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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堂举行。教育部高校外指委法语分委员
会主任、（中国） 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上
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教授，教育部高校
外指委法语分委会副主任、四川外国语大学
校长李克勇教授，教育部高校外指委法语分
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
王文新教授，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北京大学田庆生教授，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
副会长、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刘成富

10 月 11 日下午，保罗-瓦莱里大学

副校长 Maud MORLAAS 应邀来苏州校

教授等出席比赛并担任评委。

院、中法学院院长朱信凯会见了 Maud

参加本次总决赛的共有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

朱 信 凯 对 Maud MORLAAS 多 次 亲

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参加总决赛的法语专

通过前期的校内选拔和视频参赛筛选，

区授课，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

17 名选手。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角逐，代表

MORLAAS 副校长。

业 2013 级本科生张善辉最终荣获一等奖。

自来到苏州校区为中法学院学生授课表

本次总决赛实行选手匿名制，由命题演

示欢迎和感谢，并对开学典礼后双方草

讲和即兴演讲两部分组成，每部分演讲限定

签的中法合作办学协议进行了高度评

时间三分钟。命题演讲的主题为“L`impor⁃

价。他表示，此次签署的 《中法学院合

tance de l`échange humain （人际交流的重要

作办学协议 （草案）》 得到了教育主管

性） ”，即兴演讲由参赛选手在上场前现场

部门的高度认可，将会为中法双方的合

抽取题目，无准备时间即开始演讲。

作办学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指

面对赛前临时调整规定演讲时间等情

南。朱信凯希望中法双方能更进一步地

况，张善辉克服困难，在命题演讲环节中稳

做好合作办学的深入和优化工作，给学

定发挥。在即兴演讲环节，张善辉抽取到的

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努力将中法学

演讲主题为“Ce que je pense de l`amitié （我

院打造成为高水平示范性的中外合作办

眼 中 的 友 谊） ”。 凭 借 自 身 过 硬 的 法 语 实

学机构。

力，张善辉以稳健的台风、标准的发音、自

Maud MORLAAS 对 朱 信 凯 的 意 见

然流畅的表达和文采飞扬的排比修辞征服了

表示赞同。她指出这一面向未来的合作

在场观众以及评委，获得了本次法语演讲比

办学协议为双方下一步的合作提供了一
会见期间，双方还就中法学院未来拓宽办学领域

个新的开端，法方院校愿意以原有合作为基础，在新
协议的框架下，一如既往地提供高水平的教育资源，

和提高办学层次等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并达成了

与苏州校区携手努力，共同办好中法学院。

共识。

保罗—瓦莱里大学教授 Uwe BRUNN，国际学院副

院长石佳友、国际事务部执行主任陈超等陪同会见。

赛总决赛一等奖。全场评委和观众用热烈的
掌声表达了对张善辉两场精彩表现的认可和
鼓励。
本次演讲比赛于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四

中法学子获第九届全国高校法语
演讲比赛总决赛一等奖

保罗-瓦莱里大学副校长Maud MORLAAS
访问苏州校区 推进合作办学事宜

10 月 22 日上午，第九届全国高校法语

演讲比赛总决赛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举行，是 2016 年全

国法语年会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旨在以演

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代表一行来访

讲形式为载体，充分展示和提升全国高校学
生的法语能力和教学效果。在这个充满优雅
和实力的舞台，张善辉展现了中法学子优秀
的精神风貌和优异的法语学习成果，同时体
现了中法学院在法语教育教学方面取得的良

10 月 11 日下午，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

堡基金会的成立背景、主要职能及合作项

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朱信凯会见了德

目。她表示，本次论坛结合多重领域，旨

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经理孙巍、德国联

在促进中外学者之间展开充分的交流，加

邦议院科研人员 Björn Schering、Jana Mus⁃

强沟通与合作，并为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

chlik 及欧洲食品法协会理事会成员 Andreas
Natterer 一行。

朱信凯首先对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代

相互分享提供平台。
Björn Schering 等就中国农业目前面临

的重大挑战、中国食品安全、环境污染、

表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第六

农业生产效率等相关问题与朱信凯展开了

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论坛取得圆满成

深入交流。

功。他结合中德两国国情就中国农业社会
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提升、中国农村家庭
经营制度、有机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中
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等方面作了阐述，并邀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是一家独立的、倾向于德国左翼
党 （Die Linke） 的基金会，总部设在德国首

