区人民之间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

专业委员会是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所成立的，是以立足中

国、面向世界、关注潮流、着眼未来

为宗旨，研究探索未来教育内涵、样态、

路径，致力于打造中国基础教育经验

范本和搭建中外未来教育研究大平台

的研究机构。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方，

为能够推动中意教育发展而感到自豪。

他强调，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是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以达到加强和改

进学校美育，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促进中意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和

教育发展为目标。此外，他还特别感

谢北京远景国际教育集团为本次会议

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期待有更

多的机构和仁人志士加入到中意艺术

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领域。

张理事长还表示，本次论坛最大

意义在于通过中意教育界人士的广泛

交流，解读出中意国际教育的创新思

维，探索出中意国际教育发展趋势，

总结出中意国际教育核心经验和先进

理念，推动中意国际教育合作跨越式

发展。他希望中意两国能互学互鉴，

进一步扩大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共

同培养出更多优势学科领域的国际化

人才，为中意艺术教育的美好未来奠

定基石。

他说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交流具有

重大意义。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

高中意人民生活福祉，扩大人文往来，

筑牢地区和平基础，增进教育合作交

流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一带一路”

教育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并希望中意

两国教育界能将此良好合作延续下去，

造福更多学子。

中意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发展

离不开政府引导，更离不开两国各教

育组织的有力推动。此次张新洲理事

长的致词，充分肯定了我校为推动中

意教育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并高度

赞扬我校多年来与意大利国立院校建

立的良好合作关系，为我校未来的艺

术教育提供有力支持。我校将认真学

习贯彻张新洲理事长在本次论坛上的

讲话精神，引进更多优质的国际教育

资源，培养出更多符合国际要求和规

则的高素质人才，保障中国高等艺术

教育又快又好的发展。

张新洲理事长出席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开幕词

>>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现场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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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

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在南京隆重召开。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副会长、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会长、原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出席论坛并做重要讲话。

首先沈会长对本届会议的召开表

示祝贺，对与会嘉宾特别是远道而来

的意方嘉宾表示欢迎。在回顾中意两

国交流与合作历程时沈会长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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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两国建交以来，

始终平等相待，不断深化各领域的合

作，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沈会长鼓励

与会的中意嘉宾能够在会议过程中尽

情分享、交流与研讨。

沈会长在讲话中说，早在 1983 年

9 月，小平同志就提出：“教育必须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战略发展方针。近年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以更

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

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

和战略设计”。

他表示，意大利是古丝绸之路的

终点，也是“一带一路”的交汇点。

中意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有着

独特的优势。中意都是文明古国、文

化大国。双方人民相互敬仰，彼此尊重。

近年来，两国文化交流合作日益活跃，

旅游者和留学生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这为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加强民心相

通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也为构建

互利共赢的中意合作伙伴构建了良好

的平台。过去，中意教育合作在学生

交流、语言教学、校际交流等方面均

取得卓有成效的进展。“一带一路”

为中意教育合作带来的重大机遇，也

可谓恰逢其时。所以，努力推进中意

两国间的教育合作，充分增强教育服

务创新发展能力，培养更多适应高质

量发展的各类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愿

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基；同时，面向全球、

融通中外、引领世界、赢得未来，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讲话的最后，他总结道：“教育

合作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交流可以视为国家关系的“稳定

器”、人民友谊的“播种机”、文明

对话与人文交流的“传感器”，我们

要多渠道深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勇于

突破思维定式，创新合作交流模式，

激发民间交流活力，推动形成多层次

和广覆盖的教育交流格局。”

沈会长对宏观政策层面上的高度

理解，使我们可以更好的对中意艺术

教育交流合作中的工作把握重点，这

对于泓钰学校积极开展后续系列活动，

以及提升中意国际教育合作到更高的

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意教育交流合作要立足时代、面向世界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沈健致辞

>>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现场同声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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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已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 -10 日，在南京

顺利召开。国家督学、教育部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原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林仕梁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林督学在讲话中对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对莅临本次会议的领导、嘉宾以及意

大利高校教授表示热烈欢迎。回顾中

意两国交互历史时，他表示从古至今，

中意文化交流从未中断。从秦汉时期

起两国就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接触，随

着意大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

中意两国的交往正在向更深更广的方

向发展。

他在讲话中说，当代社会虽然人

工智能在单一数据计算上的优势人类

无可企及，但是人类智慧的头脑和自

身的创造力，是人工智能永远不可替

代的。知识的重要性不可置否，而在

今后的一段时间艺术专业的相关人员

将具有极大的市场需求潜力。意大利

顶级艺术名校云集，艺术教育资源丰

厚，吸引了众多的中国学子去体验，

中国也将进一步为意大利学子敞开到

中国接受教育的大门。并且中国将会

继续加强和完善本国教育监督工作，

不断推进两国教育合作模式的创新与

融合。

林主任在会议中特别强调，中意

两国学者可以从本国教育改革与实践

出发，对当前教育改革和学生发展等

问题进行多角度审视和探索，这有助

于中意国际教育合作跨越式发展。与

会嘉宾也可以在会议中畅谈两国在相

同研究领域的不同实践和观点，为加

强合作与交流贡献大家的智慧和成果。

作为教育部专门负责基础教育质量测

评的部门，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加强

和完善监测评价工作，为推进完善两

国教育合作模式的创新与融合做好服

务给予支持。

他还在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承办本

次峰会的远景集团，通过和意大利高

校多年来的良好合作与交流，为中意

两国培养了诸多艺术人才，值得教育

界各同仁的学习。

最后他表示，期待中意双方在教

育资源的共享，优质项目的合作，师

资交换及科研领域的共同开放上，本

硕人才的培养，包括研究生直通项目

的合作等都能取得更广泛的合作。

林督学的讲话为中意两国学者交

流与合作提供了方法论，对两国教育

发展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泓钰学校

也会紧随其后，积极开展后续一系列

的工作，将该方法论落到实处，以有

效促进中意国际教育合作达到更高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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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

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在南京隆重召开。国家督学、中国

教育部原政策法规司司长、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孙霄兵出席论坛并

做重要讲话。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致力于推

动和组织教育发展战略性问题和决策

性问题的研究与交流，为国家教育发

展和重大教育决策服务，为地方、行

业和学校教育发展服务。本次孙会长

亲临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现

场，就当前中意两国教育发展现状及

教育政策做出了深刻解读，并就如何

进一步加强中意两国国际教育交流与

合作提出更高要求，鼓励现场嘉宾积

极探索中意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

模式，共同见证中意教育友好缔约。

致辞中，孙会长首先对本次研讨

会主承办方为会议所做的努力表示感

谢，并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同中

意两国教育届的新老朋友相聚、对话。

随后，他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

会的进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

快，各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深入和

密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时代

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寻求文

化教育领域里国际交流的发展与突破，

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呈上升趋势。

孙会长表示，中意建交 48 年来，

两国务实合作向着全方位对接、高水

平互补、可持续共赢的方向不断拓展。

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

意方的积极参与，以共同建设好新时

代的丝绸之路，促进欧亚大陆的共同

发展繁荣。对意大利而言，进一步深

化对华合作，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

的建设当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意国政府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分

享“中国机遇”。特别是近年来，中

意政府、机构、人员开展了广泛合作

交流，达成诸多共识，取得积极成效。

去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访华期间，

与中国习近平主席进行友好会晤，双

方达成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

文交流的共识。

今年 1 月，2018 年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9 月，全国教育大会

在北京召开。孙会长进一步指出，要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力推进教育改革

创新，要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努力实现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干

部、教师教育思想的现代化，建设一

批又一批教育现代化示范学校，逐步

推动艺术教育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从

而为最后实现全国教育现代化奠定基

础。同时，中意双方还有必要进一步

扩大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可举

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包括两国教

育机构合作、扩大留学生和游客互访

规模，便利双方人员往来，不断增进

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他

强调，教育，尤其是艺术教育，逐渐

成为两国强有力的纽带。

孙会长总结指出，在这样的大环

境大背景下，中意两国教育要继续结

伴而行，相互借力，在原有成果上不

断创新合作模式，充实合作内涵，提

高合作质量。他希望与会的中意嘉宾

能够尽情分享、交流、研讨，碰撞出

新的交流合作的火花。他表示，中国

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作为中国教育部从

事教育战略、规划研究和教育决策的

国家一级学会，愿与出席本次会议的

各级机构、各位同仁一道，秉持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继续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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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孙霄兵
出席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辞

>>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江苏卫视 南京卫视现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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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

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在南京隆重召开。中国教育部原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廖文科受

邀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上廖司长首先对参与此次研

讨会的嘉宾表示感谢，随后发表了题

为“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中意合作教

育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演讲。

在演讲中，廖司长首先对中意两

国关系做出探讨。他说，中意两国都

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友谊源

远流长，双边关系发展势头良好。现

两国正在以“一带一路”为纽带，在

经贸、能源、创新、文化、旅游等领

域展开深度合作。他希望，通过本次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举办，

中意两国能在已有的教育合作基础上

推陈出新，充实合作内涵，提高合作

质量。

廖司长表示，一直以来，中国就

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改革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更是一遍

遍重申教育发展的必要性。教育部陈

宝生部长在今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也提出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性。

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视的部分，

艺术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体系里的重要

分支，更是不可忽视。中国教育在世

界的影响力正在加快提升，教育改革

也在纵深推进；要用好国际国内两种

资源，全方位推进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

廖司长还说，我国教育变革正在

深层次、根本性的发生变化，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从教育大国迈

向教育强国，中国教育正在进入新时

代。意大利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

地，文化历史悠久，艺术与音乐财富

著称世界，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丰富，

有领先的艺术技术、精湛的工艺制作、

成熟的艺术教育经验以及完备的艺术

创新理念，特别是在艺术设计、创意

教学、节能环保等领域优势明显，是

中国不可缺少的教育合作伙伴。中国

愿意并接受意大利教育家、学子来访

中国，也鼓励中国学者去访问意大利、

中国学子去意大利深造。

关于中意教育合作，廖司长强调，

中意教育合作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依托“一带一路”中意合作交流的先

进优势，通过打造包括艺术创新研究、

艺术作品展览展示、艺术资源对接等

在内的国际化艺术合作综合平台，营

造良好的艺术创新生态，培养中意艺

术合作领军企业，为中意两国艺术教

育、科研和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切实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廖司长最后表示，中意教育合作

基础坚实，双方应把握战略机遇，深

化合作模式创新，加强教育尤其是中

意艺术人才之间的交流。加强两国发

展战略对接，深挖合作潜力，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

成功举办极大的促进了中意教育的合

作与发展。会议上，廖文科司长发表

的主题为“加强中外合作办学，中意

合作教育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重

要讲话，对未来意大利教育在中国的

传播发展合作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泓钰学校也将一如既往做中意教育合

作的推动者，带动中意教育合作向前

发展。

探索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交流新模式
与新机制必要性
中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曹志祥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隆重召开。中

