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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台新起点

新机遇新发展

——创新发展的浙江外国语学院德国研究中心

2017 年 6 月，国家教育部门国际
交流与合作机构下发了 2017 年度国别
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浙江外国
语学院德国研究中心名列其中。这既
是对浙江省 29 年中德教育合作的肯
定，同时也为浙外德国研究中心开拓
了更宽广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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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缘起：
中德教师培训项目重点突破 （1988-2014）
德国研究中心缘起于浙江
省教育部门与德国汉斯·赛德
尔基金会的教师培训项目。汉
斯·赛德尔基金会是国家教育
部门主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
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与国家教育部
门建立了合作。在国家教育部门
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的总
体 合 作 协 议 框 架 下 ， 1988 年 3
月，浙江省教育部门与德国汉
斯·赛德尔基金会正式签订了
《关于浙江省富阳小学教师培训
中心合作协议》，并在全省 11 个
市地设立下设点，形成了覆盖全
省的师训辐射网络。1998 年，中
德合作项目从富阳迁至浙江教育
学院，并正式更名为浙江省中小
学教师培训中心 （以下简称浙江
省中心）。
为了给中德从事教师教育的
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交流思
想与经验的研究平台，浙江省中
心积极与德方合作，每年筹办一
届全省中德教师教育研讨会暨下
设点 （扩大） 工作会议，总结实
践经验，布置全省师训干训工
作。研讨会追踪教师培训热点话
题，历年主题分别是：学校的发
展及质量、面向 21 世纪的中小学
教师培训、新世纪教师素质与教
师培训、培训者的校本培训、学
习型组织和教师培训、建设学习
型教师培训院校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校本研训与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及校长的专业发展、新课程
背景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文

化建设、教育领导力与薄弱学校
建设、新中国教师教育六十年：
理念的转变与模式的创新、新形
势下骨干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与
培训模式、走向专业化培训——
教师培训者队伍建设、深化高中
新课程改革——浙江的实验与德
国的经验、教师专业化发展与培
训模式研究、教师专业化发展内
驱力的激励。中德双方聘请高层
次专家担任主讲嘉宾。结合论坛
和学校考察，中德教师教育研讨
会成为浙江省教师培训的年度盛
典 ， 从 1998 年 一 直 延 续 到 2014
年。
1998 年至 2014 年，中方派出
行政团、考察团、短期进修团
50 个共 250 余人，教师赴德进修 7
人，德国派遣来华讲学 100 余人
次。德国知名政治家、教育专家
如巴伐利亚州副州长柴特迈耶
教授、内政部长曼勒教授、环
保部副部长穆勒、德国家庭教育
之 父 菲 纳 克 思 教 授 、 德 国 2009
年度教授齐默尔教授、基督教
幼儿园协会会长魏尔曼博士等
先后来访浙江省中心并讲学。
鉴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派遣
的德国长期专家、短期专家对
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贡
献，先后有 6 位德国专家获得浙
江省政府部门颁布的“西湖友谊
奖”。时任浙江省领导把中德合
作教师培训项目评价为“浙江省
对外教育合作历史长、成果显著
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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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发展：“产学研”三线并进 （2014-2017）
2014 年以来，中德合作在教
师培训基础上有了新的思路和策
略，中德合作重点转向高校科研
和本科教学，以科学研究、人才
培养和社会服务为方向的中德教
育合作不断发展。这一变化正好
契合了浙江外国语学院转型改制
后对国际合作更注重科研和本科
生教学的需求。