都柏林。其主要工作包括在德国国内进行

请各位外国专家会议之余到河南、山东等

社会科学和政治教育以及在德国境外开展

农业大省考察调研。

国际对话与合作。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以

孙巍首先对为本次论坛提供大力支持

德 国 共 产 党 创 始 人 罗 莎 · 卢 森 堡 （Rosa

的苏州校区以及相关会议组织者表示由衷

Luxemburg） 名字命名，是德国六大政治基

的感谢。随后，她简要介绍了罗莎·卢森

好成绩。

金会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影响。

中法学院代表团出席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年会并考察四川外国语大学
10 月 21

在年会上同时举办的“第九届法语演讲比赛全国总决赛”中，中法学

日 至 25 日 ，

院大四学生张善辉技压群雄，以绝对优势获得一等奖，受到与会专家的高

中法学院代表

度评价。

团 出 席 2016

10 月 24 日，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朱信凯，苏

年中国法语教

州校区教务部主任肖逸秋，教务督导方安弛，应用语言系副主任林婷一行

学研究会年会

四人到访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主校区。

并考察四川外

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的陪同介绍下，朱信凯一行参观了四川

国语大学。

外国语大学教学科研设施及图书馆、重庆法语联盟等机构。

10 月 21

在随后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勇和朱信凯一行就面向国际组织的

日，中法学院

法语人才培养以及师资交流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了多项共识。

法语一年级教

四川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主任彭林权、法语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

研室主任李舒

杨少琳、法语系副主任董遥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陈功、教务处副

婕、青年教师张霞参加了年会举办的第七期全国法语教师培训班。

处长王伟参加座谈会并陪同考察。

10 月 22 日，中法学院教务督导方安驰、应用语言系副主任林婷、法语

教研中心副主任张莉等出席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校区举办的 2016 年中国
法语教学研究会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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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植物检疫学家、梁启超孙女梁忆冰
访问苏州校区 为青年学子解读梁氏家风
10 月 16 日上午，著名学者、梁启超孙女梁忆冰到访苏州校

方面高度评价了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的特殊影响，结合自身研

区，做客湖畔论坛并做主题为“家风、个性与成长”的专题讲

究领域对梁氏家族优良的家风表示赞赏和钦佩，并鼓励同学们

座。专题讲座在苏州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举行。苏州独墅湖科教创

努力学习梁氏家训家风蕴含的宝贵精神。

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蒋卫明、副主任吴颖，以及苏州工业园

本次论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可容纳 340 余人的图书馆

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各兄弟高校和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的领

