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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留德校友，

本期校友杂志Alumni-Info的核心主题是中国学生留德

史。介绍这一主题的专家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的院长李雪涛教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

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今年九月份在北京举办的留德校友聚

会上，我们有幸邀请到李雪涛教授就此主题发表演讲。关

于此次校友聚会的报道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在我们的官网

上查看。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而李雪涛教授

也非常友好地表示，愿意为我们本期的Alumni-Info友情

提供相同主题的文章，在此，我们对李雪涛教授表示衷心

的感谢。

以《跨越三个世纪的中国学人在德国》为题，他的文章展

示了从19世纪末第一批到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到现今21世纪

赴德留学的中国人的掠影。

从很早以前开始，同时代的中国人对出国留学的看法就充

满了矛盾色彩，从如今的角度看来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

20世纪前几十年前往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大批是以爱

国主义为动力，海外留学成为使中国现代化和救国自强的

手段。然而，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这也带来了相应的危

害，这一点也成为了当时讨论的主题：当中国文化为西方

文化敞开大门后会发生什么？为了进步所付出的代价不容

忽视。早在1912年，胡适就曾探讨过这一问题。

自那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很多事情自然也发生了改

变，正如李雪涛教授指出的，留学甚至变成了一项产业。

在梦想出国的年轻中国学生身上，还能找到获取现代西方

知识和技术从而为建设祖国添一份力量的爱国动力。归根

结底这也受到了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影响——他们为出国

留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设置了不菲的政府奖学金。与之

不同的是，DAAD通过“交流带来变化”的宗旨为出国留

学赋予了新的动力和积极意义，即不仅仅是对到其他国家

留学的学生，而是对留学目的地国本身也同样有益。

另外，我们在本期的Alumni-Info中也为您提供了校友聚会

的报道和来自德中合作领域的最新资讯。

祝您阅读愉快！2016年已经接近尾声，谨在此预祝您圣诞

快乐，2017年一切顺利！

致以诚挚的问候，

施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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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ly clever

Welcome to the heart of Europ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the perfect place to make new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hile 
you study under excellent conditions and with a wide range of academic 
options, you will meet people who are just like you: focused on their 
future and their work-life balance. You will love i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inspiration: www.study-in.de

 

Traditionally innovative

Welcome to the land of progress and expertise! Germany not only offers 
excellent conditions for your academic career with extremely high technology 
and learning standards. Its traditional expertise in research and sciences 
will also guide you safely through your studies. And no matter what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are: Germany is open to your idea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inspiration: www.study-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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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近代中国留学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学习西方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并逐步深入到精神文化层面之

中的历史。早期的留学史是将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

与救国自强相结合的留学运动史，留学生们承担着特殊的

历史使命。留学成为了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文化转

型密切相关的一项事业。实际上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教育直

接在中国留学生那里孕育出了改革和创新的内在动力。而

中国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留学生

们也承载着现代与传统的复杂关系，在异国和母国的多重

身份转化中，他们也常常会成为中西之间的矛盾体。

以德国为例，早在清末的时候，

1876年李鸿章曾派遣卞长胜、

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

标、袁雨春、刘芳圃等7名天津

海防各营的下级军官赴德学习军

事技术，这被看作是近代中国人

留学德国的开始。1885年6月，

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9月

段祺瑞（1865—1936）以优异

成绩考入武备学堂第一期预备生，之后被分入炮兵科。段

祺瑞“攻业颇勤敏，以力学不倦见称于当时，治学既专，

每届学校试验，辄冠其侪辈，与王士珍等齐名于世”，受

到李鸿章的器重。1888年冬，段氏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获

准与其它四位同学到德国留学。至今在克虏伯历史档案馆

（Historisches Archiv Krupp）中，还能看到1890年小克

虏伯（Friedrich Alfred Krupp, 1854-1902）观看段祺瑞、

商德全、滕毓藻、孔庆塘、吴鼎元等五人在克虏伯射击场

进行操练场景的照片。段祺瑞回国之后，出任中国第一所

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之后成为了1916-

跨越三个世纪的中国学人在德国

1920年北洋政府的实际掌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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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中国赴德留学人数不断增加。北洋政府

时期（1912-1927）有众多赴德留学的著名人士，

包括在政治上有影响的周恩来（1898-1976）、

朱德（1 8 8 6 - 1 9 7 6）等，在学术界有影响的辜鸿铭

（1857-1927）、蔡元培（1868-1940）、陈寅恪（1890-

1969）、宗白华（1897-1986）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

物蔡元培（1868-1940）、陈独秀（1879-1942）、胡适

（1891-1962）则分别代表了当时自欧洲、日本和美国归

来的留学知识团体。他们对西方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引

进，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1927-1949）就更多了。并且，在蔡元培主持中央研究

院期间（1928-1940），大部分重要的成员都是曾经的留

欧、留美、留日的学生，在科学以及文史方面把握着学科

的重要方向。

德国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öt 

Bonn）汉学系图书馆藏有中华民国留德学会（Verein 

chinesischer Studenten e.V., Berlin）所编的三种《中国留

学同学录》，分别是1936年、1937年和1939年的。1936

年9月的《同学录》封面由当时的驻德大使程天放（1899-

1967，1935-1938任驻德大使）题词。扉页上有“中华民

国留德学会”的中德文印章，本书的题签为“慰劳绥远守

土将士募捐委员会第三队队长罗万森先生存念”，落款的

时间为“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1937年1月14日）。绥

远抗战开始于1936年11月15日至12月19日取得胜利，打

击了日伪军的气焰，激发了全国的抗战热忱，这种热忱一

直传到了海外的中国留学那里。

这本《同学录》正文共46页，一共有503个留学生的名

录。名录中包括：姓名、西文姓名、籍贯、学科、国内通

讯处，五个部分。奇怪的是，没有每个人所在的大学。除

了朱家骅、姚可昆等个别熟悉的学者外，大部分都不为我

们今天所知。留学生所学的专业也五花八门，除了哲学、

历史、语言、经济等之外，还有电机工程、飞机制造、无

线电、警察、陆军、矿学、农业、建筑等等。书后73页

的广告，可以看到，当时的“留德学会”已经非常重视各

种广告宣传的效果和收入。基本上是德国大型企业（西门

子、博世等等）、旅行社、中餐馆。

从1935年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清华大学

共同资助中国学生留学德国，早期的包括季羡林（1911-

2009）、乔冠华（1913-1983）等著名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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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中国只往东

德派留学生。直到1972年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

后，才又开启了同西德大学的交流。1990年两

德统一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学生、学者交流进一步加

强。上世纪90年代DAAD（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在北京

设立驻京办事处，以便更好地服务中国学生前往德国留

学。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留德学生的数量剧增，2013年在德

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就达25564人，从而使中国

成为了第一生源国。在留德新生中，每10人之中就有1人

来自中国。

留学生的目标并不在留学本身，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人类其

他文明的认知与留学经验。一部留学史蕴藏着有关对自

我、他者认知，文化冲突、融合等等的无尽命题，是对留

学生的文化冲突、适应、吸收、涵化、嬗变及传播的研

究。在这一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过程之中，由于受到母体

文化的影响，留学生们对曾经的留学国文化的译介并非

简单的翻译，其中的情形非常复杂。在进入Facebook和

WeChat的时代，理应将留学史置于更加广阔的相互关系情

境中来理解和考察，留学史也只有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从

跨文化互动的视角，才可能更好地予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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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1912年发表〈非