国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主

任曹志祥出席会议。

会议中，曹主任不仅向远道而来

从事教育事业的代表们表示亲切祝愿，

还发表题为“探索中意两国教育合作

交流新模式与新机制必要性”的讲话，

与大家共同商讨中意教育交流合作与

发展的未来新方向。

曹主任说，本次研讨会的召开，

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全国教

育大会上提出的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教育

方针，也是深化中意两国教育交流的

重要举措。

他强调，中意两国交往历史悠久，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使者张骞开辟

出一条横贯东西、融通欧亚的丝绸之

路。数千年间，无数商人、僧侣、艺

术家行走在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上，

往返于东西方之间。

曹主任指出，在当今时代，中意

两国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中意两国

教育更应该探索出新的教育交流机制

与模式。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形

成教育全方位对意开放格局，全面吸

收意大利先进办学治学经验；两国人

才培养之间的阻力才会缩小，才会进

一步调整优化中意教育合作；才能培

养出更多拥有创新意识和宽广国际视

野的国家栋梁；才能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达到文化相

通相融。

曹主任还表示，中意两国教育合

作与交流新模式的建立，需要从两国

教育需求出发，需要政府与人民共同

努力，要将当前与长远相结合、技术

合作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政府组织与

民间运营相结合。

演讲最后，曹主任说，希望通过

中意两国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新模式，

能够培养出更多国际化高端人才，推

进经济社会发展，在追求教育合作质

量和效益的同时，互学互鉴，带给中

意学子更多的机会与机遇。我们也会

持续加大教育装备投入，满足艺术教

育发展需求，尤其是艺术学子教学需

求，为艺术学子配备最优良、最先进

的教学装备，全力为艺术学子打造舒

适的教学环境。

曹主任的演讲，一针见血的指出

了中意教育合作交流的重要性，他提

出的方法论为今后泓钰学校的发展指

明了方向。泓钰学校将会秉承曹主任

演讲的精神内涵，持续加大对中意教

育合作交流的投入，推动中意教育合

作更好更快地发展。

加强中外合作办学
中意合作教育应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中国教育部原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副司长廖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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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

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在南京隆重召开。本次会议主办方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

专业委员会领导、意大利教育中心中

国区总负责人邢建军博士也莅临会议

现场，并就意大利留学和教育资源情

况以及中意两国教育合作现状及未来

发展做出重要讲话。

演讲中，邢博士首先介绍了意大

利教育中心，该中心是在意大利外交

部、意大利教育、大学和科研部、意

大利内政部以及意中基金会的支持下

成立的，其目的是在世界各地推广意

大利高等教育体系和促进大学间合作，

为留学意大利的学生和学者提供全方

位咨询和技术支持，协助意大利外交

机构为赴意攻读学位课程的学生进行

预注册，并组织意大利大学和艺术院

校参加一系列展会和路演等活动。

随后，邢博士向在场人士介绍了

意大利留学和教育资源情况。他说，

意大利的高等教育体系发达，学科门

类齐全，构成了和中国高等教育非常

好的一种优势上的互补。每年去意大

利就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位课程的

中国留学生接近 5000 人。意大利教育

中心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留学生

占意大利大学非欧盟国家学生总数的

24%，是主要的留学生群体之一。

邢博士表示，不仅中国学生去意

大利留学，中国也在逐渐引进意大利

优质教育资源。中意两国校际合作日

趋密切、联合办学逐渐深化。截至目

前为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外国

语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成都大学等

众多国内知名院校与意大利高校签署

校际合作协议，共同培养高素质教育

人才。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中意教

育合作已呈现出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领域逐渐拓宽、合作层次与水平

日益提高的趋势。

关于中意两国教育未来发展，他

表示，在今后，中意教育未来发展应

该适应新时代，解决新矛盾，应该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中方与意大利的

校际合作，促进中意双方文化艺术交

流达到更高水平。应加大服务“一带

一路”战略力度，同时提高师资交流

和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学生互换

交流，还要在国家政策、企业资本和

学校研究交流需求的引导下，凭借国

内的教育体系创新，以及互联网平台

建设和我国科技实力，借“一带一路”

倡议，完善我国对意教育布局。

邢建军博士关于意大利教育资源

与教育状况的解读，极大的促进了中

国教育界对意大利教育的认识。他所

提出的未来中意教育相互传播发展的

方法论，为两国教育传播指明了方向。

泓钰学校将会实地践行邢博士演讲的

精神，为中意教育传播发展添薪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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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艺术学院隆重

召开。承办方代表之一，南京艺术学

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刘伟冬出席会议

并致辞。

刘院长首先代表南京艺术学院万

名师生员工，对与会中意嘉宾的莅临

表示欢迎，对本届研讨会的开幕表示

祝贺。随后，他就南京艺术学院的办

学历程、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和优势，

以及办学成果等情况向与会嘉宾做简

要介绍。

南京艺术学院是国家文化和旅游

部与江苏省政府共建高校，也是中国

历史最悠久的高等艺术学府。刘院长

指出，建校近 107 年以来，南艺秉承

“闳约深美”的办学理念和“不息变动”

的创新精神，涵养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优良的办学传统，集聚培养了

一大批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有着重

要贡献和影响的艺术名师大家。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南艺成

为目前中国唯一一所拥有艺术学门类

下全部 5 个一级学科博硕士学位授予

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高校；在教

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的 5 个

一级学科全部跻身前六，其中三个学

科入选 A 类学科，两个学科被评为 B+

等级，艺术学科综合实力在全国高校

中名列前茅。他表示，南艺学院学科

门类齐全，综合实力雄厚，教学设施

先进，办学特色鲜明，在国内艺术院

校中具有独特优势。

艺术是世界的语言，是沟通心灵、

交流文化的桥梁；同时，在沟通与交

流中，艺术也在不断推动着自身的创

新和发展。刘院长回顾说，早在 1912

年，刘海粟先生创办南艺前身上海图

画美术院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发展

东方固有的艺术，研究西方艺术的蕴

奥”的办学主张。在海粟先生的积极

倡导和推动下，学校率先引进旅行写

生、模特写生等西方美术教学方法，

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美术类学术杂志，

由此，构建起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

教育体系。

刘院长表示，百余年后的今天，

南艺秉承海粟先生“中西合璧、兼容

并包”的学术理念和办学精神，紧扣“国

际知名”的办学目标，坚持把国际化

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作为重要战略

取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在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中，努力融入世

界高等艺术教育的大格局。

他指出，近四年来，南艺与包括

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在内的多所世界

知名大学开展了实质性合作，在校留

学生规模由276人次增长至475人次，

留学生国别从 23 个增加到 76 个。学

校派出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展览演出、

考察进修的师生达450余人次，以讲座、

讲学、联合展演、开设工作坊等形式

接受国（境）外专家来访 600余人次。

刘院长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

拓展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已

经成为各国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

途径和有效方式。特别是对高等教育

来说，通过大力实施国际化办学路径

实现高水平办学目标，已在全球高等

教育界达成广泛共识。

当今世界，不同文化艺术间的对

话与交流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和

潮流。刘院长总结指出，本次研讨会

在南艺举办，对深入了解意大利的艺

术教育理念、增进与相关院校的交流

沟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希

望通过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这一平

台，能够与意大利相关部门、机构和

艺术院校建立长久而紧密的联系，在

教育教学、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等方

面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分享”

中推进“创新”，在“合作”中实现“共

赢”，在中意两国之间搭建起文化交

流和教育合作的桥梁和纽带，为推动

两国艺术文化的创新融合做出积极贡

献。

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党委副书记

刘伟冬致辞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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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隆重召开。承

办方代表之一，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

裁、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出席会议

并致辞。

王总首先用中意双语向与会的中

意嘉宾表示亲切的问候，并代表会议

承办方之一的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向

所有莅临会议现场的领导和嘉宾致以

崇高的敬意。他特别感谢主办方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并表示

非常荣幸和南京艺术学院这所国内最

好的艺术高等学府之一来联袂承办本

次峰会。他还特别鸣谢莅临现场的意

大利的各位领导和大师们，以及资深

中意教育大咖——意大利教育中心的

邢博士为中意教育合作所做的不懈努

力。他表示，一年一度的中意国际教

育峰会之所以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务

实高效，面向未来，正是得益于中意

各方一如既往的鼎力相助和真诚友谊。

继去年在冰城哈尔滨举行“一带

一路”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之后，今年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

峰论坛特别选在古都南京举办。他认

为，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也是

长三角核心国家级大都市，具有悠久

的崇文重教的优秀传统，同时南京还

是中意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桥头堡，

在此举办中意峰会意义重大。

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

艺术底蕴丰厚，大师辈出，群星璀璨，

艺术教育始终作为引领世界的一面旗

帜，无论是基础艺术教育，还是高等

艺术教育，都具备完善而有效的体系

和理论，对于中国艺术教育，具有巨

大的借鉴意义。王总称赞意大利人的

独特智慧和丰厚的美学底蕴，并号召

国内同仁学习和借鉴意大利的高等教

育模式。

王总认为，意大利在艺术教育上，

其独特和先进之处众多，不止其教学

方法，更有教育理念和系统体系的精

华等，需要我们用心体会和探究，更

好的是前往意大利深度体验。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逐步全面提升我国的艺术教育水准，

最终提升全民美学涵养和综合国民素

养。

随后，王总分析了当前中国教育

的新形势，他指出，中国在近十年来，

一直在教育改革的路上不断发力，随

着中国梦的伟大设计构思，教育作为

重头戏被提上日程，中国政府以及民

间都在积极推动。而国家规划中的“引

进来，走出去”方针，更是让国内院

校全面打开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的大

门。同时，中国院校也需要将优秀的

中华文化艺术积极传播到世界各地，

通过中意双方友好交流互动，来全面

推动中意两国艺术教育事业。

他回顾近十年的中意教育交流历

程中，作为中意教育交流的领军品牌，

远景集团旗下的泓钰学校，始终勇立

潮头，全体泓钰人厉兵秣马，只争朝夕，

不断创新，致力于中意教育全方位务

实合作，在中国和意大利分别规划布

局，为中意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为中

意合作贡献了众多颇有实效的模式和

成果，得到了中意政府和中外伙伴的

普遍认可和赞誉，真正推动两国关系

更有效更务实地发展。

王总表示，远景集团将厚积薄发，

着力打造“一纵一横、点线面结合的

远景生态教育体系”，引领和促进中

意教育和文化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他深信，在两国政府和民间的发展共

识上，已然达成默契并有力地全方位

推动着。他希望中意世代友好，齐头

并进！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总裁、
泓钰学校总督学
王正常致辞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集团领导与参会院校代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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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共享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成果