报告厅座无虚席。江苏和苏州主流媒体记者、高校学者和学生

导嘉宾出席本次活动。

纷纷前往，就有关问题与梁忆冰研究员进行了交流探讨。

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朱信凯主持讲

讲座开始之前，蒋卫明、朱信凯在图书馆贵宾室会见了梁

座。他详细介绍了梁忆冰研究员的基本情况，高度评价了梁忆冰

忆冰研究员。朱信凯向梁忆冰研究员介绍了苏州校区的办学历

研究员在为人为师为学等方面的突出成绩，并预祝本次湖畔论坛

史、办学现状和办学特色。蒋卫明介绍了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的

取得圆满成功。

基本情况以及湖畔论坛的模式、特色和影响，并为梁忆冰研究

随后，梁忆冰研究员为大家带来主题为“家风、个性与成

员赠送湖畔论坛纪念礼品。

长”的专题讲座。她首先讲述了自己对家风的理解。她认为，家

梁忆冰，1940 年生，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思想

风是时间延续和数代人的亲情关怀，是众人聚合时的氛围，是前

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的孙女，著名经济学家、梁启超四

辈身教言教的潜移默化和做人做事底线的刻骨铭心，也是持续传

子梁思达的女儿。1966 年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系农业昆虫专

承的状态。

业研究生毕业；1966-1978 年，先后在中国农科院植保所虫害

梁忆冰研究员在回忆自己的三伯伯、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

室、安徽大学生物系动物教研室，从事植物保护虫害防治科研

梁思永时，着重介绍了为追忆梁思永先生而出版 《思文永在》 一

工作、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等的教学工作，任讲师；1978-2000

书的经历，并从求学经历、考古工作、学术成就等方面回顾了梁

年，调农业部植物检疫实验所虫，从事检疫害虫研究、检疫情

思永先生短暂的一生。她说，梁思永先生是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

报信息、有害生物风险评估等研究工作，任副研究员、研究

基人之一，为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梁忆冰研究员

员；2000 年退休后，返聘到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研究中心 SPS

鼓励同学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爱国、敬业、奉献的宝贵精神，珍
惜当下珍贵的学习机会，脚踏实地、奋勇向前。

研究部，从事检疫法规研究、有害生物风险分析、技术性贸易
措施网站的建立和维护、中国国家有害生物检疫信息系统的建

最后，陈满华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他从政治、思想、学术

立和维护等工作。到目前为止，从事植物检疫工作已达 39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2016 年教育部外指委

会议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举行。中国人
民大学中法学院应用语言系副主任林婷、法语
教研中心副主任张莉、法语一年级教研室主任
李舒婕、青年教师张霞、教务部督导员方安驰

（Food Safety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研讨历时

energy and food in a comparative Chinese- European

校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

第一节为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

“建设可持续的城乡—微排零碳建筑研究和实践”，奥

会联合主办，由彭真民主法制思想研究与教育基金

院副院长石佳友教授主持。德国联邦议会科研人员

非母语法语教学、法语语言考试、法语学科建

会、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协办，由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

Jana Muschalik 就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food safety

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社会生态研究所教授 Görg Christoph

gles for the commons: towards a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

巧的全面学习。

论坛在苏州校区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

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承办。德国联邦议会成
员 Bjorn Schering、Jana Muschalik，爱尔兰海洋局副

三个半天，分为五个小节。

in Europe at large and Germany in particular”，中国人
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就“中国的气候变化能动司

view”，山东皇明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就

就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us and the global strug⁃
mation”，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志就“新疆

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

会会长何山，中国检验检疫学会副会长郭喜良，国家

所长、研究员姜长云就“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刘慧萍就“气候变化背景下

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

改革的思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何

农业保险创新发展的法制保障”，上海社科院法学所

云，以及来自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奥地利克拉根福大

山就“食品安全中的惩罚性赔偿”等问题做了大会

副研究员彭峰就“气候变化与农业：适应性立法框

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兴大学以及大陆多所大学

报告。

架”等做了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讨论交流。

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实务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

第二节议题为“食品安全与粮食主权”，由昆明

塔城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交互作用的调研报告”，东

第四节议题为“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由苏

了第七期全国法语教师培训班，从口译教学、
设和教师个人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语言教学和技
10 月 21 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四川外国

语大学成都学院观澜堂举行。四川外国语大学

成都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杨继瑞和法
国教育部文学总督学泊力分别致辞。随后，教
育部高校外指委法语分委员会主任、（中国）
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
德明对本次全国法语年会的顺利召开表示祝
贺，在总结新国标颁布背景下的本年度法语教

10 月 12 日上午，论坛开幕式在修远楼报告厅举

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希昆教授主持。

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中法学院院长、

for a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and climate- resilient agri⁃

safety in Germany – enforcement and challenges”，中国

tem”，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立余就“Right to

们共同的责任”，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

Makane Mbengue 就 “Food safe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风险”，爱尔兰气象局 Michael O’Mahony 就“EU sea⁃