留学篇〉，指出了当时

中国出洋留学的四大弊

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

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

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

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

久远之图也”。至于“留学当

以不留学为目的”的原因，对于

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以

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胡适一代青年人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因

此，清末民初出国留学的仁人志士大都选择军备、西政、

西艺、西学等实科来救亡图存。但今天看来，留学是永远

也不会终止的，特别是世界已经逐渐成为一体的当代，各

种文化间的同步性和相互依赖愈来愈强烈。生活在全球化

今天的人们，更不会停止跟其他民族的交流和互动，因为

每种文明体系的进步总离不开与异质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1917-）甚至

认为“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留学

至始至终承担着促进各国、各地区的沟通与共同进步的使

命，是人类文明传播的重要依托。它通过教育帮助不同地

域、不同种族的人群实现了相互沟通。20世纪70年代末改

革开放后的中国留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国外的各种

奖学金和基金。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留学基金委的

资金的不断增加，由中国政府和中国民间支持的奖学金生

的比重不断上升。今天不只是中国莘莘学子负笈国外，也

有大量由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外学生到中国来留学，逐渐形

成了一个真正的互动。

（李雪涛 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

段祺瑞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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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重要—— DAAD庆祝“在中国学习
语言与实践”20周年

于10月14日及15日在北京举行的周年庆典及DAAD校友活动

7 8在中国的校友工作 在中国的校友工作

“中国与德国的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地交织在一

起。”，Frank Rückert 博士，德国驻中国大使馆经济部主

任在他的开场白上对欧洲厅内近一百位参加者强调到。然

而，地域上的差距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市场上紧缺“文化

上敏感的、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以及掌握语言的人才”。

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BMBF）资助设立了DAAD特别项

目：德国高校毕业生将在中国通过强化学习语言部分和工

作实习部分，成为合格的专业及高级管理人员。

Dr. Thomas Schmidt-Dörr，DAAD驻京办事处主任回忆

到：“1996年这个项目来到了中国。目前为止已发展成

了一个相当大的、超过200人的校友网络。他们分别在德

中两国不同的行业和公司公司里担任着重要的职位，见证

了这个项目的成功。”为了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所有的

演讲者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长青。

 

这次庆典也邀请了很多经济方面的代表。在庆典的最后展

开了一场问答式研讨会。“德国员工及高级管理人员怎样

才能在中国获得成功？”大多数代表的见解一致。他们表

示，在雇用外籍员工方面尤其困难。部分工作法律的规定

阻止了外来人员来华。外籍员工需拥有高学历及工作经

验，这给想在中国开始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提高了难度。有
Alexandra Voss女士发言 ©DAAD

在中国公司或在除了西方国家所知的大城市如上海或北京

以外的地方的工作经验，也是很有价值的。一个成功的职

员除了需要有专业及文化方面的能力，还要有承受力，灵

活性和应变能力。

校友活动的第二部分于周六早上（10月15日）由校友自

己的演讲组成。

演讲后校友和奖学金学生组成活动小组，并深入探讨关于

自我发展及项目的未来问题。所有到场的参与者也把自己

视为这个项目的桥梁，会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向中国介

绍德国、德国的思想及工作方式。也成为德国人了解不一

样的中国的媒介。

我们向所有对周年庆典和校友活动的支持者表示感谢！

 

               （施露丝）

http://www.daad.org.cn/studium-und-forschung-in-

china/stipendienangebote-fur-deutsche/sprache-und-

praxis-in-china

© DAAD© DAAD

© D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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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中国的校友工作

当在德国组织定期聚会时，通常只有少数人参加；而当在

中国发出留德校友聚会邀请时，却必须做好有一百多人

参加的准备。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众多，多年来保

持在3万人以上。同样地，从德国回到中国的留德校友数

目也很多，尤其是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德国的

留学和生活经历通常会留下美好的回忆，并带来积极的发

展，归国的留德校友因此也愿意结识更多其他的留德校

友，互相交流。在校友聚会的讨论上，刚回国不久的校友

颇为关心的一个话题是，如何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人脉

和职业资质取得更好的职业发展。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上海信息中心很早就开始

与中国德国商会（AHK）上海代表处合作，联合举办留德

校友聚会。2016年，DAAD驻京办事处也确立了这种活动

模式，与德国商会合作，在德国校友门户网的支持下，共

同举办留德校友聚会。留德校友聚会每两个月举办一次，

每次会在当地选择一家不同的德国餐厅，举办时间通常是

在单数月份的第一个周五，所有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过一定

时间的中国校友都可参加。餐厅通常会为校友们提供优

惠，例如提供免费的饮料或者一定的折扣。DAAD和AHK

的代表会主持活动，致欢迎词。留德校友聚会这一活动为

校友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里

与好友相聚，并结交新的朋友。

在 以 下 页 面 可 以 浏 览 往 期 留 德 校 友 聚 会 活

动报道和现场照片： h t t p : / / w w w . d a a d . o r g .

cn/?s=stammtisch&submit=Suchen 

欢迎注册DAAD校友数据库（http://www.daad.org.cn/

zh/home/alumni/online-datenbank），或者关注我们的

上海和北京留德校友聚会受到广泛欢迎

微信公众号，以便及时收到最新最

全的留德校友聚会以及其他校友活

动信息。

      

 (施露丝)

     

Study in
Germany
special 
highlights.

Mountains in the south, the sea in the north and in between excellent  
conditions for your academic career: Germany’s outstanding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the whole country.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there is a special place that matches your expectations  
perfectly. Come and make studying a highlight!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inspiration: www.study-in.de

 

© DAAD

http://www.daad.org.cn/?s=stammtisch&submit=Su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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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共同邀请山东地

区留德校友相聚青岛参加校友聚会。“可持续经济 —— 

可持续消费”是当下中德环境伙伴关系领域最为热论的话

题，引起了经济领域人士、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公司以

及个人的广泛关注。

无论是专家颇为有趣的演讲，还是校友的个人经验之谈，

以及参会者的讨论，此次活动都令人收获颇丰。张女士对

其中心的认证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潘先生向大家呈现

了可观的数据，这些数字表明，城市开发者和相关机构越

来越倾向环境友好型产品和设备。

一位留德校友回忆道，德国的垃圾分类令其印象非常深

刻。她强烈地感受到德国民众普遍具有极强的环保意识 

——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消费者，近几年

才逐渐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回国发展主要是出于个

人原因，不过她与大家也一致认为，中国的职业生涯是丰

富多彩且充满机遇的。

               （施露丝）

“可持续经济 —— 可持续消费”
2016年11月26日青岛留德校友聚会

迎来近120位校友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张晓卉女士“可持续消费...是什么？

怎么做？为什么？”主题报告 © DAAD

天津绿色供应链服务中心潘为森副经理 “原材料 –产品 – 再循环, 可持续

生命周期”报告  © DAAD

王弋女士主持校友讨论，参与讨论的三位留德校友为乔竹辉先生、周莹

女士和费禹奇先生 © DAAD

 © DA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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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活动
精彩纷呈