聚焦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南京举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较往届成绩尤为突出。近年来中意院校艺术合作办学成

果及成功经验，藉由此次会议得以进一步广泛推广。中意合作办学正向着质变、创新和聚焦的层次不断深化，教育合作交

流的机制与模式得到不断发展与创新。

 佛美 Workshop 亮相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会议期间，佛罗伦萨美院 Workshop 教学成果展精彩亮相，为与会嘉宾献上了一场兼具专业性、互动性、原创性的艺术

饕餮盛宴。令会议现场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带给与会嘉宾丰富、纯正的艺术享受。

本次佛罗伦萨美院在华环保 workshop 以“纸的时尚设计”为主题。在佛罗伦萨美院教授的指导下，同学们利用生活中

的各种纸制材料完成时尚设计原创作品，用艺术展现奇思妙想，表达环保主题。意大利教授和中国学子互动教学，中意两

国文化艺术理念通过艺术作品连在一起并擦出精彩火花。

 中意艺术教育交流成果汇报演出

会议期间，南京艺术学院及泓钰学校师生联袂意大利高校教授为与会嘉宾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精彩绝伦的中意教育

合作成果演出晚会，晚会呈现了中意双方师生遴选出的优秀展演作品，旨在展现师生们的艺术风采，展示中意艺术交流的

丰硕成果。中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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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意·江南”中意艺术联展

本次会议还启动了主题为“意 •江南”中意艺术联展这样精彩的艺术活动并亮相南京艺术学院，为中意两国文化艺术

的交流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活动过程中，近百幅题材广泛、新颖、多姿多彩的中意两国艺术精品画作向公众展示，成为

两国艺术交流的窗口。展览时间从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4 日、共持续 6天，包括中国教育部领导、中意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

各界艺术爱好者在内的千余人次欣赏了此次联展，作品博得了到场嘉宾及观众的一致赞誉。  

 意大利艺术名师课堂

此次会议不仅有中意教育专家进行中意国际教育交流合作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为了更好地展示意大利教育教学成果，

会议还设立了 3个分会场，分别由帕多瓦音乐学院、曼多瓦音乐学院、罗马美院的专业教授现场执教大师课，意大利国立

高校顶级音乐大师和美术大师分别带来了精彩的课程展示。他们现场指导传授专业技巧，吸引了大批与会的中国院校领导

和师生前来观摩学习。

媒体报道 :
 

10  余位中意高校领导做主题报告；

20  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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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余所中意院校间签约框架合作协议 

 3   场意大利国立艺术名校教授现场教学观摩

 2   场中意合作圆桌座谈会

 1   场南京艺术学院中意艺术交流成果汇报演出

 1   场中意艺术联展活动

 1   场佛罗伦萨美院 Workshop 教学成果展

      同声传译，听说同步，便捷高效，提升与会者会议体验，成为本届会议的又一大亮点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取得丰硕的成果，中意院校间的领导与专家再次就各自专业领域畅所欲言，共同深挖两

国教育特色与优势，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在百忙中出席此次会议的中意领导，充分肯定了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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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亮点: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意方嘉宾 大学嘉宾 高中嘉宾 教育部门领导嘉宾 中方合作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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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江苏卫视 南京卫视现场采访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南京隆重举行。中

意两国教育专家分别就教育交流与合

作发表意见和建议。其中，摩德纳大

学校长 Sergio Ferrari 教授出席论坛

并发表题为《摩德纳大学的国际合作

形式》的致辞，同与会嘉宾详细解读

国际合作的形式与政策。

他介绍到，意大利大学教育体系

是欧洲最古老的教育体系之一。摩德

纳大学建于 1175 年，现如今的摩德纳

大学是一所涵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公

立大学，也是一所享有国际声誉的欧

洲常青藤学府。摩德纳大学是意大利

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公立大学，与几

百所世界名校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

和合作关系。其中包括中国不少“重

中之重”、“985 工程”、“211 工程”

的全国重点高校，学校对留学生提供

众多服务：国际接待、大学住宿、社

团文化活动等。他指出，摩德纳大学

一直在努力寻求更多能与中国建立有

利合作的渠道。

此外，摩德纳大学主要设有学士、

硕士及博士课程，大部分采用意大利

语授课，少部分采用英文授课，是一

所教学与研究一体的大学。该学校有

13 个专业有自己的研究室，15 个专业

有其各个领域的中心研究所，有超过

47％的研究人员与国际组织有着稳定

的合作。

在研讨会期间，Sergio Ferrari

教授还特意去参观了主题为“意·江南”

的中意国际艺术联展，对中国学生在

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赞叹不已。

会议第二天，Sergio Ferrari 教

授还与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帕多瓦音乐学院副院长 Elio 

Orio 等意大利国立高校教授以及远景

国际教育集团负责人进行了中意合作

机制交流探讨。

随着近年来中意两国教育交流与

合作的不断深入，中意两国人才联合

培养成为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来，摩德纳大学与泓钰学校建立

了广泛而深厚的合作基础，培养了大

批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人才。

据悉，今年就有数十名泓钰学子

顺利考入摩德纳大学的机械工程、经

济与金融、国际市场、企业管理、企

业组织等专业。与众多本地企业（机械、

食品、信息，生物技术，制药，陶瓷等等）

有着长期合作是摩德纳大学的一大特

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摩德纳大学

机械工程专业的亮点是与法拉利公司

直接合作，完成学生实习、就业需求。

还有一个特别要说明的好消息是：

摩德纳大学还与中国苏州大学、中国

项目协会、中国当代研究中心和泓钰

学校筹备明年七月为中国学生开办暑

期夏令营。

摩德纳校长的一番致辞，让我们

更全面地了解到摩德纳大学的教育教

学优势及合作形式，从而构建更好的

合作伙伴关系。

泓钰学校将与摩德纳大学一同，

为更多的中国学子留学意大利搭建更

广阔的桥梁！

Unimore ha stipulato accordi anche con scuole superiori 

cinesi che hanno corsi di Italiano quali Beijing Hongyu 

Internationa School (Presidente Frank King che è socio anche 

dell’Associazione Progetto Cina), Jiangnan Middle School 

di Wuhu, la Jianxin middle school di Shuang Yashan. UniMoRe 

cerca quindi di incentivare tutti I canali che permettano una 

sempre più proficua collaborazione con la Repubblica C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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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

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

举行。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出席研讨会并发表了题为《中意艺术教育合

作的必要性》的主题报告。

Giuseppe La Bruna 院长在发言中表示

很高兴能够再次参加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院校和威尼斯美院

的合作伙伴关系。他感谢泓钰学校成为第一

个与威尼斯美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国院

校，并高度肯定泓钰学校在中学教育、大学

教育领域的出色成就。

他指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非

常重视各阶段教育，有利于学生学术道路和

职业道路的发展。教育的大力发展，对国民

和国际合作伙伴来说都是一项明智的举措。

威尼斯美院是一所有着 267 年悠久历史

的大学，拥有众多文化艺术专业，能够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艺术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他

认为，两国院校合作发展前景广阔。为了中

意两国在教育领域的长期合作，双方今后可

以通过有效谈话来完善各方面的发展。

他强调，由于威尼斯美院每年的招生名

额有限，所以具备优秀的艺术才能、对艺术

史知识有所了解，意大利语言水平过关的学

生才能被录取。随后，他还提及了当前美院

正在开展的各项合作，例如：参与威尼斯双

年展布展相关活动，筹备材料专业的硕士课

程，以及与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的合作情况等。

Bruna 院长在致辞中对威尼斯美院招生

要求、专业教学、合作优势以及就业前景等

逐一展开叙述，为即将去意大利留学的中国

学子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他希望能够更好地

为同学们传授文化知识、生活经验，为进一

步推进中意两国关系、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做出努力。

per la realizzazione di progetti culturali che possano 

interessare, migliorare ed intensificare gli ottimi rapporti 

esistenti fra i due Paesi Italia e Cina nel bene di una crescita 

costante di confronto principalmente a favore delle nuove 

generazioni che avranno modo di crescere “insieme” per il 

bene di tutti noi. Noi, abbiamo una grande responsabilità nei 

loro confronti: l’obbligo di trasferire ad ognuno di loro il 

nostro sapere, la nostra esperienza vissuta, ed a dispetto di 

chi oggi considera erroneamente ed in termini denigratorio 

vecchio come sinonimo di inutile, io penso che dobbiamo tenere 

in grande considerazione anche questa “preziosa vecchiaia” a 

disposizione delle nuove generazioni.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

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米兰 A.C.M.E. 美院院长 Lorenzo Previde Prato 出席研讨会并

发表了题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之必然》的主题报告。

他对于能够再次出席中意教育盛会深感荣幸，为与会嘉宾详细介绍美院概况，并分享了在该校学习生活的中国学生及

其成熟的留学经验。

他指出，A.C.M.E.美术学院是意大利首家高等艺术文化传媒大学，成立于1997年，校区分别在米兰和诺瓦拉两个城市。

他强调，与传统的高校专业相比，A.C.M.E. 美术学院的学习计划的特点是理论教学与多媒体实践、实验教学具有同等价值，

也就是在通过图像进行学习交流，简单地说，就是在艺术领域进行圈内交流，促进专业人员的专业培训。

他还详细介绍了美院的课程结构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位获取等情况，对美院在国际领域取得的成绩表示高度肯定，特

别是多年来与泓钰学校成为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中国学生表现个人技术和艺术水平提供良好平台。

他表示，A.C.M.E.美院通常每年会在两个不同时期来到泓钰学校执教交流，和中国的主要城市的部分高校的学生见面，

帮助他们了解意大利美院教育，学习意大利语，从而为下一步的出国深造做准备。A.C.M.E. 美院愿同泓钰学校加强合作，

确保学生有机会表现个人技术和艺术水平，在 A.C.M.E. 美院的培养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A tal fine, l’Accademia ha siglato un accordo con una delle più importanti organizzazioni nel campo 

dell’educazione in Cina, la HONGYU SCHOOL con la quale condivide un programma di presentazione delle 

attività formative proposte, di supporto e di selezione di studenti capaci e motivati, che prevede tappe 

nelle principali città della Cina.