院在省内率先设立 4 所国际化教
师发展学校，专门接纳德国师范
生来华开展教育实习。
2017 年 3 月，中德教育研究
所所长吴卫东带团参加法兰克福
欧洲首届教师教育国际化大会，
并在工作坊中介绍了浙江外国语
学院与帕绍大学师范生实习交换
模式。学校为德国师范生在华实
习做了精心安排：在 8 周时间里
（一） 科学研究：国际
每 2 周考察一所小学，每周拟定
一个教育教学观察主题，同时体
科研合作项目和平台
验学校特色课程与文化，感知中
环境教育项目是由德国联邦
国文化。在导师配置上安排理论
经济发展与合作部资助，由汉
导师 （浙外 2 位） +实践导师 （4
斯·赛德尔基金会具体负责，并
所学校各 1 位）。在评价标准上
通过德国、上海和浙江三方合作
按照德方实习局要求，完成相应
共同进行的科研项目。从 2015
实习档案袋的批改和评价。这样
年至今，中德合作环境教育项目
全面细致、教育与文化兼顾的实
的实施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
习安排和人员高配受到了与会人
1. 翻译、编撰了 《项目说明
员的赞赏，包括慕尼黑大学在内
手册》《项目模块研发指导手册》
的高校都纷纷表示希望派师范生
浙江外国语学院首期国际化卓越教师培养创新实验班赴德交流
《课程模块研发框架》 等专业研发
来浙江外国语学院实习。
材料，为环境教育项目的研发和
2017 年 3 至 4 月，浙江外国
教师培训奠定了理论基础。
方互通优势、相互分享的平台。
学校注重学生的国际文化体验， 语学院迎来德国帕绍大学 2 位师
（二） 人才培养：国际 专门为“实验班”学生开设德语 范生。她们在杭州英特外国语学
2.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德 我们借助该平台吸收、引进德国
国帕绍大学、省中心的专家队伍 教师教育和环境教育先进经验， 化卓越教师培养创新实验班 课，还跨学院联合了不同学科背 校实习期间，承担德语授课，参
和浙江省 10 所基地学校合作开 并进行本土化创新应用。
景的教师力量，共同为“实验 加学校科技节活动，为浙江外国
发了 10 个课程模块：生物多样
帕绍大学教师教育中心的麦
“国际化卓越教师培养创新 班”开设“国际理解教育”课 语学院德语系学生讲授德国文化
性、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生态 格德芙劳教授团队开发了德国帕 实验班”（下称“实验班”） 是 程。德国方面对学校的“实验 和国情，受到多方好评。她们成
和生态系统、资源管理、环境和 绍大学教师教育的实践标准，该 浙江外国语学院开展的一次变革 班”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 功的实习活动为后续德国师范生
健康、商品生产和消费、城乡发 标准以可量化的指标细分了教师 型实验，它是对学校 60 余年教 他们参与并见证了“实验班”的 来浙江外国语学院实习起到了良
展、植物与校园环境和五水共 应该具备的素养并对教师教育的 师教育办学历史和当前学校国际 开班典礼，在培养周期内还选派 好的示范和宣传作用。
治，并将课程模块投入到学校教 三个阶段该达成的要求做了详细 化办学战略的创造性继承和发 教授团队赴浙江外国语学院为
浙江外国语学院与帕绍大学
学活动与学生行为习惯的培养中。 的描述和对应指标。麦格德芙劳 展，旨在探究优秀教师的专业 “实验班”学生专题授课等。
的合作已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 生交流、教师交流形成了常态机
3. 省中心项目组为推进项目 教授团队在省中心和帕绍大学多 发展规律，建构师范生培养的
的实施与进展，积极组织沪浙两 次介绍了该标准并展开了中国适 实践模式。“实验班”致力于培 10 月，浙江外国语学院选派了首 制。但学校的对德合作并没有局
地课程与学科专家多次走访各个 应性实施的讨论。2016 年，中德 养具有内在良知、家国情怀、国 期“实验班”学生赴德访问交 限于此，而是向更多的德国高校
际视野、人类关切品质的未来卓 流，德国帕绍大学对整个学习交 和教育机构伸出了橄榄枝，并获
基地学校进行考察、指导与交
越教师，重点关注师范生“三实 流活动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安排， 得了积极的回应和互动。
流，及时协调反馈各方意见。
三能”的培养，
“三实”即学问笃 此次活动引起了德国媒体的关
4. 项目的课程模块已经向青
比如，学校邀请了法兰克福
实、业务扎实、态度踏实，“三 注，德国 《焦点》 周刊在线版头 大学的数学教学法专家路德维希
海、新疆、云南等省份相关学校
能”包括自我发展能力、教育教 版头条作了报道。
辐射。项目至今已在沪浙举办了
教授、比勒菲尔德大学数学教学
学能力、国际理解能力。
包括辐射西部省份教师在内的 6
法教授库伯教授、班贝格大学的
（三） 社会服务：国际 拉森博士、德国可持续发展教育
“实验班”依托学校与德国
次环境教育教师培训研讨活动。
近 30 年教师教育合作的历史优 化教师发展学校