2016年6月10至11日，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第二十八届

学术年会在杜塞尔多夫顺利召开。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

事馆的韩东升领事应邀出席并致辞。全德近100位从事化

学化工及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

来自全德的学生和学者代表为大家呈现了20场精彩的学

术报告及多张优秀墙报。报告涵盖了化学、材料、催化、

环境、生物等众多领域。应组委会邀请，来自比利时皇家

科学院院士那慕尔大学苏宝连教授、杜塞尔多夫大学的 

Janiak 教授、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CEO柯伟伦先生等优秀

科学家及企业家为大家做了精彩的专题报告。本届年会还

揭晓了第三届“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路博润青年化学

奖”。来自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研究所的李蒙蒙博士荣获

一等奖，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蔡彬先生及罗斯托克大学的

刘劼先生荣获二等奖。

2016 年7 月4 至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国驻

德使馆教育处的支持下，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春晖计

划”访问团一行8人由学会理事长仝钰进博士带队先后考

察访问了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等5所科研院所。访

问期间团员们参加了“德中华人新能源、新材料论坛”、

“德中华人新材料”、“新能源-新材料-新应用”等学术

活动，在科研合作以及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与接待单位

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收获颇丰。

另外，南德分会于3月5日在历史悠久的图宾根大学举办了

南德论坛，2016东德分会论坛也将于12月10日在德累斯顿

大学举办，更多学会活动请见：www.cgca.de

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理事会

info@cgca.de 

© C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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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德华人化学化工学会 (VR 17428, 科隆) 是一个由

在德国工作学习的华人学者、学生组织成立的非

营利性学术组织，是中国化学会海外分会(省级)之

一。 学会的宗旨是促进学会成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及

中德两国之间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相互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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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不止步——德国是否需要提高与
中国合作能力?”讨论会

2016中德青少年交流年闭幕式于11月24日，即中国国务

院副总理刘延东出访德国期间在德国城市汉堡正式举行。

值此契机，德国驻华大使馆也于29日在北京人文艺术中

心(BCAC)举办中德青少年交流年闭幕活动，向参与交流

年的各个机构及伙伴表示感谢。

活动共有约120名宾客参加。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在当晚

致辞中强调，中国和德国之间的社会交流暂时没有跟上经

济交流发展的步伐。例如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影视作品在德

国民众中知名度并不高，作品德文翻译也相对缺乏。此

外，德国人学习中文水平以及对中国的兴趣还有待提高。

柯慕贤大使总结道，“德国和中国不应该彼此陌生，所以

每年我们都需要是交流年”。

在随后举行的讨论会上，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家汉

办副主任夏建辉先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书长宗

瓦先生，墨卡托基金会特别代表阿克曼先生，德国工业联

合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慕韩娜女士，北京歌德学院院长

柯理博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主任施多恩博

士围绕“德国是否需要提高与中国合作的能力”等问题展

开讨论。讨论会由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处首席记者马里

奥·施密特主持。

讨论中，专家们一致认为，同一些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

国与中国合作能力以及对中国的热情仍有待提高。德意志

学术交流中心驻京办事处主任施多恩博士提到，在中国留

学的德国学生数量仅达7500人左右，2015年的留学生数

量甚至出现下滑。德国工业联合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慕

韩娜女士补充到，虽然中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然而

要找到愿意外派中国的专业人才仍旧比较困难。

大使致辞 © Deutsche Botschaft Peking / Mathias Magg 专家讨论 © Deutsche Botschaft Peking / Mathias Magg Workshop "什么是好的交流"

© Deutsche Botschaft Peking / Mathias Magg

针对“德国是否真的缺乏对陌生国家的好奇心”这个问

题，嘉宾们各抒己见：施多恩博士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

德国大学生都曾在大学期间有过出国经历，这个比例在世

界上已名列前茅。因此，对中国兴趣的“下降”应当是一

个特殊情况。

原因是否出在中国越发严格的签证条款和针对外国来华工

作人员的签证评级制度上呢？孔子学院总部副总干事、国

家汉办副主任夏建辉表示，面对日益增多的工作签证申

请，的确需要一定调控手段，新出台的评级制度也是参考

了美国、加拿大等其他国家的经验。当然，新的制度还需

要更好的交流与磨合。

那么德国媒体的报道是否应该对较为消极的中国形象负责

呢？主持人马里奥·施密特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作为德

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他认为记者们当然有责任去报道所

有新闻，无论积极或是消极。

讨论会结束后，来宾们伴随着DJ Metro Tokyo的音乐，共

同庆祝2016中德青少年交流年的闭幕。在当日下午举行

的专家小组讨论会上，来自中学交流、大学交流以及文化

交流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围绕“何为成功的交流”这一问题

进行了热烈讨。

（德国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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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福考试是取得德国大学入学资格最重要的语言考试。近

期，德福考试院公布了一组关于直到2015年底德福考试发

展的数据，从中我们提取了以下结果。

2001年至2015年，德福考试参加人数
德福考试的发展、组织实施和评估是德福考试院的核心任

务。15年来，共有257296人次参加了德福考试，2015年

底，遍布95个国家的467个考试中心在德福考试院的管理

下取得资质。近期还将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

乌干达和美国开设新的考试中心。

2015年在世界范围内共有37881人次参加了德福考试，比

去年增长了19% 。几年来，德福考试参加人数的增长反映

了人们对德语学习兴趣的增长，在很多国家，德语学习直

接与去德国大学读书的愿望挂钩。

图1：2001年至2015年德福考试参加人数

 

2001年以来，参加德福考试的重要生源国
迄今为止，来自182个国家的德语学习者参加了德福考

试。中国凭借80095位参加者（占总人数的31,1%）成为

德福考试：
2015年中国学生参加人数再创新高

最大生源国。2015年中国的参加人数占总人数的38,2%

（共14466人）；俄罗斯以20.938位参加者（占总人数的

8,1%）位列第二。2015年俄罗斯的参加人数占总人数的

5,2%（共1978人）

图2：2001年以来，参加德福考试的重要生源国

 

以生源国区分考试成绩
德国大学的直接入学资格为每项考试部分（共四项）达到

4级。27,4%的学生满足此要求，31,1%的学生在至少一项

考试部分中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3级。总共大约有50%的

学生可以满足校方制定的不同的语言等级要求，并取得德

国大学入学资格。2001年以来，68,9%的学生拥有每项3

级甚至更高等级的德福证书。

德福考试的成绩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有明显的差异。中

欧和东欧地区参加者的成绩普遍较高，因为当地的德语传

播拥有悠久的传统，而且很多人早在中小学就开始了德语

语言的习得。白俄罗斯、波兰和俄罗斯的申请者满足德国

大学的语言入学要求可达50%。来自美国、意大利和法国

的参加者的成绩也相当不错。

在诸如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包含中国）在内的国家里，

由于不同的学习传统占主导地位，或者拥有极少的语言学

校，导致学生只能在大学学习开始前才可以进行语言学习。

达到要求的语言水平的考试参加者只占20%以下。相较德

福考试院推荐的时间，学生们往往会提前参加考试。

以生源国区分德福考试成绩

 

德福考试在中国“受到热捧”
目前在中国共有9个考试中心：

- 北京大学，北京

-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 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

-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 青岛大学，青岛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 武汉大学，武汉