教 授 许 耀 明 就 “Food Safety and International Stan⁃

the particular current seafood concerns in EU and Ire⁃

语教学研究”、“法语教学改革与创新”、“工程

ticides, MRLs, and Trade: Visible Food Safety and Invisi⁃

开。中法学院共有六名教职工参会，他们分别

行。开幕式由国际学院副院长石佳友主持。

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主任朱信凯在开
幕式上致辞。他代表苏州校区对本届论坛的顺利召开
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来到苏州校区表示欢迎。
朱信凯高度肯定了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论坛的学术价
值和国际声誉，并表示苏州校区希望成为论坛的常设
地，以便与各主办单位一起携手努力，不断提升这一
学术品牌的影响力。
随后，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奥地利活动家 Irmi Salzer 就“Food sovereignty –

culture and a more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food sys⁃
Regulate 与 食 品 安 全 ”， 日 内 瓦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la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
dards: SPS/WTO and Taiwanese Examples”，山东建筑
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涛 （由张百灵代宣读） 就“马克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杨恩乾主持。
德国联邦议会科研人员 Bjorn Schering 就“Food

检验检疫学会副会长郭喜良就“维护消费者权益是我

首席专家吴林海就“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与主要
food production and seafood safety issue: Brief look at

land”，台湾中兴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谭伟恩就“Pes⁃
ble Protectionism”等做了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讨

蒋卫明，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

思主义先进生产力理论指导下的生物自然力法制建

表卢茨·勃勒 （Dr. Lutz Pohle），彭真民主法制思想

设”等做了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讨论交流。

会会长、河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李义松分别致辞。

由河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李义松教授主持。奥地利维也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主持。奥地利律师

纳大学跨学科高级研究员 Josef Baum 就“Soil, water,

Andreas Natterer 就“From the stable to the sable – the

研究与教育基金代表刘娜，江苏省环境资源法学研究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食品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议题为“气候变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论交流。

第五节议题为“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村社会”，

EU-food safety regime”，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

于川就“公众参与：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村社会的紧
要课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王
志刚就“农业产业的组织化与食品安全监管”，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贾林青就“食品安全的保险问
题”，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博士后夏薇就“健康保
护还是贸易保护：对各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差异来源
的研究”等做了报告，并同与会者进行了讨论交流。
10 月 14 日中午，论坛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中

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国际事务部执行主任陈超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周珂教授、德国罗莎-卢森
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项目经理孙巍女士、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学院副院长石佳友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Josef Baum 博士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和协办方致辞。
他们对会议的学术内容进行了总结，对会议的组织工

作进行了高度评价，并对下一届论坛的主题和举办事
项进行了展望。
14 日下午，与会的部分专家还与前来列席会议

的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欧欧洲法项目”学
员、苏州校区学生进行了圆桌会谈，就共同关心的议
题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自由交流。

10 月 12 日晚，苏州校区举办了“独墅湖中欧金

秋之夜-旅法女高音歌唱家邱曙苇与钢琴家薛颖佳专
场音乐会”，以庆祝本次论坛的召开。

学、法语考试和中国法语教学研究等工作的同
时，从深入研究教学方法、继续提高教育绩效
和深化各校教学改革等方面对下一年度法语分
指委、法语教学研究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和
展望。
21 日下午，“法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

学术研讨会围绕“培养模式与评估研究”、“法
技术法语和 FOS 的探索与实践”四个主题展

年全国法语年会
2016

局长 Michael Omahony，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

10 月 21 日，李舒婕、张霞两位教师参加

强化学习 深入探讨

和教务秘书张珂等参加会议。

10 月 13 日至 14 日，第六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

中法学院教师参加

第六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论坛国际研讨会在苏州校区召开

法语分委员会、（中国） 法语教学研究会联席

结合中法学院教学特点和自身研究领域，从法
语与国际关系复合专业的教学实践、法语专业
四级八级考试和教学方式的关系、法语基础教
学改革和阅读课程教学方法、法语教学管理工
作等方面，和与会代表们展开了积极探讨。
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本次年会在观澜堂举行了闭幕式，论坛主
持人分别对四个分论坛进行了总结。教育部高校外指委法语分委会
副主任、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致闭幕辞。
通过参加此次会议，中法学院六名教职工和全国法语教学及管
理领域代表、同行进行了深入交流，对全国法语教学研究及管理工
作的现状和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兄弟院校的本科生培养和法
语教学及管理有了直观并深入的认识，为中法学院应用语言系、法
语教研中心和法语教学科研及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平稳有序开展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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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校区举办歌唱家邱曙苇与钢琴家薛颖佳音乐会
10 月 12 日晚，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和苏