威尼斯美院院长 Giuseppe La Bruna
出席峰会并发表《中意艺术教育合作的必要性》主题报告

米兰 A.C.M.E. 美院院长
Lorenzo Previde Prato
出席峰会并发表《高等教育国际化之必然》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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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

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

景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

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莱切美院教授 Tiziano Maria 

Margiotta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传播学在艺术教

育中的应用》的主题报告。

Tiziano Maria Margiotta 教授首先向与会嘉宾

转达了莱切美院院长 Andrea Rollo 教授的问候，并

表示很高兴代表莱切美院来华进行国际化交流发展工

作。他指出莱切美院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非常注重国际

化发展进程，在学生发展及国际合作伙伴关系领域都

取得了有效成果。他强调，泓钰学校是合作发展国际

化道路上的最值得信赖的伙伴之一。

随后，他针对中意两国院校的合作教育模式、教

学目标、特色优势以及提供的相关服务等进行详细说

明，还用数据表示近年来教育合作领域取得的积极成

果。他认为，展望全球的教育全景，因为有了新通信

技术的革新（如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以及国际化教

学的开展，这些对于世界高等教育以及欧洲国家来说，

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他指出，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成熟的合作经验中，

特别是在莱切美院和中国的高等培训学校之间，无论

是在文化交流方面，还是学生注册人数、学生的质量

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历届中意国际教育会议，

以及意大利教师到中国各地执教交流，使两国文化融

合成为可能，为中国学生开展教学活动，从而顺利入

学莱切美院，并能更好地融入课程。

他表示，莱切美院已经认识到泓钰学校在提供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领导作用，正致力于加强与中国优

秀教育机构的合作，并确信加强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促进意大利与中国之间、两国教师之间的文化教育交

流活动，其首要目标是满足中国和意大利学生的需求

和愿望。

Circa gli scambi culturali sotto il profilo della didattica, i numerosi incontri avuti negli anni fra 

docenti italiani e studenti cinesi frequentanti la Hongyu School e altre Scuole Cinesi nelle varie sedi 

della Cina, hanno consentito l’acquisizione reciproca di conoscenze in grado di favorire l’integrazione 

culturale. Ciò è stato di fondamentale importanza allo scopo di prevedere e predisporre attività didattiche 

a favore degli studenti cinesi presso l’Accademia di Lecce, con l’obiettivo di favorirne il miglior 

inserimento nei percorsi di studio.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帕

多瓦音乐学院教授 Elio Orio 出席研

讨会并发表了题为《中西方小提琴及

乐器教育理念的异同》的主题报告。

Elio Orio 教授自 11 岁开始学习

小提琴，其教学足迹遍及所有意大利

的私立、公立音乐学院。同时，他还

致力于剧场音乐演出。他曾到访过欧

洲几乎所有的国家，以及巴西、叙利

Se insegnamo la matematica, la cosa più importante non è insegnare la matematica stessa, ma far sì 

che lo studente abbia voglia di studiarla, che ne abbia voglia per tutta la vita e che abbia i mezzi 

intellettuali per farlo.

亚、哈斯克斯坦、俄罗斯等。他还经

常在中国参加音乐会演奏，在不同的

大学任教，比如：北京、上海、南京、

徐州、成都、大连、大庆、昆明、青岛、

重庆等城市。他是泓钰学校的老朋友，

每年都多次来到泓钰学校执教交流。

凭借十多年来在很多国家，以及

在中国的很多省市的任教经验，他提

出了一些对于中国学生的教学感悟和

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学习乐器是困难

的，要让学生保持对音乐的热爱，要

用一生去学习。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音乐教育

者应更多思考如何提高教学技巧，了

解如何改善大脑的运转，要有系统性

和循序渐进性，他特别强调要注重音

节的学习和技巧的学习，需要更长时

间的摸索，不能过多信赖天赋。

他表示，在中国有很多伟大的小

提琴家，也有很多优秀的院校和教授

人才。出色的培养者们常常会去到西

方学校学习。他建议两国教育同仁注

意教学方法的系统性和渐进性，从而

使音乐更为广泛地传播，更具影响力

地传播。

中西方小提琴及乐器教育理念的异同
帕多瓦音乐学院教授 Elio Orio

莱切美院教授 Tiziano Maria Margiotta

传播学在艺术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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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多瓦音乐学教授
Maurizio Comencin

走进欧洲声乐殿堂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佩

鲁贾美院教授 Gianni Moretti 出席会

议并发表了题为《意大利艺术中的视

觉传达》的主题报告。

Gianni Moretti 教授首先提出思

考，究竟是什么促使一个二十来岁的

青年开始学习艺术？是什么让一个人

不惜倾其一生，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

不断探索？他认为，完成这件事是唯

一能为这世界所做的贡献。

仅仅在电视荧幕上是找不到艺术

的，仅仅通过书本也是学不会艺术的。

他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建筑、视觉

艺术、流行时尚、设计等等，生活中

随时随地都存在艺术，人不是独居生

物，应该与外界多接触。艺术家和设

计师们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现

艺术。在世界不同文化的比较与交流

中，他发现一些城市的艺术文化使他

在困境中得到重生，并为他的艺术作

品给予了灵感。

他现场为与会者展示了一位优秀

的中国学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使他放

弃了使用固定形状的想法，尝试了运

用新的形状，让他作品里的元素形状

呈现出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忘记

是记住的最好方式”。

他还向大家展示了近 10 年来他创

作的部分作品，介绍一些自己参加过

的展览（收藏展和个人展），并表示

每一个作品都应当向世界开放，接受

批评和赞赏。当他去看别人的作品时，

也会从熟知的领域中走出来，带着批

判的眼光去观赏。

意大利艺术中的视觉传达
佩鲁贾美院教授 Gianni Moretti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

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曼多瓦音乐学院教授 Maurizio Comencini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

为《走进欧洲声乐殿堂》的主题报告。

古罗马自身的文化融入了古希腊优秀的宗教、哲学、美学、自然科学、戏剧等等文化，这就使得古希腊文明也很快地

在欧洲开展开。纵观整个西方历史发展来看 , 西方的音乐艺术发展时间最早。在其辉煌的历史进程中 , 涌现出了大量的伟

大的杰出的音乐巨匠 ,他们创作出许多经典作品，成为了世界文化中宝贵的财富……

Maurizio Comencini 教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欧洲声乐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并高度赞扬这些伟大成就。他认为这些经典

的音乐作品对于音乐艺术的诠释和解读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是后人无法比拟的。在整个西方音乐历史中，西方声乐艺术

就像花中之王一样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发言中，Maurizio Comencini教授还为大家介绍了曼多瓦音乐学院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进行解读，并结合自身教学经验，

为赴意学生学习提出了几点建议。他强调，学习一门专业，不仅要学习语言和专业知识，文化发源地的文化和历史学习也

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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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 至 11 月 10 日， 由 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

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

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Dario 

Marrini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欧洲

钢琴教育的优秀方式探讨》的主题报

告。

Dario Marrini 教授表示，任教

30 多年来教过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

都以高分毕业，具备优秀的音乐才能。

随后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介绍了钢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米

兰布雷拉美院教授 Filippo Pasquale 

de Filippi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浅

谈室内设计》主题报告。

他指出，中意两国文化和民族所

具有的共同点是两国友好关系的根基，

Il recupero delle origini insieme al concetto di creatività italiano sono le basi fondati del corso di 

interior design che tengo, ma anche le basi per una nuova tendenza abitative della Cina del futuro.
琴音乐教育的要点。他认为钢琴的学

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激情，要

付出很多的努力，具备很强的意志力。

他指出学习钢琴的最佳时期、学习规

律和技巧，以及各阶段的注意事项及

经验。

他还讲述了自己的第一位音乐老

师是如何教他从视唱练耳和识谱，到

音乐听写，到他能够阅读钢琴的双线，

唱出并且写出老师播放的音乐，再开

始谈论选择乐器的问题的过程，并坚

信这种方法必不可少，因为它能够很

好地去判定一个学生是否合适去学习

Cito solo un esempio : tempo fa una mia allieva, tra l’altro musicalmente molto dotata, non riusciva 

a suonare correttamente la prima pagina della Sonata op. 13 di Beethoven, pagina di una certa difficoltà a 

livello ritmico; nel corso delle lezioni ho scoperto che l’allieva non era in grado di leggere correttamente 

la linea ritmica della partitura, e si affidava a un procedimento di imitazione prendendo ad esempio quella 

o quell’altra esecuzione che reperiva su YouTube; dissi quindi alla mia allieva di smettere di ascoltare 

esecuzioni su YouTube e che quello che le serviva era un solido studio del solfeggio.

尽管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隔甚远，文

化上也有着差异，但是中意两国始终

相辅相成，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中

意两国在很多领域都有交流合作，其

中大学教育的合作、培养优秀的新一

代是构建两国美好未来的基础。

他表示，中国和意大利的教育体

系相当一致。中国学生在念完高中之

后通常会选择读大学来完整自己的学

习生涯，而意大利大学正是一个很合

适的选择。意大利高等院校能够让中

国学生把他们的行动力和意大利所教

授给他们的创作有力地结合在一起。

他认为，米兰布雷拉美院基于开

设“室内设计”课程，对中国文化的

复兴和比较中国古今住房文化有着重

要帮助，成为连接今天和昨天、古代

和现在的桥梁，让原本消失的“过去”

能够延续到“今天”，进而成为新一

代中国人创作新文化的参照。

浅谈室内设计
米兰布雷拉美院教授 Filippo Pasquale de Filippi

欧洲钢琴教育的优秀方式探讨
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Dario Marrini

这种乐器，以及是否有意志力，是否

具有天生的音乐才能（对音乐敏感的

耳朵，声调，节奏感）。

随着当今社会信息传输数据的

快速发展，信息交流和传播的方式逐

渐先进起来，但他不建议学生去模仿

youtube 的视频，学生需要的是夯实视

唱学习。他最后强调，钢琴教学过程

中应每时每刻让学生做到对乐谱的正

确理解，不要在这方面产生混淆，并

告诫学生一定要有扎实的音乐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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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

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罗

马美院舞台布景教授 Golino Rafaele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了解意式舞

台布景设计》的主题报告。

Golino Rafaele 教授也是泓钰学

校的老朋友，经常来华授课。他认为

每次来华授课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愉

Posso dire in generale che il nostro modo d’insegnare sopratutto nelle materie pratiche e di 

laboratorio è basato sul dialogo tra il docente e l’allievo, il docente non impone un suo stile ma lascia 

libero lo studente di trovare una suo stile una sua personalità attraverso strumenti e conoscenza di un 

determinato programma.

11 月 9 日 至 11 月 10 日， 由 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

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胜利举行。

米兰布雷拉美院雕塑教授 Gianpiero 

Moioli 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意大

利的雕塑教育》的主题报告。

米兰布雷拉美院的雕塑课程，结

合了真实和虚拟的雕刻手法，既要运

Tutto ciò è volto a sviluppare l'idea e, in relazione, il linguaggio dell'opera d'arte.