-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

在中国的德福考试是由德福考试院中心和中国教育部考试

中心在北京共同组织实施的，需要通过中国教育部考试中

心的网络平台进行报名工作。

为了满足越来越大的需求，德福考试院计划于2017年在中

国开设新的考试中心。

即将在中国进行的德福考试时间：

- C039 2017年3月25日

- C040 2017年7月8日

- C041 2017年11月4日

更多关于中国德福考试的信息：http://www.testdaf.de/

fuer-teilnehmende/die-pruefung/teilnehmer-in-china/

（施多恩博士）

2017 年的德福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
2017年3月25日 2017年1月10日 – 1月24日
2017年7月8日 2017月5日4月 – 5月17日
2017年11月4日 2017年8月30日 – 9月13日

报名方式
您只需登陆教育部考试中心国外考试报名网站： 
www.etest.edu.cn 或 http://testdaf.ete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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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的德福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  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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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4日 2017年8月30日 – 9月13日

报名方式
您只需登陆教育部考试中心国外考试报名网站： 
www.etest.edu.cn 或 http://testdaf.etes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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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荣获
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之日，也是颁发中国政府“友

谊奖”的传统日期。“友谊奖”是中国政府向外国人颁发的

最高奖项，为了表彰他们为中国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今年的颁奖仪式于9月29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马

凯出席并颁发证书。9月3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了

获奖外国专家。

今年共有50位外国专家获此殊荣，数位德国科学家也位列

其中。按字母顺序排列，这几位德国科学家分别是：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2016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者合影。 图片来源：私人

Wolgang Kubin教授
Kubin教授是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名誉教授。2011年以来，

他作为资深教授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青岛和汕头

的高校，主要教学方向为中德文学、哲学、神学和历史。

Kubin教授是今年获奖者中唯一的人文学专家。

来源：波恩大学

Hans-Peter Leimer教授
Leimer教授致力于建筑结构和建筑物理领域的研究，在

希尔德斯海姆/霍尔茨明登/哥廷根应用技术和艺术学院任

教。授予友谊奖是为了表彰其在建筑的坚固性与耐用性，

以及对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自2005年起，

他在合肥学院开发了中国不同气候带中建筑能源消耗的评

估方案，并共同研发了80年代危楼的修缮方案。在与上海

同济大学的合作中，以WTA技术准则为基础，为中国宋、

明、清代历史建筑的修缮方案提供建议。

来源：希尔德斯海姆/霍尔茨明登/哥廷根应用技术和艺术

学院

Peter Proksch教授
Peter Proksch是一位来自杜塞尔多夫大学的生药学教授。

其获奖原因是，自1998年起，他就与不同的中国高校和研

究机构开展了密切的科研合作。共同的研究重点以及他的

教学任务是对中国上千年来使用的中草药中生物活性的天

然产物及有效成分的研究。他也是中国多个高校和研究机

构的客座教授。

来源：杜塞尔多夫大学

（施多恩博士）

Peter Grünberg教授，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的资

深教授，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2012年，南京邮电大学成立了以“Peter Grünberg”命名

的研究中心， Peter Grünberg教授为该平台提供支持。

“Peter Grünberg研究中心”致力于研究和开发将电能转换

成光，或光转换成电能的材料、方法，以及结构元件。研

发的器件可应用于激光、显示或信息存领域。光电子器件

是中国政府优先资助的研发领域之一。该研究中心研发了

第一个应用于可见光通信领域的集成芯片。

来源：于利希研究中心

Katharina Kohse-Höinghaus教授
这位物理化学家在比勒菲尔德大学工作，并在其专业领

域——燃烧研究方面大力地支持中国科研发展已有大约

十二年，此外她还是三所中国高校的名誉教授或顾问委员

会成员。2016年1月，她刚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授予的国

际科技合作奖。

来源：比勒菲尔德大学

http://www.math-nat-fak.hhu.de/aktuelles/archiv-meldungen/archiv-detailansicht/article/prof-proksch-in-peking-mit-national-friendship-award-der-volksrepublik-china-ausgezeichnet.html?cHash=bcdd16123e0a6d81c247fb67e21d034e
http://www.hawk-hhg.de/aktuell/default_214976.php
http://www.fz-juelich.de/SharedDocs/Meldungen/PGI/PGI-6/DE/2016/2016-10-05_Freundschaftspreis.html?nn=811654
http://www.uni-bonn.de/neues/218-2016
http://www.uni-bielefeld.de/chemie/arbeitsbereiche/pc1-kohse/mitarbeiter/kk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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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来，德国已经成为了跨国教育领域重要的一

分子。“跨国教育”这一概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由一所外

国高校担任主要教学任务的课程项目。跨国教育有着丰富

的形式，既可以是单个的学习模块、完整的学位课程，也

可以是一所高校。

目前，德国的高校参与了亚洲、北非和东欧的261个大学

课程，拥有大约28500名学生。这些国外的德国课程项目

建立在合作以及定制的课程体系的基础之上。

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以高标准的学术要求和实践导向为特

色，德国高校在世界范围内享负盛誉，不仅归功于其在学

术领域的声誉， 也与毕业生极强的自主能力密切相关。多

年来，在德国大学就读的外国学生数量持续增长，现已超

过32万人。跨国教育课程使得在国外取得德国大学学位成

为可能。

德国跨国教育项目——共同走向成功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大学就在亚洲成

立了第一批跨国教育项目，想由此获得新的资金来源。跨

国教育的需求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非常旺盛，这源于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需求的迅猛增长。

与更具商业性质的盎格鲁-萨克森式的高等教育输出不同，

德国的跨国教育模式是伙伴式的。项目基于良好的合作关

系，并被共同策划和实施。课程设置以德国的课程体系为

基础，但是会根据当地的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进行调整。

从90年代开始，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就开始资

助德国大学跨国教育项目的发展。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首

先资助了东欧以及苏联解体后成立的国家中高校德语授课

课程的发展。2001年以来，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的

支持下，DAAD开始系统地资助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教育项

目，目的是促进德国高校国际化的发展。

现在，在36个国家的60多个地区有80多个德国跨国教育项

目，其中有8个双边合作院校，4

个分校。约旦和中国是继埃及之后

最重要的项目所在国，随后是越南

和阿曼。2013年以来，在读人数

总数上升了将近五分之一，大学新

生的数量增长达到27%。大约一

半学生学习工程科学类专业，而工

程科学领域中，德国大学应用和实

践密切相关的研究和教学模式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另外，有17%的

学生学习自然科学。

在中国，自90年代末以来建立了

为数众多的德国跨国教育项目。

2015年，有将近3500名中国学生

攻读这些跨国项目。德国的应用科

学大学在这方面表现尤为积极并卓

有成效。

通常获得德中两国学历的双学位项目设立在一所德中联合

办学的学院中（中方合作院校的下属学院），由中德合作

高校共同负责。

目前中国最大的德国跨国项目设立于上海的同济大学。

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部（CDH）

为了给在中国发展的德国企业培养专业人才和领导力量，

199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德学院（CDHK），在其工程科学

和经济领域的4个专业方向攻读硕士课程的学生可获得同

© 中德工程学院

济大学以及四所德国合作院校其

中一所的双学位。此外，目前中

德学院还有150名德国学生。其显

著特点是与经济界的紧密合作，

经济界资助了该学院的22个基金

教席。2004年，中德工程学院

（CDHAW）加入其中，凭借其4

个与实践紧密相关的工程科学类

本科课程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

模式引入中国。在此项目中，同

济大学和曼海姆应用科学大学为

首下的26所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紧

密合作。不仅是中国学生，德国

学生也可在此攻读双学位。2015

年，有35位德国学生在此毕业。

从2011年开始，中德学院和中德

工程学院以及其他与德国相关的机构、合作伙伴和项目方

统一在中德学部的框架下，中德学部则成为所有对德合作

机构、组织和项目的服务平台。2016年1月，亚洲最大的

德文图书馆于此揭牌，藏书超过25 000册。

更多信息：cdh.tongji.edu.cn。

本文根据DAAD的杂志LETTER 2016年2月刊第20页上发表

的《德国跨国教育项目——共同走向成功》，（德语标

题：Transnationale Bildung – Gemeinsam zum Erfolg）编

辑而来，有删减。

（Miriam Hoff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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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id cultures

www.study-in.de

9月22日至24日，中德先进制造合作研讨会在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德国克劳

斯塔尔工业大学共同举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

Thomas Hanschke，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的代表为大会致词。德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参赞