演出结束后，

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 《独墅湖中

蒋卫明、朱信凯代

欧金秋之夜—旅法女高音歌唱家邱曙苇与钢琴家薛

表主办方向邱曙

颖佳专场音乐会》 在独墅湖影剧院成功举办。中国

苇、薛颖佳赠送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何山，中国检验检疫

纪念礼品。

学会副会长郭喜良，蒙彼利埃保罗瓦莱里大学副校

本场音乐会是

长莫—莫赫拉斯，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委会常

继多场国际音乐活

务副主任蒋卫明，苏州校区党委书记兼国际学院、

动之后，苏州校区

中法学院院长朱信凯，国际学院副院长石佳友，以

主办的又一场高水

及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兄弟院校和单位的领导嘉宾、

平音乐会。本次活

参加第六届中欧社会生态与法律论坛的专家学者、

动面向独墅湖科教

苏州校区师生员工共同欣赏了一场美妙的音乐盛

创新区开放，获得

宴，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金秋之夜。

了独墅湖科教创新

10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第四届“音领青

春”校园主持人大赛在修远楼报告厅圆满落幕。苏州电视台
《天天山海经》 栏目主持人伟捷，苏州广电总台主持人余

乐，苏州新闻广播 《毕口秀》、《政风行风》 主持人老毕，苏
州新闻广播 《911 民生热线》 主持人陶丽颖，苏州校区法方

演出开始前，朱信凯代表主办方致辞。他阐述

区管委会、独墅湖

了苏州校区定期邀请高水平国外艺术家或在海外学

科教发展有限公司

成的中国艺术家来苏举办开放式音乐会的目的和意

等机构和单位的大

义，重点介绍了此次演出嘉宾——歌唱家邱曙苇、

力支持，最终取得

钢琴家薛颖佳的基本情况，并祝音乐会取得圆满

圆满成功。这场音

成功。

乐会的成功举办，让师生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近

洲文化学院授予“艺术成就奖”。2008 年被世界妇

致辞结束后，歌唱家邱曙苇教授以一曲 《赋登

距离接受了国际水准的音乐熏陶，既放松了身心又

女论坛评为“亚洲杰出女性”。2012 年，被法国北

楼》 拉开了演出的精彩序幕，之后她又献演了 《梦

陶冶了情操。同时，两位旅欧音乐家的惊艳表现也

部城市圣马丁奥莱市授予“荣誉市民”勋章。

后》、《星夜》、《回来吧，爱情》、《夜之幕》、《让我

让世界各国前来苏州校区参加国际会议的专家学者

们听从爱情的召唤》 等国内外名曲。钢琴家薛颖佳

们领略了中西方音乐的融合之美和音乐带来的友谊

先生也送上了巴赫的 《法国组曲第六号》、德彪西

之光。

教务负责人慕建明以及主持朗诵团团长李唯嘉担任评委。
决赛共分为三个环节，分别是模拟主持、影视在线与即
兴辩论。第一环节是模拟主持。各位选手在会场中模拟不同
活动场景，充满激情、默契配合的主持，让各位同学身临其

薛颖佳，现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
院厦门分校。 2005 年至 2009 年， 在被称为“钢琴

家圣殿”的意大利伊莫拉国际钢琴学院深造。2003

的 《月光》 以及 《快乐岛》 三首名作。当晚，能够

邱曙苇，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曾

容纳近 1200 人的独墅湖影剧院座无虚席，掌声雷

获巴黎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1997－2002 年留学于

动。全场观众聚精会神地欣赏了这些大师级的经典

法国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音乐学院，获该学

曲目，深深陶醉在音乐家动人的表演之中。

院最高文凭——高级演唱家文凭 。2007 年美国亚

年获比利时杜莫帝耶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同年 7

月获意大利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钢琴比赛优胜奖。
2004 年获巴黎斯克里亚宾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
2005 年获比利时 YAMAHA 国际钢琴比赛唯一大奖。