Premetto che per linguaggio intendo sia quello creativo puro che quello progettuale e “immersivo”. Il 

virtuale deve essere inteso in funzione della realizzazione come una ulteriore possibilità di sviluppo del 

reale, non come la sua negazione.

Tramite la metodologia progettuale infatti lo scultore si confronta con gli spazi urbani o ambientali 

nei quali sempre più spesso è chiamato ad operare.

快的旅程，能够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

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伟大国家。

1563 年，佛罗伦萨诞生了世界上

第一个由科西莫 • 德 • 美第奇创立的

艺术和绘画学院。在意大利文艺复兴

时期，佛罗伦萨是伟大的艺术城市，

今天，学院校址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他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意大利美术学院

的教学和运作情况，并强调艺术史对

于学习艺术的重要性。

他还针对舞台场景、电影场景、

用传统雕刻手法又要利用数字雕塑、

扫描、建模和 3D 打印。这种手法也可

以用于虚拟架构。Gianpiero Moioli

教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他在米兰布雷

拉美院所教授的雕塑课程情况。

随后，他通过介绍雕塑经典材料、

塑料和现代材料、数字化，虚拟雕塑

和设计、3D 打印和现代材料等内容，

帮助大家理解数字艺术作品的“本质”。

这个“本质”是一种纯粹的创意设计，

电视场景、多媒体场景的设计和技术，

介绍了学院教学方式主要是在实验室

和实践领域，是建立在师生对话的基

础上的，他指出，老师并没有把自己

的风格强加于学生，而是让学生通过

工具和特定的课程知识自由地找到自

己的个性。

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情况来让中

国学生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的美院及教

学，从而更好地为出国求学做准备。

即使用电脑设计也能有身临其境的感

觉。数字技术也是实现实际雕刻的一

种方式。这种方式开始越来越多地被

雕塑家们运用到城市环境建设中去。

他希望借此机会帮助更多中国学

生了解米兰布雷拉美院的雕塑专业课

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的美院

及教学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

发展方向。

了解意式舞台布景设计
罗马美院舞台布景教授 Golino Rafaele

意大利的雕塑教育
米兰布雷拉美院雕塑教授 Gianpiero Moi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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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中韩教授首先就素描的起源

进行阐述。他说素描肇始于意大利，

然后在欧洲逐渐展开、完善，是西方

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的根源，是由

“观”和“感”而得！我们接受素描，

是世界文化传播交流的必然产物。

随后韩教授说，西方的素描理念、

观察方法、表达方式和评价体系的引

进之于我们可谓意义重大，通过素描

的训练不仅开启了我们接受认识西方

艺术之门，同时得到了认识理解、分

析客观世界、表现客观世界、感受记

录心灵的一个容器。素描是艺术家表

达客观和自我的不可替代的、极为便

捷的传感器。

随后韩教授以法国奥赛美术馆为

例，表示其实从十九世纪始至廿世纪

初正是印象派开端、生成之际，正是

欧洲的绘画艺术进入巨大变革时期，

古典主义的东西已如落日余晖孤帆远

影，渐离人们的视线。他还表示做为

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更是吸引

着众多的艺术学子。另一方面请进来，

艺术大师讲座、展览频乃，这似乎是

在补多年被落下的课。至此我们才得

以完整的看到西方美术史的全部景观，

才能够有机会学习、考察、审视和选择。

因此今日我们才与世界的文化进程同

步。

韩教授表示，素描要素单纯直接

能够很方便的展现艺术家灵魂深处的

东西，是画家的营养元，也是绘画的

根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这一理念在全国八大美术学院深入人

心，得到了如一的贯彻执行。一切造

型的基础是素描，但不同的造型艺术

需要不同的素描基础。素描是其中的

一个点，与其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

关联。

韩教授最后总结道：“东西方艺

术是一座山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两个

侧面必然交汇于山的顶峰，在极高处

相契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个

都不能少！都是支点，互为依存互为

支撑。无论是东西方任何画种画家其

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只能

心领神会的‘道’包容其中。那‘道’

是其作品的气息，是之所以好的原因，

说不清，道不明，不可量化，只能意会。”

“艺术无国界 文化有共鸣”，“一

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加强经济的合

作与交流，更是需要我们致力于促进

文化的交融与互鉴。他相信此次中意

艺术教育的研讨和交流，也不只是停

留在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层面，更是两

种思维方式的碰撞，将中国的文化带

出去，把西方的优秀文化艺术吸收、

融合，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未来的职责。

希望越来越多的艺术人才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谈东西方绘画中的素描
鲁迅美术学院教授韩大为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校长解危在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作了

题为《开拓国际视野 创新时代艺术》

的主题报告。

他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

和发展 ,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

高。文化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内容和人文基础，也为中意文化

交流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

的历史机遇。

他强调：国家的发展需要我们培

养更多的国际人才。而国际人才不仅

仅要学会语言，而且还要通晓西方文

化，这样才能在国际交往中应对自如，

而艺术是文化中最重要的板块，文化

交流合作就是“走出去”也“引进来”。

他还说，近十年来，我国出国留

学规模稳步扩大。教育部最新公布数

据显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大留学生输出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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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

必然。他把此定义为“一个国家、一

个教育系统、一个教育机构回应全球

化趋势的具体政策或举措。”

他介绍道，近几年，我们的视野

中看到越来越多的高中开办了国际班，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在 2017 年也开设

了国际班，一路走来，学校的各项工

作每一年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海外

许多知名大学每年定点来与其有合作

项目的学校进行招生选拔，更有海外

大学考官现场面试学

生，在国内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在一定程度上高中国际班的学生更是

具有较高的留学入取率，由于语言基

础打的坚实，签证通过率也具有较高

的优势。基于对学生当前的学业表现、

兴趣爱好及将来的出路综合考量，家

长也支持学生报考国际班。

解校长表示：艺术思维侧重于直

觉，具有跳跃性、非线性的特点，因

此在很多类型的发明创造的过程中，

都会起到关键的链接作用。在这个意

义上说，当“人转向艺术时，就进入

了创造活动的实验室”。艺术教育唤

醒美感，人的一生虽然漫长，可做的

事情看似很多，但其实真正能做的，

不过只有一件而已，这件事就是一个

人来到世间的使命。艺术教育的价值

就在于唤醒每一个人心中的潜能，帮

助他们找到隐藏在体内的特殊使命和

注定要做的那件事。

而比较一下国内和国外教育的区

别，再结合国情我们也行可以断言，

艺术高中的国际班应时而生，它是一

个中转站，并且在合理规划课程后，

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会成为同时具有

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新一代艺术人才，

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创作出极具

时代感的作品。

开拓国际视野  创新时代艺术
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副校长解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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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大学音乐与传媒学院声乐系

主任李阳出席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艺术学院、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共

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并发表了题为《高校公共艺术课程

改革的思考与探索》的主题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尤其是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等一系列加强美育工作文件的颁布，

高校美育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焕发出

青春与活力，面向高校全体大学

高
校
公
共
艺
术

课
程
改
革
的
思
考
与
探
索

沈
阳
大
学
音
乐
与
传
媒
学
院
声
乐
系
主
任
李
阳

生公共艺术教育的普及与实施，在一

定时期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在当前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提高人

力资源质量的宏观背景下，现代教育

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又提出更为艰巨

的任务与挑战。

在报告中他谈到，高校要进行公

共艺术课程的改革，第一是要夯实基

础，打造课程纵深体系。第二是要搭

建平台，展演艺术实践专长。李主任

介绍到，在努力推动高校公共艺术教

育使大学生由学习兴趣向艺术特长转

变的大目标下，根据社会文化发展的

新变化，依托学校现有资源，开发利

用当地的公共艺术教育资源，开展了

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他表示：自

2008 年以来，沈阳大学与意大利阿维

利诺音乐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教师以

访问学者的方式走出去，在阿维利诺

开展关于中国音乐的讲座和举办中国

作品的音乐会，同时邀请阿维利诺音

乐学院院长及教授来校讲学并开展大

师课，以国际化的新视野，有效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实现教

学质量提升。

李主任在报告的最后强调：公共

艺术教育，是高校美育实施的重要途

径，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未

来将按照“十九大”重要思想的要求，

坚定初心，砥砺前行，携手开创中国

美育繁花似锦的明天 !

李主任对高校公共艺术课程的思

考深入、全面、鞭辟入里，充分贴近

此次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分

享、创新、合作、共赢”的会议精神。

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公共艺术课程

机制将越发完善，中华美育也会越来

越好！

11 月 9 日至 10 在南京举办的中意

艺术教育国际探讨会上，南昌市实验

中学副校长罗红敏女士作了关于《培

养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高中生》精

彩的主题报告。在正式的报告开始之

前，她说：“十分高兴来到这座誉为‘六

朝古都‘有着浓厚文化和历史积淀的

城市——南京，有幸参加由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

会主办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

坛暨第十届中意教育国际会议，更荣

幸能站在有着浓厚艺术氛围的南京艺

术学院音乐厅与来自意大利的专家、

国内高等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的各位

领导、同仁交流和分享江西省南昌市

实验中学的办学经验和体会。”

她提到，作为一名来自普通高中

教育的基层副校长，在从事一线教学

的同时，担任高中学生的德育和学校

艺术管理工作，今天想和大家交流、

分享的主题是：培养国际视野、中国

情怀的高中生——南昌市实验中学中

意国际教育交流的办学育人探索。

她介绍道，南昌市实验中学是意

大利国立美术 / 音乐学院优质生源基

地及招生考点学校，江西省首家意大

利语言等级考试考点学校，中意艺术

教育合作示范基地，是中国美术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等艺术院校的生源基地。

她表示：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适

应新高考，满足不同类型不同潜能学

生的需求，学校积极培育“美在实验，

和而不同”的校园文化，坚持“双轮

驱动，两翼齐飞，特色兴校，幸福师生”

的办学思路，秉承“以人为本，因材

施教，成人成材” 的育人理念，开设

了文化精品班，音乐特长班，美术特

长班，美术创意班（中意双升学实验

班），传媒特长班，为实验学子提供

适合的教育，着力培养“文明守纪，

全面发展，艺术见长”的现代中学生，

全力助推勤奋好学、目标明确的同学

实现理想大学梦，为实验学子的终身

幸福奠基。

为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

和责任担当的创意与创新类美术人才，

应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要求，经南昌市

教育局支持批准，2016 年南昌市实验

中学与北京泓钰学校合作，在全国率

先开办了三年制中意美术创意班，将

语言障碍分解在三年时间内，既考虑

了学生的实际需要，又缩短了学时，

有效地提高学生留学意大利的学习和

交流概率。

罗校长强调，坚持以美育人，以

文化育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提升艺术特长生的文化和艺术品味，

正是南昌市实验中学开办创意班的立

足点。她相信在和泓钰学校的共同努

力下，南昌市实验中学的中意美术创

意班会越办越好！让大家共同携手一

同开启中意国际教育的新篇章！

培养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高中生
——南昌市实验中学中意国际教育交流的办学育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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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