Julia M. Kundermann代表德国驻华大使馆出席会议。来自

中德两国17所高校及9家企业的10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先进制造技术，"Smart Manufacturing"，是德国“工业

4.0”和政府指导下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核心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德先进制造合作研讨会

目。作为中德研究合作的主题，尤其受到了中方的高度重

视。

与会的中德双方高校及相关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了《中德先

进制造创新平台成立宣言》。其目的在于促进该平台的成

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今后每年将在成员高校和科技公司

举办大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教授是材料科学家，克劳斯

塔尔工业大学校友，他曾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这所大学

进行研究，并自2015年起担任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校

友会主席。

© BU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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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高校德语专业
大学生德语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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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AD

© DAAD

今年，第九届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辩论赛于天津

南开大学举办。辩论赛传统上由一所高校、教育部高等

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德语分委会以及歌德学院

（中国）联合举办。本次活动得到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DAAD）、通快（中国）有限公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及至活旅游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前几年一样，人们对

这场活动的兴趣只增不减。

从11月12日到13日，96名来自不同高校的德语系大学生展

现了他们德语作为非母语的雄辩能力，并考查了其论据的

说服力。辩论赛鼓励学生们以一个广阔的视角对关键问题

展开建设性的解说（例如：经济快速发展比环境保护重要

吗？）。这次辩论的基点是一次公平的、关于最新问题的

讨论，同时展现了开放社会的基础。所有大学生都让人印

象深刻，他们运用了对专业知识的深入理解、能言善辩的

技能、丰富的表现力及惊人的词汇量。在场上为平时不会

代表的假设以及立场辩论，尤其成为了辩手最大的挑战，

然而却被一次又一次出色的攻克了。

今年辩论赛的冠军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吴非和袁文瑜，他们

获得了由德国歌德学院提供的赴德一个月的德国培训课程

奖学金的奖励；亚军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依青和孙

睿，她们得到了DAAD德国高校暑期班奖学金；中国人民

大学的周琪卓兰独揽最佳女辩手奖、最强论证力奖、最佳

语音语调奖三项大奖；最佳男辩手得主为中国政法大学的

蔡泽佳。尽管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并都有着出色的能力，

但不能人人夺冠。评委席上的德国信息中心主任Matthias 

Kaufmann在他的欢迎辞中就提到了这次辩论会的主要目

的：“你们只学了几年德语，就可以用这门优美却不简单

的外语来辩论，并且勇于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辩论和参与，

在我看来是了不起的而且很大程度上令人敬佩的。你们当

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胜利者，不管你们现在或未来有多么成

功，此时此刻你们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为此，各主办

单位也希望大家在未来也对全国高校德语专业大学生德语

辩论赛保持兴趣。

（Benjamin van Well,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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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3日至25日期间，一

场以“亚琛2025——体验数码变

迁”为主题的大型活动在亚琛隆重

举行。项目的策划者是来自亚琛各

个领域的人士，其中也有许多亚琛

工大的研究学者、在校生以及校

友，几个月前他们曾在一个互动网

络中合作过。

在众多的知名嘉宾中，有北威州部

长Garrelt Duin和州议会议员Armin 

Laschet，以及亚琛市市长Marcel 

Phil ipp。德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领事Stefan Schlüter和亚琛工大校

友、亚马逊公司人工智能部门主任Hassan Sawaf则为亚琛

的“数字谷”（Digi-Tal）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之间架起了

一座友谊的桥梁。此外，还有一位亚琛工大的校友被列为

知名发言人，他便是Cisco公司副总裁兼Cisco德国分公司

的业务执行主席Oliver Tuszik，他在扣人心弦的开场演讲中

强调，数字化需要的不仅是科技，更关键的是一种新的思

想，即人们将数字化的潜力应用到所有领域的想法。

通过以往的多次会晤，活动组织者设计了一个构想，他

们巧妙的将生活中的数字化呈现在了八个不同的“主题

公园”当中：“居住、能源和水”、“学习、教育和文

化”、“制造”、“采购”、“工作”、“通信”、“交

通”以及“健康”。此外，他们与亚琛Apollo电影院一起

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数字化
“亚琛2025”带您体验数码变迁

合作举办了名为 “#dmnchst” 的电影节，放映的电影类

型旨在深入探讨数字化相关的最新主题，或者是勾画未来

世界。经济杂志《brand eins》在一篇相关的报道中将亚琛

2025称之为“草根运动”。

这种类型的互动网络在亚琛还从未出现过。它的存在和发

挥的作用被视为“亚琛2025”的首个成功。所有的参加

者都能够认识到许多有趣的人，并了解他们的项目，共同

协作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组织者的付出最终也得到了回

报，因为有超过一万人在周末体验了300个具体项目。

文章来源：亚琛工业大学

翻译：亚琛工业大学驻京办事处

2017年1月2日，德国研究基金会（DFG）与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将发布一项主题开放的共同合作

公告，该双边项目计划涉及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管理学

和工程学相关的所有领域。

项目草案提交的截止日期为2017年4月6日。获批项目资助

将在2018年年初开始发放，为期三年。

这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将替代中德科学中心对共同研究

计划的资助。

新项目旨在激励具有竞争力的中德科学家共同开发及实施

合作研究项目。它是将面向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管理学

和工程学相关的所有领域开放。在一个项目提案中，德中

双方的贡献应大致相当。

预告：DFG-NSFC中德研究计划发布公告

该项目要求双边合作项目的中德申请者必须向各自国家的

研究机构（DFG和NSFC）提交申请材料。所有文件须用英

文书写。报名截止日期为2017年4月6日。

对于申请提案的评估将在一个同行评审流程的基础上进

行，将于2017年年底结束。2018年初，被选定的合作项目

将开始得到资助。研究项目的资助时长可达3年。

中国申请者将按照NSFC网站发布的中文公告上所示正式规

定进行申请。

更多信息请联系：

Ms. FAN Yingjie,

电话: +86 10 6232-5309,

邮件:fanyj@nsfc.gov.cn

来源：  www.dfg.de/foerderung/info_wissenschaft/

internationaler_bezug/info_wissenschaft_16_6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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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Otmar D. Wiestler教授在10月15-21日