境，感受到不同活动的风格。而五个不同的主题，从慈善到
梦想，从联欢到娱乐，正是大学生活的写照，激情与沉着并
存，善良与梦想相得益彰，使整个大赛精彩纷呈。
第二环节是影视在线。选手们为部分经典影视剧配音，
旨在考察选手们的表演功底，情绪表达与表现能力。比赛过
程中，选手们表演得惟妙惟肖，或轻松欢快、或发人深省、
或情感真挚、或解放天性，各具特色。他们将自己融于角
色，致敬经典，高水平的配音一度将大赛推向高潮。
第三环节是即兴辩论。在有限的辩论时间里，气氛逐渐
紧张，选手们沉着冷静，用鲜明的观点、合理的论据、犀利
的语言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辩论盛宴。选手们的思
想一次次碰撞，慢慢淬炼成年轻的晶石，彰显了苏州校区学
子的个性风采。
赛后，评委老师给予亲切指导，对参赛者的表现予以肯
定。最终经过激烈地角逐，7 位同学脱颖而出。分别是第一

中法学院举办“face meeting”学长学姐交流会
10 月 15 日晚，由学生事务部主办、

名刘雪聪，第二名陆嘉羽，第三名王睿 ，最佳人气奖王
睿，最佳风采奖索诗淇，最具表现力奖封俊帆 ，最具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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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曹宛玉。

的道路。

职业发展协会协办的就业指导第九讲之

邢铭鑫从规划、考研与实习三个

“face meeting”学长学姐交流会在修远楼

方面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她认为在校

报告厅举办。本次分享会邀请到了中法

生应尽早开始明确规划，努力抓住一

学院 2012 级毕业生——香港工银国际控

切机会，勇于尝试。接着她与参会者

股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李达、中国人民

分享了自己的考研之路，结合自己的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专业硕士邢铭鑫

研究生体验，对于考研的规划提出了

两位同学作为主讲嘉宾，与同学们分享

自己的一些看法，并对如何合理分配

求职就业、考研升学经验，为在校生未

时间、如何备考等问题给出了具体建

来发展道路提供经验性指导。交流会由

议。针对实习，她比较了成熟公司与

学生事务部王坤鹏主持。

成长公司实习环境的差异，强调在校

活动分为“个人分享”和“答疑解

苏州校区艺术团协办东方卫视
《中国梦之声
中国梦之声》
》 大型音乐节目

生要善于整合利用身边的优异资源，

惑”两个环节，两位学长学姐根据个人

锻炼自身实战能力，实现自身多样化

发展经验，分别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在

的职业发展路径。

10 月 16 日晚，大型原创棚内音乐挑战节目 《中国梦之声——天籁之

最后的“答疑解惑”环节，同学

战》 在东方卫视首播，“乐坛天后”莫文蔚、“常青树”费玉清、“中流砥

身经历，针对投行业对应聘者在学历、职业技能、

们纷纷结合个人规划提出疑问，与两位学长学姐积

柱”杨坤以及“新生力量”华晨宇，四位“天籁唱将”接受素人的同台

李达主要围绕投行方面的专业知识展开，使同

自身品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做了简单介绍。最后他

极互动，气氛热烈。

学们对投行领域形成了清晰的认知。他首先简单介

还结合金融专业就业前景，针对行业现实情况对本

绍了国内外几大投行与其基本架构、业务流程，并

科生的择业问题给出建议。他希望同学们能够根据

使每个人都能够尽早确立人生目标，为之后的学习

与参会者分享了分析师的日常工作。之后又结合自

自身情况，不盲目跟风，深思熟虑后选择适合自己

与职场生活打下坚实基础。

实习生活与考研之路中的点滴收获。活
动现场反响热烈、气氛融洽。

此次活动增强了同学们自我规划人生的意识，

挑战，带来了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的音乐作品。明星们高水平的演唱、
“星素对战”的全新节目模式以及可现场完成唱片录制的奢华音响设备，
让这场顶级音乐盛宴火花频出。
《天籁之战》 第一期节目于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2 日在苏州广播电视总