在南京隆重召开，会议的成果丰硕。

其中，数十位中意教育专家在会上作

了关于教育的主题报告。

其中，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王晓明作了题为《立足

本土文化培养，促进中意艺术教育国

际合作》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

文字从出现到现在一直延续、这种连

续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延续，包括中

国艺术也能相关联，产生巨大的影响

力。从诗、词、歌、赋，到中国的书

法、绘画、雕塑、陶瓷艺术等，中国

传统文化可以说根基非常深厚。因此，

他呼吁中国的艺术学子和有志于成为

艺术家的学子们，中国文化的根基应

该打扎实，不论走到哪里，都应该是

有中国本土文化的滋养。

此外，他还谈到中国美术学院在

专业基础教学上的策略 ，中国美术学

院在专业基础教学上分了三个专业方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

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在

南京隆重召开，会议的成果丰硕。其中，

数十位中意教育专家在会上作了专题

报告。

会议上十分有意义的一篇报告是

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熊懿所作的《盲

人的一天——设计的复杂性与矛盾

性》。这个议题是南京艺术学院设计

学院的一个学术研究课题，是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组成部分，也

是熊院长在未来 5 年的研究主线。她

的报告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残

疾对我意味着什么、标准化与常态化、 

让日常生活成为可能及案例研究盲人

的一天一行，走于城市。

在报告中她指出：盲人需要意见

领袖，正常人也需要为盲人发声。当

我们谈论盲人的时候，和谈论工薪阶

层、老人、儿童、中年男人、家庭妇

女等人群的态度一致，枝节问题才有

可能融入主干 : 既不形成孤岛，也不

刻意放大需求。规则的制定者更需要

深度思考 : 残疾对我意味着什么。而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丹麦社会福利

部高级官员 N-E 邦克米克卢森率先就

向；分别是：造型、设计、图像与媒体，

这三个专业方向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教

学体系里基本囊括了中国美术学院大

部分的专业，除了中国化专业和建筑

专业是独立的，其他所有专业基本上

都是在基础的大背景下共同学习。

他还提到，在基础教学里，中国

美术高考和美术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是

大家都能发现的。问题比较明显的是：

模式化的教学、考前的教育及考入美

院之后美术强调造型的单一性。这些

问题是有必要在现阶段和以后的发展

中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因此，在中

国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中，教学方向

做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既与基础

的教学相关联，又将创意的表达相结

合。其中，基础教学里面包含了中国

的传统文化，包括我国的国学、中国

书法和中国画基础教学。中国美术学

院在教学方面，强调造型基础的扎实

性，和造型能力的表达。在造型课程

里，不仅加入了西方美术体系里素描

的训练，还有石膏像，人物写生等，

残疾人的生活提出“标准化和常态化”

的观点，提出了需要认真考虑残疾人

士和普通市民生活在同一社会的愿望。

这一观点被 “联合国残疾人十年活动

计划”采纳。

她说，在丹麦，“无障碍化” 或“通

用设计”的概念正在被“各方面可接

受的设计”取代。一旦以日常的语言

描述设计的目标，设计的细节便自然

而然浮现于眼前：位于德国的丹麦视

觉患者协会所属的研修和度假中心根

据这些想法，在室内设计中放弃了常

规的盲道设计，在每个交叉路口以及

拐角利用空间、地面材料产生的回声

的变化完成对行走者的提示，以接近

自然的设计，最大限度地激发盲人的

感觉机能，这些轻微刺激为盲人带去

更舒活的空间体验，同时不会对正常

人的行走有任何影响。

熊院长表示：设计的标准化和常

态化应该是为盲人带去更舒适的空间

体验，同时不会对正常人有任何影响，

无障碍化或通用设计的概念正在被各

方面可接受的设计取代，这考虑到了

残疾人和普通市民的生活有所不同。

她同时表示：作为一所强调人文

更是将中国传统壁画课程纳入到现在

的美术教学体系中，可以让更多的孩

子们不仅从西方造型学习中汲取营养，

而且从中国艺术历史中有所收获。

同时他提到，和中国一样，意大

利也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历史和艺术

历史。意大利和中国的艺术交流广泛，

意大利在创意和时尚领域方面都有着

非常前沿的表达。这对于中国学生来

说是非常有益的滋养。

当今，国际艺术教育交流越来越

频繁、合作也越来越密切。意大利和

中国的合作也是促动艺术全球化非常

有益的一种合作方式。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王教授是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的

负责人，他其中一个项目的主题是“一

带一路，汉字的力量”，主要是为了

展现汉字的艺术，其中囊括了汉字水

墨国际交流高级创作人才培养及和一

带一路传播交流推广。他很高兴看到

在此次会议上艺术发展能够将一带一

路概念结合中国艺术更好传播的同时

与意大利建立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

精神的综合性艺术大学，对每个具体

的人的尊重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

要传递给学生的信息，这是她认为教

育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会随着

技术的变化而改变，但会随着技术的

进化而产生更好的面向，进而通过这

些微观的、日常的、细节的观察、分析，

慢慢实现某种结构性的变化。

她真诚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每

个设计都能考虑到残疾人的需求。她

以城市步行交通为例，解读盲道能够

真正为盲人所用的必要性。她说，现

在社会中还存在着对于残疾人士来说

不合理的现象，期望能够通过此次报

告促进这些现象的改善。最后她表示：

为残疾人设计的最终目的，同样也在

于让残疾人能够“与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这些功

能已经有相应的技术实现它，相信以

后会越来越好！

熊院长的发言紧贴盲人生活实际、

感人至深。使我们未来更加寄希望于

教育能改变世界，艺术改变世界、设

计改变世界。这也是此次会议“分享”

的意义所在。

立足本土文化培养，促进中意艺术教育国际合作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晓明

盲人的一天 | 设计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熊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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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南京

隆重举办的中意艺术教育国际探讨会，

哈工大附属中学副校长王金龙受邀参

加并发表了《多元培养，人人精彩》

出色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

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创建于 2001

年 6 月，经过十余年工附人的不懈努

力，在王蕾校长的带领下哈工大附中

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基础 +特色，

双轮驱动；育人 + 育才，双育凸显”

是哈工大附中着眼于未来发展提出的

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

同时他介绍到，哈工大附中特长

部是学校一体六部中的重要一部分。

是校内特色办学的先锋军。多年来，

哈工大附中特长生 100 % 考入重点院

校，2017 和 2018 年连续两年都有同学

考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2016 年工大附中更是与远景国际

教育集团达成中意国际教育战略合作，

全面开展“意大利艺术班”项目。同时，

工大附中成为了意大利官方指定的黑

龙江省意大利艺术班招生和教学基地，

也是黑龙江省唯一意大利语等级考试

官方考点。哈工大附中的“意大利艺

术班”项目从创办至今，已经向意大

利各大美术学院和音乐学院输送了 30

名优秀学生去学习绘画、设计、装饰、

声乐、器乐等艺术专业。

目前，哈工大附中高一、高二、

高三学年都设有意大利艺术班，已经

顺利地完成了五届学生的招生工作。

总结起来，工大附中意大利艺术班项

目有以下几点办学优势，在此王校长

的分享希望教育界的同仁们能够彼此

借鉴，相互学习：

一、在意大利艺术院校录取政策

全面收紧的形势下，意大利艺术班能

够确保所有合格学生顺利入读到意大

利的艺术院校，从根本上解决了高中

学生在赴意留学过程中的诸多困惑和

障碍，规避了入学考试的风险，是意

大利艺术留学的最佳途径。

二、学生们高三毕业后，可以直

升意大利艺术名校本科课程学习。

三、佛罗伦萨美院、罗马美院、

都灵音乐学院等顶级艺术大师定期来

华授课，让学生们提前适应意大利大

学的教育模式，为日后进入意大利大

学的学习做好了铺垫。

四、意大利语课程由远景国际教

育集团负责，强大的中外教师资力量，

保证语言的教学质量及升学率。

五、意大利艺术班学生的学习和

生活全部由哈工大附中负责统一管理，

采用标准化管理体系，确保学生的文

化课和专业课成绩达到意大利院校的

入学标准。

最后，王校长总结说：“哈工大

附中作为一所“高质量、有特色、现

代化”的高中，一直秉持着“育人 +

育才”双育凸显，“基础 + 特色”双

轮驱动。“多元培养”充分挖掘学生

的潜能，使优质学生更优秀，特色学

生更见长。

“多元培养，人人精彩”
哈工大附属中学副校长王金龙致辞

于 11 月 9 日 至 10 日 在 南 京 举

行的中意艺术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中

意两国院校的领导和教育专家分别就

各自专业领域畅所欲言，共同探究两

国文化教育特色与优势。其中一位在

意大利及整个欧洲都具有很高学术声

望的文艺复兴艺术史研究学者——

罗马美院视觉传达系主任 Pietro 

Roccasecca 应邀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

为《感受意大利的艺术与文化》的致辞，

从专业视角解读意大利的艺术教育历

程，为与会嘉宾传达全新的视觉艺术

世界。

随着近年来中意两国高等教育交

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意两国人才

联合培养成为教育交流的重要组成部

分。罗马美院与泓钰学校多年来建立

了广泛而深厚的合作基础，培养了大

批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人才。此次罗

感受意大利的艺术与文化
罗马美院视觉传达系主任

Pietro Roccasecca

马美院的代表 Pietro Roccasecca 教

授作为重要嘉宾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

并就罗马美院的艺术教学、未来关于

艺术的教学法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Pietro Roccasecca 教授在致辞中

表示很高兴受邀出席本次研讨会，并

希望借此机会向与会嘉宾介绍意大利

百年艺术传统及美院历程。他首先回

顾了罗马美院艺术教学法的理念、探

索与发展。他讲述 1870 年在罗马举行

的艺术大会上，各城邦国探讨了新生

意大利王国在艺术教育方面的发展的

指导方针和策略，定义了艺术教学方

法，总结了意大利百年艺术传统。

随后他讲述，此次 1870 年艺术大

会的章程中，艺术教授们要求立法者

建立艺术类院校，履行第一个时期技

术类的艺术教育，同时在罗马建立关

于美学概念专业的自由艺术大学。随

后，在 1874 年建立了罗马艺术王室学

院。他还特别指出罗马美院第一任院

长 Filippo Prosperi 在美院成立初期

所做的努力，以及对 1870 年艺术大会

提出的完善建议，尤其是针对延续至

今的艺术教学法的讨论和关于《艺术

教学的特质》部分内容。

Pietro Roccasecca 教 授 指 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整个欧洲