率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是他在2015年9月新上任后第

一次来华，此前作为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两任共计十年的

科研主任，他只有数次短暂来华参加会议的经历。

此次随同ODW来华的还有：联合会关键技术副主席、

于利希中心的科技主任Marquardt教授、亥姆感染研究

中心科技主任Heinz教授、DESY同步辐射装置的行政主

任Harringa、亥姆霍兹达姆斯达特重离子中心GSI的科技

主任Langanke教授、明年继任GSI和FAIR项目的新主任

Giubellino教授、还有GSI研究董事Stoehlker教授、亥姆霍

兹柏林能源材料中心科技主任Kaysser-Pyzalla教授，另外还

有多位科研中心研究所所长以及科研领域对外发言人。

代表团在青岛的行程丰富多样，15日周六傍晚访问了中

科院青岛海洋科学所；16日周日上午访问了地处即墨的

青岛海洋科学国家实验室；下午为山东大学即墨校区以山

东大学-亥姆霍兹生物技术联合研究所为核心新建的“中

德中心”进行了揭牌仪式和研讨交流；17日上午又连续

访问了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技术与过程研究所和中国海洋

大学。在与海洋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海洋大学的交流中，

Wiestler教授认真听取了中德双方在海洋科学领域长年合

作的历史与经验，表示有兴趣促成双边共同参与在海洋科

研领域设立一个“亥姆霍兹国际人才培训班”-Helmholtz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ol，进一步深化AWI、GEOMAR

和HZG三个亥姆霍兹机构与地处青岛的中方海洋科研单位

亥姆霍兹联合会主席代表团访问青岛、
北京和上海三地，将加强对华战略合作

之间的科研合作，包括进一步提炼未来深入合作的具体研

究课题。

10月18日，亥姆霍兹联合会与中国科学院在高能物理所

举办了双边战略合作研讨会。会上重点回顾了过去40年的

合作基础与经验、正在执行中的亥姆霍兹-中科院联合团

队（HCJRG）的成果汇报以及就医学健康、脑科学、储能

技术与材料以及地球地理信息科学等四个领域的下一步合

作进行了交流探讨。中科院负责国际合作的谭铁牛副院长

主持了会议，白春礼院长专程赶到并在午餐时间与德方联

合会重要团员进行了双向的沟通交流，并达成了共识，来

年，由副主席牵头的科学家专业团队更深入地交流，共同

确立战略合作课题。

10月18日傍晚，亥姆霍兹联合会在德国大使馆组织了“亥姆

霍兹科学之夜”招待会，中德100多位嘉宾到场。

10月19日上午，亥姆霍兹主席代表团11人在贵宾楼与中国

科技部万钢部长共进早餐，万部长热情地以德语向德方成

员全面介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情况和改革的要求。双方还

提议，在明年的G20科技部长会议上，联手倡议实施全球

脑科学合作计划，把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脑科学计划纳入

其中。

最后代表团分团参观了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

心、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研究所以及中科院物理所、国家纳

米中心，最后接受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组织的晚宴邀请，

前国网总经理刘振亚向全体德方嘉宾介绍了中国自主开发

的超高压输电系统，它是全球电力配置和再生能源发展的

一个重要工具。

10月20日，亥姆霍兹代表团访问了上海中科院神经所以及

微系统所，21日则访问了上海质子与重离子治疗医院、上

海光源，并且在访问上海科技大学以及同济大学时，与江

绵恒校长和钟志华校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亥姆霍兹联合会的代表在中国的访问中，感受到中方机构

和优秀科学家团队的创新活力的同时，也感受到双边对于

加强中德科技合作的共同兴趣。

（何宏，亥姆霍兹联合会）

©Helmholtz Gemei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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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提到德中合作，人们往往会首先联想到经济。但在人

文领域，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北京大学与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柏林洪堡大学和柏林自

由大学间的合作。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ZDS）的合作始于2005年。中心主任黄燎宇是一位从事

德语文学研究和翻译的学者，目前在柏林进行学术访问。

中国人与德国人:“两种文化最好互相学习”

黄教授，请问您在柏林做什么研究？

两年前，我们中心举办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

年的中德学术研讨会。在准备会议报告的过程中，我仔细

阅读了托马斯·曼本人的著述以及“93人宣言”（编者按：

1914年10月，93位学者、艺术家和作家共同署名的宣言，

针对一战发出呼声）等相关文件，昔日德国知识分子那种

登峰造极的民族自豪感和战争狂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

今，我正在收集威廉帝国时期德国的相关资料，以便研究

探讨这些知识分子的自豪感与战争狂热从何而来。

我在柏林也顺带处理一些中心的事务性工作，譬如将在今

年9月举行的中德研讨会的准备工作。今年大会的主题是

“移民与逃难”。同时，我也利用在柏林的机会推进对马

丁·瓦尔泽小说《一个寻死的男人》的翻译工作。Walser将

在9月到访北京，并朗诵该小说的片段。这是一本非常有

意思的书。

德国研究中心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们有三个主要目标。首先，把北京大学做涉德研究的社

科和人文学者组成一个团队。我们的精神纽带就是对德国

文化的共同兴趣。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当然是教学。我们有一个“德国文化与

社会”的硕士培养计划。每年派十几名学生前往柏林两校

学习两个学期，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德国语言和文化，同

时为其硕士论文的撰写做准备。与此同时，我们每年都通

过短期专家项目邀请德国学者来中心讲课。

第三，我们不断举办国际会议和文化-学术活动，给德国的

政治家、作家和学者提供一个中德交流平台。

最近有谁来德国研究中心做短期讲学？

譬如，去年我们请来了著名史学家、曾在柏林自由大学任

教的尤尔根·科卡。德国研究中心对德国战后社会做了许

多研究，所以，去年我们也参与了两场非常重要的相关活

动：一是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为“捕猎纳粹的女英雄”贝亚

特·克拉斯菲尔德举行的报告会（本人做评论和主持）。许

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德国人直面和反思其历史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20多年之后才有的事情。此外，我们还参与

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阿斯曼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大学

堂”讲学活动。

如何才能让德中文化相互受益？

我一向认为，德国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在许多

德国人眼里，中国人很少关注形而上问题，也不在乎概念

的精确性和清晰性——我们中国人的确难得糊涂。在中国

人眼里，德国人则过于理想化和不切实际。说好听点，是

理想主义，说得不好听，就是唯心主义。我认为，这两种

文化最好互相学习！

（采访人：Peter Schraeder）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ZDS）主任黄燎宇教授访谈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燎宇是德语文学的研究者和译者，目前正在柏林进行学术访问。

  © Peter Schrae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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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Böckler博士
——中山大学化学系的新成员Böckler博士

您从2016年3月起在广州工作。能否介绍一下您

的职位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是的，我从3月起加入陈永明教授团队，在中山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我的职位是“副研究员”，介于博