5. 今年上半年开始，省中心
区域专业中心协会会长布特纳博
势，充分吸收了德国教师培养方
项目组策划了题为“绿色在我
士前来中德教育研究所讲学，主
面的宝贵经验，从优秀师范生的
除了借助中德合作开展科学 动对接寻求合作。浙江外国语学
心，环保我先行”的沪浙基地学
选拔面试到 《卓越师范生教育实 研究、促进人才培养以外，浙江 院校长洪岗教授也出访欧盟总部参
校学生环保作品竞赛活动，包括
习手册》 的编制，学校都充分学 外国语学院也充分发挥自身优 加环境教育论坛推介浙江外国语学
环保小项目、发明与制作、绘画
习借鉴了德国教师教育方面颇为 势、主动服务浙江省基础教育发 院的环境教育项目。中德教育研
与摄影等作品，至今已收到 400
成熟的相关测量工具，同时依据 展，深化校地合作与交流，共建 究所牵头向联合国大学申报
多件作品。
“可持续
本土实际予以修订完善，并创造 教育实践基地。在与德国帕绍大 发展教育区域专业中心——杭州”
6.2015 年 3 月至今，浙江地
，
性地加以运用。在课程设置上， 学的合作框架下，浙江外国语学 加入美国国际荣誉教师协会等。
区 已 有 11 所 学 校 参 与 这 一 项
目，参与教师达 100 多人，学生
德国教授团队赴浙江外
达 3000 多名。
国语学院为“实验班”学生
除了开展环境教育项目以
专题授课
外，浙江省中心还积极拓展中德
国际科研合作平台。2016 年上半
年，中德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胡亿
教育研究所所长吴卫东主持的全
德国研究中心建设立体构建 （2018-）
军前往帕绍大学进修。进修期
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间，胡亿军与汉斯·赛德尔基金
2016 年度课题 （国家社科基金教
会东北亚处、帕绍大学教师教育
育学一般课题）“师范生专业能
2017 年 6 月，国家教育部 门、社会需求，提出了规划与 发展区域教育中心等平台，积
中心的同事们充分沟通后共同起
力分阶行为指标及学习支持体系
门公布浙江外国语学院德国研 发展领域。德国研究中心将从 极从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人
草了三方合作协议文本，最终促
研究”获得立项，该课题参照德
究中心获得备案，为浙江外国 “政策相通”“智力互通”“文化 文交流三个方向开拓内容，在
成三方于 2016 年 9 月签署正式合
国帕绍大学的教师教育实践标
语学院的德国合作提供了更高 融通”三个方面对标德国，依 教育、语言、经贸与文化等领
作协议。协议明确三方共建国际
准，努力建立我国师范生专业能
的起点和新的发展机遇。
托原有的国际理解教育、德语 域吹响行动号角、迈出前进步
科研合作平台——中德教育研究
力分阶行为指标及学习支持体
浙江省领导今年 3 月在杭 语言与文化培训、浙江外国语 伐，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中
所，并在浙江省内率先批设立 4
系。吴卫东为帕绍大学撰写“中
高校调研时强调，要加快建设 学校联盟、联合国大学可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
所国际化教师发展学校，专门接
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发展”的专题
一批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
纳德国师范生来华实习。
文章在德国发表。
为全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
中德国际科研合作平台是双
有力的智力支撑。为响应省领
德国研究中心规划与发展领域
导的号召，同时立足国家教育
部门对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
要求，浙江外国语学院德国研究
中心将发挥智库功能，以学科建
政策
设和人才服务为依托，以咨政
相通
服务为宗旨，从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等方面全面服务国家
和地方对外战略需求。
浙江省商务部门、外办、
文化部门、省教育部门等都对
德国研究中心未来工作寄予厚
望。德国研究中心已于今年起
承担国家教育部门专项课题招
标项目“德国多语言外语教育
的语言政策研究——德中对比
互鉴”和“德国社会热点问题
透析——基于欧洲视阈的德国
教师现状与教师教育政策”。德
国研究中心主动对接有关部
门，结合自身优势和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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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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