的政治、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革，意大利作为一个曾

经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国家，

已演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也影

响了艺术教学的时代变迁。由此，罗

马美术学院也逐步发展为三个不同的

机构：艺术高中，负责绘画技术教学；

高等建筑学院，负责培养能够用新材

料和新技术指导施工的建筑师；高等

美术学院，传授高等艺术。在意大利

艺术教育的前几十年的历程中，“制

定指导原则”是重中之重。

研讨会期间，Pietro Roccasecca

教授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题为“意 •

江南”的中意国际艺术研讨会艺术联

展，欣然解答中国教师代表提出的一

些关于艺术教学的问题，并乐于分享

他在教学研究过程中的经验。他表示，

不论是通过执教中国学生，还是通过

与中国教师交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他希望与大家共同努力，为中国学生

顺利留学意大利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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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暨

第十届中意教育国际会议于 11 月 9 日

至 10 日在南京隆重举办。临沂大学副

书记受邀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发表了题

为《创新，融合，共赢，发展》的主

题演讲。谢书记表示，很高兴借此盛

会，就中意两国国际教育的合作模式，

与各位专家、领导展开交流和探讨。     

他指出，国家整体教育水平的发

展和高素质人才的积累是社会经济文

化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高层次人才在

更多的领域、更广阔的空间相互交流

学习。中外国际交流合作为不同文化

背景和价值观念的进一步交汇、相互

冲击提供了平台，为各国科技发展、

文化传播、人才交流提供了有效途径。

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是先进科学技

术、高水平人才的交流。高校作为科

技创新的源头、人力资源开发的摇篮、

优势人才集聚的舞台，是将先进科学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先锋力量。世界

各国的大学有着共同的人类文明渊源，

又深深植根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

和文化土壤之中，形成各具特色的办

学传统和风格。因此，我们应该积极

主动地与世界高水平大学广泛建立国

际交流合作关系。各种形式的高校间

国际交流合作可以为我国高校打开一

个面向世界的窗口，在吸收国外优秀

教育文化的同时也让世界看到我国高

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成就，提高我国

高校的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

他还向大家介绍了临沂大学。临

沂大学是国家设立、山东省政府直属

管理的综合性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学校坐落在风景秀美、人文荟萃

的历史文化名城、商贸物流之都山东

省临沂市。前身是 1941 年由中共滨海

区委和抗大一分校共同创建的滨海建

国学院。目前，学校已获批“山东省

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工程”重点

建设大学，全国首批、山东唯一的国

家级“中国文艺评论基地”高校，“卓

越教师培养计划”实施高校。

学校主校区由美国 EDSA 公司融合

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规划理念设计

而成，校园环境优雅，学术底蕴浓厚。

学校校舍面积 113 万平方米，其中图

书馆、实验中心、艺术中心、体育中

心是目前国内高校建筑面积最大的楼

体之一，并建成了国内较为先进的数

字化校园系统。学校现设有24个学院、

2个分校区，本科专业88个，涵盖文学、

理学、工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

经济学等 11 大学科门类，面向全国招

生，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40285 人。 

今年 6 月，谢亚非书记应邀到北

京远景国际教育集团参观考察，并同

集团总裁王正常先生做了亲切而深入

的会谈，对中意两国教育文化交流，

特别是两国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有了

充分地认识和了解。7 月底，在远景国

际教育集团的积极推动下，意大利国

立大学教授专家一行来到临沂大学，

从两校合作交流的创新点到具体项目

的落地方式等进行了充分探讨，达成

了一致意见。双方决定在临沂大学建

立山东地区意大利语考级中心，开设

意大利语选修课，同时，在本科生中

开展研究生直通车项目。这为临沂大

学的本科生毕业后能够顺畅地到意大

利攻读硕士学位，享受世界顶级院校

的优秀教育资源，开设了顺风车，搭

建了有利的平台。目前，该项目正有

条不紊地推进实施中。

演讲的最后他强调：与意大利国

立大学成功牵手，开启了临沂大学与

意高校合作的序幕，是临沂大学国际

教育合作中的一件大事，探索了中意

高校教育合作的新内容和新模式。今

天，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

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市举行，沐浴传统

文化之滋养，感怀艺术教育之精华，

相信我们中意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在两国政府及教育界同仁的积极推动

下，必将如秦淮河水绵延流长。

      创新，融合，共赢，发展  
                             ——临沂大学副书记 谢亚非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出席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辞

11 月 9 日 至 11 月 10 日， 由 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

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南京隆重召

开。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副主席 

Gabriele Rivolta 出席第十届中意国

际教育高峰论坛并致辞。

Rivolta 先生在致辞中指出，意大

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自设立以来，以

文化艺术教育交流促进各国之间的相

互了解与融合，帮助意大利和各国进

行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为进一步

扩大中意两国教育领域的人文交流合

作，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于第九

届中意教育高峰论坛上启动了中意艺

术人才交流计划。

随后，他详细介绍了中意艺术人

才交流计划，并表示计划自启动以来，

意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在教育、科

技、文化、旅游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

的合作规划和行动计划，同时，中意

两国组织建立了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

制，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交

流合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还用大量数据来说明中意艺术

人才交流计划得到了中意两国艺术教

育界的高度认可与支持：2017 年至

2018年，中意两国艺术教育知名专家、

教授的互访讲学达 200 余次，交流人

数近 100 人；中意两国艺术教师短期

游学交流 4 次，交流人数近 100 人；

中意两国艺术教育管理者短期互访、

观摩 3 次，交流人数 50 余人；中意两

国艺术教育领域师生美术作品联展 2

次以及音乐巡展 3 次，交流人数近 100

人。

他认为，短短一年时间里中意艺

术教育交流合作人数已突破 300 人，

2018 年中意艺术教育交流合作更是呈

现了迅猛发展的态势。

最后，他表达了中意艺术人才交

流计划能够为中意艺术教育提供更为

广阔的交流合作平台的期待，他号召

大家互学互鉴，让艺术之花在中意艺

术教育同仁志士的携手努力下绽放得

更为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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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举行

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期间，

意大利名校荟萃，艺术大师云集，不

仅有主题报告、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

有艺术联展、汇报演出等丰富的艺术

交流活动，还有意大利国立院校名师

课堂精彩呈现。分会场分别由帕多瓦

音乐学院、曼多瓦音乐学院、罗马美

院等院校的教授现场执教专业大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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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期间，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

系主任 Dario Marrini 倾情执教器乐

大师课。Dario Mar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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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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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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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进行的音乐名师课堂还有由

曼多瓦音乐学院声乐教授 Maurizio 

Comencini 指导的大师课，备受关注。

Maurizio Comencini 教授现场一对一

指导中方院校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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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评和指导。声情并茂的演绎，权威的专业

解读，给现场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Maurizio Comencini 教授建议中国声乐学

习者要充分了解意大利的文化，熟练掌握

意大利语，这非常有利于专业的理解和学

习。

本次意大利名师课堂还特别邀请到

著名的罗马美院的舞台布景教授 Golino 

Rafaele，现场传授欧洲美术教学理念及

实践经验，并颁发大师课证书。在场的

中国院校教师，认真聆听了 Golino 教授

关于罗马美院概况及专业设置等情况的介

绍，还就相关专业的内涵与象征及技巧等

问题同教授进行友好交流。Golino 教授表

示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与众多优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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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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南京艺术

学院胜利召开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成果丰硕：主题报告，学术

交流与成果分享，框架合作协议，汇

报演出，艺术联展，意大利教授教学

观摩，以及佛罗伦萨美院 Workshop 教

学成果展等艺术活动逐一闪亮登场，

为与会中意嘉宾献上了一场兼具专业

性、互动性、原创性的艺术饕餮盛宴。

特别是会议现场精心装点着由佛罗伦

萨美院教授和泓钰学校老师共同指导，

南京艺术学院学生创作的 Workshop 时

尚设计成品，展现了南艺学子良好的

精神风貌和艺术才华，令会议现场充

满了浓浓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带给与

会中意嘉宾丰富、纯正的艺术享受。

本次佛罗伦萨美院在华环保

workshop 创作活动于 10 月 29 日—

11 月 4 日在南京艺术学院点燃激情。

经过为期一周的学习和设计创作，佛

罗伦萨美院艺术大师携手南艺学子畅

游环保艺术的狂欢，以“纸的时尚设

计”主题展开设计制作。在佛罗伦萨

美院原国际部主任、佛罗伦萨美院荣

誉教授 Edoardo Malagigi 及佛罗伦萨

美院原副院长、卡拉拉美院现任教授

Angela Noecentini 的共同指导下，同

学们或分组合作，或独自创作，利用

生活中的各种纸制材料完成时尚设计

原创作品，用艺术展现奇思妙想，表

达环保主题。意大利教授和中国学子

互动教学，中意两国文化艺术理念通

过艺术作品连在一起并擦出精彩火花。

Workshop 意为情境工作坊，用来

进行实验性艺术活动，是意大利美院

的一种创新研修方式，有的还设有学

分。每年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来华执教

环保 workshop 系列课程，是跨学科的

生态（环保）、设计、装饰、雕塑和

艺术相结合的实践课程，目的是提高

人们对环保这一当今重要主题的关注

和敏感性，为快速消费的社会提供一

个创造性的可能，通过日常生活触手

可及的简易材料制作的艺术作品创造

出美的新形式，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

离，把人们带向崭新的生活。

每年，佛罗伦萨美院、罗马美院、

威尼斯美院等意大利名校来华交流，

在泓钰学校北京总校及全国分校巡回

举办丰富多彩的艺术教学活动，旨在

打造一个促进中意两国文化、艺术元

素相互融合的交流平台，让中国学子

亲身感受意大利的艺术魅力。

作为本次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

峰论坛的共同承办方，远景集团旗下

的泓钰学校，将意大利优质教育资源

与师资力量成功引入南京艺术学院以

及更多全国优秀院校机构，为中意教

育合作共融搭建了广阔平台。借此会

议，泓钰更将厚积薄发，着力打造“一

纵一横、点线面结合的远景生态教育

体系”，引领和促进中意教育和文化

更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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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为进一步巩固中意文化交流，提升教育底蕴，

探索中意国际教育合作新模式，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本次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高朋满座，名校云集。这是中国教育和世界先进教育碰撞的又一次盛会。会议在我