士后和助理教授之间。我的研究课题是开发聚合物支持系

统作为药物传输载体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具有吸引力的

职位和有趣的课题是驱使我来中国的两个主要原因。另

外，10年前我还曾经在中国做过6个月的实习。当时的同

事非常地热情友好，给我提供了很大帮助，令我十分感

动。刚到广州，我也受到了同样的热情招待，各种行政手

续环节都有人帮助我。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那就是薪

酬。目前薪酬水平可以让我在中国生活得相当舒适。

为什么您没有像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选择英国或

美国呢？

我并没有说不选择美国或英国。而是经过反复考虑，权衡

过中国的优劣以及对我大学简历的利弊过后，还是觉得

这里的优势更多。于此，之前提过的那些条件（职位、薪

水、研究课题、大学等等）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找到了这份工作呢？

大约在十五年前，我现在的教授陈永明曾在我的导师

Schmidt教授（美因茨大学）门下进行博士后研究。从那

以后，他们就一直保持着联系。陈教授需要设一个新的职

位，所以就发邮件给Schmidt教授向他询问有没有对这个职

位感兴趣的人。陈教授与Schmidt教授之间良好的关系是另

一个让我决定转职到中国的重要原因。因为我相信我在陈

教授那里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在半年之后，我也证明了

这点。

当知道你会去中国时，周围的反应是怎样的？   

很复杂。有些朋友甚至“禁止”我去中国，其他的则是为

我在这期间能够积累到很多经验而感到高兴。这当然是两

个极端。基本的共识还是希望我留在德国。还有一些人觉

得很棒，因为他们可以确定下次度假的地方了。

在研究方面有什么跟德国根本性的差别吗？

研究所设备方面没什么大的差别，都是最新的水准，大多

数设备都没有超过五年。这些年，为了达到能够与欧美竞

争的水平，中国政府加强了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 这点

可以在中国的重点大学里看到，当然也能在广州中山大学

看到。

听上去您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您更喜欢待

在这里还是会更想念德国呢？

是的，我已经相当适应这里的生活了。这其中有很大一

部分原因归功于我的同事。他们带着我去吃饭，去KTV唱

歌，烧烤，或者去喝点小酒。这么多活动让我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产生太多的思乡之情。偶尔就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

想念德国的面包。这里难以找到好吃的奶酪和香肠，或者

说价格很高。不过，当时一个德国朋友（Elisa Klein） 给予

了我很好的照顾。这里的炎热和潮湿让一个长期生活在较

冷环境中的德国人有些不适应。出的汗也很多，也许过几

个月就适应了，至少我是这样期望的。

您会建议其他的德国人来中山大学，来广州或者

来中国工作吗？

一定会。这真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可以接触不同的人、文

化、视角和看法等等。我们可以了解到，德国以外的世

界也同样美妙，从而扩展个人的精神广度。在这里，我基

本上每天都在经历新的东西，从前无法想象也没有见过。

所有这些都让生活充满活力和趣味。也许其他人会有不同

看法，但“最坏的结果”也无非是再回到德国去。截止目

前，我所见到的中国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其中最好的非美

食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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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严思，1985年出生于明斯特，现就职于德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曾取得康斯坦茨大学

和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及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一家政

治咨询公司。后加入墨卡托基金会国际事物项目，从事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相关执行

工作一年。曾在雅加达参与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 (IFES) 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工作，

并有柏林auticon公司工作经历。2015年加入德国外交部前在日内瓦就职于世卫组织老龄

化和生命历程部。

自2016年9月底起，史佳女士担任DAAD驻京办事处市场部教育推广初级经理一职，主

要负责留学咨询以及组织教育展会等教育推广事宜，她接替了徐聪华女士的工作，而徐

聪华女士现担任教育推广高级经理一职。

史佳女士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获得德语专业学士学位，后在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孔子学院

担任汉语教师和项目助理一职，为当地的德国人介绍汉语语言和文化，并协助组织宣传

活动。在德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使她对德国的文化和市场宣传推广活动有很好的了解和

认识，有利于她在市场部展开工作，更好地为中国学生提供咨询服务。

德国使馆文化处——潘严思

DAAD教育推广初级经理——史佳

图：个人

图：个人

Sven Hänke，哲学博士，1976年生于汉堡。曾在莱比锡、柏林和萨拉曼卡（西班牙）学

习日耳曼学、哲学及新闻学。大学期间，他曾作为自由记者为影视制作公司工作，并为

德国电视一台编写儿童侦探方面的剧本。2006年至2012年，他作为德语讲师在天津的

南开大学授课。接着，2007年至2012年，他作为DAAD讲师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UIBE）任职。随后，他收到了柏林洪堡大学的教职任务，并在那里完成了认知语言学

领域的博士项目，其中他对汉语和德语中的时间隐喻进行了比较。2015年，Rowohlt出

版社出版了他所著的《裸婚》(Nackte Hochzeit) 一书，他从自己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并

深入研究了现代中国社会。从2016年9月起，他作为DAAD讲师在人民大学任教，并负

责DAAD的中国讲师项目及日耳曼学促进项目。

DAAD讲师——韩思文

人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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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罗伊特大学

Universität Bayreuth

陈怿雯   Chen Yiwen

shanghai@uni-bayreuth.de

德国高校在中国

巴伐利亚州大学联盟

对华高教中心

Bayerisches Hochschulzentrum für China 

(BayCHINA)

宋晓玮 Song Xiaowei

bjinfo@baychina.de

锡根大学 Universität Siegen

徐蓉 Xu Rong

rong,xu@uni-siegen.de

耶拿大学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郑怡  Zheng Yi

beijing@uni-jena.de

慕尼黑工业大学 TU München
金真善  Jin Zhenshan

beijing@tum.de
周沁雅  Zhou Qinya

beijinginfo@mytum.de

科隆大学 / 北威州大学联盟

Universität Köln / Hochschulkonsortium China NRW 

邱岚  Qiu Lan

lan.qiu@uni-koeln.de

柏林自由大学  

FU Berlin

罗佩特  Beate Rogler

beate.rogler@fu-berlin.de 

段聪聪 Duan Congcong

beijing@fu-berlin.de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

TU Darmstadt Liaison Office

Isabelle Harbrecht

harbrecht.is@pvw.tu-darmstadt.de

哥廷根大学

Universität Göttingen

Dr. Frank Stiller

chinaoffice@uni-goettingen.de

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

Frankfurt School of Finance & Management

闫裕民 Yan Yumin

y.yan@int.fs.de

汉堡大学

Universität Hamburg

苏静  Su Jing

su.jing@hamburgshanghai.org

慕尼黑大学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Dr. Agnes Kneitz

china.international@lmu.de

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

Karlsru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IT)

Stefan Ruhrmann

ruhrmann.stefan@silu.asia

汉堡物流与企业管理技术大学
Kühne Logistics University (KLU)

苏静 Su Jing

su.jing@hamburgshanghai.org

汉堡博锐思大学

Bucerius Law School

苏静 Su Jing

su.jing@hamburgshanghai.org

亚琛工业大学 RWTH Aachen

刘洁 Liu Jie
beijing@rwth-aachen.de

37 联系

史佳，教育推广初级经理

SHI Jia

Studienberatung, Marketing

study@daad.org.cn

欢迎关注 DAAD 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或官网：www.daad.org.cn

Das Team der DAAD-Außenstelle Peking

施多恩博士，主任

Dr. Thomas Schmidt-Dörr

Leiter der Außenstelle

director@daad.org.cn

王畔，办公室主任，奖学金负责人

Rudolph Birgelen

Office Manager, Scholarships

stipendiaten@daad.org.cnd.org.cn

韩思文博士，德国专家项目

Dr. phil. Sven Hänke

Lektorenprogramm

lektoren@daad.org.cn

葛蓁蓁，前台接待

Ge Zhenzhen

Rezeption

reception@daad.org.cn

施露丝，副主任 /在中国学习语言与实践项目

Ruth Schimanowski

Stellvertretende Leiterin der Außenstelle,

Betreuung S&P-Programm

vicedirector@daad.org.cn 

N.N.

Leiter Marketing

marketing@daad.org.cn

高翚，财务 /行政

Gao Hui

Buchhaltung

verwaltung@daad.org.cn

杨琪，奖学金资助项目

Yang Qi

DAAD-Förderprogramme

scholarship@daad.org.cn

徐聪华，教育推广高级经理

Xu Conghua

Studienberatung, Marketing

pr@daad.org.cn

DAAD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

联系 38

任婕，中国博士生奖学金项目

Ren Jie

Promovendengewinnung,

DAAD-Förderprogramme

phd@daad.org.cn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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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今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络来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是 DAAD 校友工作的重点之一。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拉近空

间的距离， 使同城或者跨城的校友更能及时地沟通。DAAD 非常支持留德校友自发创建区域间的交流群体，例

如使用在线聊天平台腾讯 QQ。到现在为止，由地区留德校友自己创建的留德校友 QQ 群：

沈阳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224066716，创建于 2012 年 11 月）

青岛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263552829，创建于 2012 年 11 月）

西南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149994830，创建于 2012 年 12 月）

陕西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257644092，创建于 2013 年 4 月）

浙江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336210862，创建于 2013 年 5 月）

武汉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102742567，创建于 2013 年 10 月）

北京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330198634，创建于 2013 年 7 月）

上海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317580779，创建于 2013 年 11 月）

湖南留德校友 QQ 群（群号 184108707，创建于 2014 年 11 月）

希望校友们可以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创建、加入和维护这些交流平台！

中国地区留德校友 QQ 群

由德国联邦政府资助的全球项目Alumniportal Deutschland 

是全世界留德校友相互联系，职业发展，能力提升以及寻

求合作的网络平台。该项目的宗旨是巩固德国校友与他们

的德国母校以及其他德国机构间的联系，在他们的职业发

展上助一臂之力，介绍专业人才以及加强德国校友间的专

业交流。

Alumniportal Deutschland: 
德国校友，德企以及德国高校的

数字网络平台
通过Alumniportal Deutschland这个网络平台 全球德国校友

们相互交流经验，找到感兴趣的企业，机构，高校以及基

金会并与他们建立联系。 加入我们的全球网络社区！

www.alumniportal-deutschland.org

北京联系人: 李季 先生

li.ji@bj.china.ah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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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校友网络及地区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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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北地区 Nordchina 

天津 Tianjin 孟广文   Herr MENG Guangwen gwmeng98@hotmail.com

山东 Shandong 薄建全   Herr BO Jianquan bojianquan@yahoo.com

山东（青岛）Shandong (Qingdao) 王成龙   Herr WANG Chenglong wcllym@163.com

山东（青岛）Shandong (Qingdao) 马森   Frau MA Sen eza123mail@gmail.com 

  华南地区 Südchina 

海南 Hainan 云晴   Herr YUN Qing hkyunqing@139.com

福建 Fujian 任斌   Herr REN Bin bren@xmu.edu.cn

广西 Guangxi 罗国容   Frau LUO Guorong gwongluo@yahoo.com

广东 Guangdong 王蓓蓓   Frau WANG Beibei flswpp@mail.sysu.edu.cn

广州（DAAD 信息中心）Guangzhou (DAAD IC)  李文爱 Frau LI Wenai guangzhou@daad.org.cn 

  东南地区 Südostchina

上海（DAAD 信息中心）Shanghai (DAAD IC)   Frau Susanne GÜNTHER shanghai@daad.org.cn

上海（上海 DAAD 校友会）Shanghai (DAAD-Alumni Verein Shanghai) 盛焕烨   Herr SHENG Huanye hysheng@mail.sjtu.edu.cn

浙江 Zhejiang 章竞   Herr ZHANG Jing rollei3210@hotmail.com

安徽 Anhui 蔡敬民   Herr CAI Jingmin caijingmin@hfuu.edu.cn  

江苏 Jiangsu 周丽萍   Frau ZHOU Liping zhouliping@junzejun.com  

  西南地区 Südwestchina

四川 Sichuan 谢韬   Herr XIE Tao xietao@swufe.edu.cn

云南 Yunnan 周东华   Herr ZHOU Donghua stahlverbundbau@aliyun.com

重庆 Chongqing 李大雪   Herr LI Daxue daxueli@163.com

贵州 Guizhou 陈庆富   Herr CHEN Qingfu cqf1966@163.com 

  东北地区 Nordostchina

黑龙江 （哈尔滨）Heilongjiang (Harbin) 刘欢   Herr LIU Huan huan_liu@163.com

黑龙江 Heilongjiang 张昊春   Herr ZHANG Haochun zhc5@vip.163.com

辽宁 Liaoning 刘建伟   Herr LIU Jianwei coldice1975@126.com

辽宁 Liaoning 齐民   Herr QI Min minqi@dlut.edu.cn

辽宁 Liaoning 周柏卓   Herr ZHOU Baizhuo zbz606@yahoo.com.cn 

吉林 Jilin 林景全   Herr LIN Jingquan linjingquan@cust.edu.cn 

吉林 Jilin 栗娜   Frau LI Na lisa12241@hotmail.com 

  西北地区 Nordwestchina

陕西 Shaanxi 文爱军   Herr WEN Aijun ajwen@xidian.edu.cn

新疆 Xinjiang 哈力克 . 玉米提  Herr Halik  ÜMÜT halik@xju.edu.cn

兰州 Lanzhou 李红海   Herr LI Honghai 542126829@qq.com 

  中部地区 Zentralchina

湖北 Hubei 李云中   Herr LI Yunzhong viali@126.com

湖南 Hunan 刘小燕   Frau LIU Xiaoyan 997087983@qq.com

河南 Henan 侯维岩   Herr HOU Weiyan houwy.zzu@gmail.com 

联系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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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琛工大中国校友会
联系人 : 杜胜勇
北京
shengyong.du@rwth-aachen.de

柏林工大中国校友会
联系人 : 孟凡臣
北京
meng@bit.edu.cn

洪堡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黄海峰
北京
prof.dr.huang@bjpu.edu.cn
0086 10-67392120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中国校友会（VCAC）
联系人 : 张立峰
北京
zhanglifeng@ustb.edu.cn

弗赖堡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郭建斌
北京
jianbinguo@bjfu.edu.cn

基尔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周伟军
浙江
wjzhou@zju.edu.cn

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
联系人 : 卢均钦
北京
junqinlu@hotmail.com
0086 13501002802

中华洪堡学者协会
联系人 : 王世洲
北京
szwang@pku.edu.cn
联系人：邹爱华
上海
aihuazou@ecust.edu.cn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CDHK
联系人 : 许勤
上海
xu.qin@mail.tongji.edu.cn
0086 21-65982056

赛德尔基金会
联系人 : 时永红
yh_shi@hotmail.com
0086 13661014235

柏林自由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衣新发
上海
xinfayi@yahoo.cn

康斯坦茨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盛焕烨
上海
hysheng@mail.sjtu.edu.cn
0086 21-62933323

哥廷根大学校友会
联系人 : Frank Stiller
南京
chinaoffice@uni-goettingen.de
0086 25 8368 6773 (6102)

卡尔斯鲁厄大学中国校友会
联系人 : 卢均钦
北京
junqinlu@hotmail.com
0086 13501002802

同济大学中德工程学院院友会
联系人 ( 中国 ): 刘诚
sincerelyliu@gmail.com
0086 13646103460
联系人 ( 德国 ): 刘国桢
liu.guozhen@hotmail.com
0049 176 55448515

在中国的留德校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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