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艺术学府南京艺术学院举行。会上，承办方南京艺术学院及泓钰学校师生联袂意大利高校教授为与会

嘉宾带来了一场中西合璧、精彩绝伦的中意教育合作成果演出晚会，晚会现场为大家呈现了中意双方师生遴选出的优秀展

演作品，旨在展现师生们的艺术风采，展示中意艺术交流的丰硕成果。

青年古筝演奏家、南京艺术学院附中詹倩老师、新弦筝团，特邀大提琴尹睿晨老师共同演绎了古筝重奏与大提琴《馥

影》。此曲为詹倩老师所作，在“第二届古筝乐团展演”比赛中由“新弦筝团”首演，并获得“最佳演奏奖”（最高奖）。

作者依据宋代名画《踏花归去马蹄香》的优美画面，以古筝与大提琴对话的重奏形式再现了古典诗画“拂石坐来衫袖冷，

踏花归去马蹄香”的动人意境。

南京艺术学院附中蔡超老师，曾荣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民乐组合比赛金奖等国内重要赛事奖项。她与学生共同演

奏的二胡协奏曲《楚颂》讲述了楚王项羽在多年征战中，爱姬虞美人始终相随左右，从一而终的经典历史故事。

帕多瓦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达里奥·马里尼（Dario Marrini）教授曾荣获李斯特大奖、欧西莫世界钢琴家大赛冠军等

十几次世界大赛第一名。艾利欧·欧里奥（Elio Orio）教授现任帕多瓦音乐学院副院长，他的演出足迹遍布意大利各大歌

剧院。艾利欧·欧里奥（Elio Orio）教授、达里奥·马里尼（Dario Marrini）教授合奏的《浪漫曲》作于 1900--1902 年

间，是一首融合了意大利和俄罗斯元素，并从现实主义向现代派过渡的经典曲目。

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旗下的泓钰学校是一所致力于提供高品质小语种语言文化的培训学校。泓钰学校的旅意男高音索绍

静老师，第二届吉利国际声乐大赛获奖者。他为大家带来了意大利作曲家卡尔蒂洛创作的那不勒斯风格歌曲《负心人》。

来自泓钰学校曲东晨老师毕业于罗马音乐学院，曾出演过十余次歌剧茶花女和歌剧拉美莫尔的露琪亚。他演唱了选自世界

上出演次数最多的一部歌剧《卡门》中的曲目《花之歌》。

晚会上，来自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李玮老师、范真璇老师带来了歌剧《茶花女》的经典选段《饮酒歌》。更有来自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四位教师，分别是孙刚、吴迪、王洋、马莉、以及来自美国的特聘教授 Eric Lacour 老师共同演

奏了 A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第一乐章 ，快板。整个演奏过程具有温婉明快清澈的感觉，乐思优美而浪漫。

演出最后，由南京艺术学院南旋室内乐团压轴登场。南旋室内乐团，成立于 2012 年，曾参赛金钟奖、文华奖，受邀出

访意大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进行交流演出。他们将中国民歌《茉莉花》以及特地为本场演出编排的《意大利之夏》

带给大家。整场晚会中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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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掌声如潮，经久不息。

“中意艺术交流”遵循了“共商共建，开放合作”的原则，努力实现“分享、创新、合作、共赢”的愿景。“中意艺术交流”

构建了优质的交流合作平台，推进了国际合作办学项目与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的信心。中意艺术交流”解读了中

意国际教育创新思维，探索了中意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中意艺术交流”助力了中意国际教育合作跨越式发展，革新了国

际化人才培养的方式。“中意艺术交流成果汇报演出”取得了圆满成功，让我们共同期待，中意艺术教育合作会结出更加

丰硕的成果！

中意教育合作成果文艺汇演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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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江南——中意艺术联展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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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9 日—10 日，由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

业委员会主办，南京艺术学院、远景

国际教育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十届中意

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暨第十届中意教育

国际会议在南京举行。与此同时，作

为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11 月 9 日，

首届中意艺术大师书画作品联展启动

仪式暨中意艺术联展盛会也成功举办。

本次研讨会以“分享、创新、合作、

共赢”为主题展开研讨，作为一年一

度的国际教育交流盛会，研讨会在继

承往届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形式和内

容，不仅包括中意高校领导作主题报

告、中意教育专家进行国际教育合作

学术交流与成果分享，中意院校间签

约框架合作协议，中意合作圆桌座谈

会等重要议程，还有中意艺术联展这样精彩的艺术活动亮相

南京艺术学院，为中意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本次主题为“意·江南”的艺术联展活动启动过程中，

近百幅题材广泛、新颖、多姿多彩的中意两国艺术精品画作

向公众展示，成为两国艺术交流的窗口。展览时间从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4 日、共持续 6 天，包括中国教育部领导、中意

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各界艺术爱好者在内的千余人次欣赏了

此次联展，作品博得了到场嘉宾及观众的一致赞誉。

来自中国和意大利艺术院校艺术大师及学生的百余幅优

秀作品，东西方的艺术火花在这里交织、碰撞，此次展览作

品中有许多作品的艺术功力都相当深厚，它们代表着当代中

意两国艺术大师和青年的艺术素养。此次活动把中意两国的

艺术同仁结集在一起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共同推进两国艺

术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作为活动承办方远景集团，帮助中意两国艺术互动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远景集团将继续为中意艺术交流添火加薪，

作品欣赏

将意大利艺术切实融入中国艺术之中，用实

际行动助力中意艺术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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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

高峰论坛于 11 月 10 日下午在南京胜

利闭幕。中国法制教育“七五”规划

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代表主办方总

结了两天来会议取得的各项成果，并

宣布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正

式闭幕，同时也向在场嘉宾发出下一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的诚挚邀请。

在致辞中，佟主任代表大会组委

会向出席本届研讨会的中意两国嘉宾

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给予会议大力

支持的中意两国教育主管部门表示诚

挚的谢意！对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给

予充分肯定！他表示，本次大会时间

短、任务重，但出席会议的中意两国

代表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饱满的热

情，积极友好地展开交流和研讨，为

中意两国未来的教育发展与建设及人

才培养之路，提出了诸多宝贵建议。

他还特别感谢南京艺术学院和远

景国际教育集团，在本次会议筹备和

召开阶段，为中意国际教育事业的长

足发展不遗余力地发挥各自优势，广

泛调动各类资源，最终促成这场盛会。

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

“分享、创新、合作、共赢”，共同

探索中意国际教育发展趋势，交流中

意国际教育核心经验，助力中意国际

教育合作跨越式发展。

他指出，本次会议成果丰硕，是

推动中意关系再迈新台阶的一次盛会。

2016 年 10 月 29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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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开。

2017 年 11 月 9 日至 11 月 10 日，由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意大利未

来国际教育协会协办，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校、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承办的“一带一路”第九

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在哈尔滨举行。

两届峰会期间，包括意大利政府高层领导、

中意两国教育部领导、意大利驻华使领馆领导、

意大利国立高校领导、中国高校领导及中学领导，

以及泓钰学校领导等千余名重要嘉宾莅临现场并

致辞。两国教育界同仁在现场进行高峰对话，以

不同的视角全面审视创新与共赢带动国际化人才

培养的方式方法，为中意双方在教育领域合作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探索思路和实现路径。

历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通过主题报告、

成果分享、框架合作协议、汇报演出、大师课堂、

学术交流座谈等多种形式，为中意院校提供了展

示机会和交流平台，尽显中意国际教育的风采，

助力中方院校的教育国际化发展！同时，这些丰

富的交流活动和丰硕的办学成果也给与会嘉宾以

启迪，特别是在第九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上，

哈工大附中师生奉献的一场中西结合、极具特色

的高水准晚会，以及泓钰学校分享的国际教育合

作办学的成功经验，使第九届峰会既充满了学术

气息，又不乏艺术氛围。

每一届中意国际教育峰会都紧跟两国合作发

展节奏，聚焦中外合作办学的内涵发展，共同就

中意教育如何融合与创新，深度交流、智慧碰撞。

每一次会议的圆满举行，都对我国探索多种方式

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

平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对于未来的进一步合作，中意两国教育届同

仁更是满怀信心，充满期待。双方通过强强联合，

共同努力，能创设更多适合学生发展的特色项目，

实现两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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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写中意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篇章！

会议中，共有三十余所国内院校和意

大利院校达成相关合作。会议期间启

动的中意艺术联展上，共有来自中意

两国的两百多位专家学者和教育人士，

收到画作百余篇。中意两国高校学者

和教育人士、艺术家面对面交流，互

学互鉴。

他表示，本次会议始终洋溢着求

实、创新、友好、活泼的气氛，是一

次创新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催人奋

进的大会。会议期间，中意嘉宾通过

主题报告、成果展示、意大利大师课堂、

学术交流座谈等形式展开交流，基本

达到了大会预期目标，较好地完成了

各项日程。本次会议为中意国际教育

事业搭建起一个平台，一个集多元化

的专业课程和全方位发展潜力的国际

化学习舞台，两国教育届同仁共同在

这个平台上舞出了中意国际教育新的

风采。特别是意大利院校教授、南京

艺术学院和远景国际教育集团旗下泓

钰学校师生共同为本次会议奉献了一

场极具特色和艺术水准的晚会；还有

泓钰学校为大家分享了在各地国际教

育合作的成功经验，令我们这次会议

既充满学术气息，又不乏艺术氛围。

他强调，本次会议是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共谋中意两国教育事业发

展大计的一次盛会。大会实事求是地

回顾和总结了十几年来中国小语种教

育和艺术教育的工作和经验，客观科

学地分析了新形势下中意两国艺术教

育的特色优势、合作方式和发展方向，

以及国际化艺术人才在新时代发展过

程中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并结合实际

明确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小

语种教育和艺术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

中意两国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国

家，都有着令人骄傲的灿烂文化。中

意两国也是世界重要经济体，都富于

创新精神。在新时代“一带一路”背

景下，发展教育，对推进国家的经济

发展、文化繁荣、生态文明等诸多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尤其是艺术教

育一定会成为两国强有力的纽带。佟

主任提出，我们恰逢在这个年代从事

艺术教育，应责无旁贷，要牢牢把握

中意关系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加强中

意艺术教育交流，谱写中意艺术教育

新的乐章！

佟主任总结指出，本次第十届中

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无论从举办规模

还是内容质量上来讲，较前几届都有

较大提升，而且影响力正在急速扩大，

必将进一步推进中意两国友好关系，

加强与深化两国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

同时，他也向与会嘉宾发出诚挚的邀

请，希望在未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必将在下一届中意国际教育会议上取

得更多的收获与喜悦！

第十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圆满闭幕
——中国法制教育“七五”规划管理办公室主任佟学

第八届中意国际教育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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