台演播厅完成录制。苏州校区艺术团受邀协助制作，在栏目的宣传、录
制现场导演助理服务、部分观众的组织报名等方面的工作上做出了努
力。针对该栏目，苏州校区艺术团微信公众平台专门设立了大众评审团
报名通道，面向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的师生开放。报名通道一经开启，便

“舞善之梦”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第二届舞蹈大赛开赛

获得了积极的响应。中国人民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苏州大学、服务
外包学院等多个高校的学生踊跃参与其中，表现出对节目极高的关注。
截至目前，苏州校区艺术团已在线上开展了两期节目的大众评审团
报名工作。从报名信息的发布、大众评审团信息的采集，到参与录制人

《姑苏行》 等，将江南水

小朋友沈晓冉、高彦琦等带来的 《中国芭比》、《提

乡的秀致柔美娓娓道

线木偶》，以及周仕莲阿姨带来的海派秧歌三套

来； 更有异域风情的拉
丁舞 《updown funk》，传

素养，活跃独墅湖科教创新区艺术文化氛围。10 月

递着别样的热情奔放。

参赛队伍给予了较高评价和鼓励：“集体舞的编排

听几位明星的现场演唱，觉得效果确实很震撼，不虚此行。此外，现场

除了青春朝气的大学生

有很多亮点，不同年龄的团队也给这个舞台带来了

导演助理、后期剪辑等岗位实习的体验也为有兴趣的同学搭建了 “最流

团体以外，活泼可爱的

多种可能。个人舞具有感染力，将特定的情绪表现

行”、“最时尚”的互动平台。苏州校区艺术团将借此机会，为同学们提

小朋友们也带来的 《唧

得很到位，让人也想要上台，跟着舞蹈走。”同时

供更多参与优质文艺活动的资源，丰富大家的课余生活，带给大家更多

唧鱼儿跃》、《亲亲我的

几位老师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选手应该在服

元的体验。

小树》 等充满了童趣和

装、配饰上更加注重细节，下一次比赛前也可以在

奇思妙想的舞蹈。永葆

灯光、舞美等方面完善设计，以更好地表现舞蹈内

年轻心态的爷爷奶奶们

容。”

带来的 《今天是你的生

最终，进入“舞善之梦”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第

日》、《二 十 四 式 太 极

二届舞蹈大赛的团体有：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艺

到他们积极阳光的生活态度。
体现团队协作重要性的团体舞过后，便是更考
验个人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独舞。

科教创新区第二届舞蹈大赛初赛拉开帷幕。

舞步展现着似醉非醉的微醺之态；刘一彤同学的古

王曼超同学的民族舞 《酒盅》 以其灵动曼妙的

术团舞蹈团 《姑苏行》；苏州独墅湖高教区街舞队
《24k》、《阳光无敌》；西交利物浦大学韩舞社 《变
得漂亮》；苏州翰林小学 《器械健美操》、《舞蹈啦
啦操》；苏州翰林缘社区 《红旗飘飘》；西交利物浦
大学舞蹈团 《updown funk》、《走在山水间》；百灵

艺术中心 《我们都爱跳》；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

本次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两部分。开场是

典舞 《祥鹤》 将仙鹤将飞未翔的清越之姿表现得淋

职业学院舞蹈团 《茉莉花》。进入决赛的个人有：

时 下 广 受 青 少 年 喜 爱 的 街 舞 表 演 —— 《阳 光 无

漓尽致。艾源同学的 《佳人曲》 生动再现“一顾倾

艾源 《佳人曲》；刘一彤 《祥鹤》；周仕莲；《扇子

敌》、《24k》 等。动感的韵律和炫酷的舞步点燃

人城，再顾倾人国”的佳人顾盼生辉；吴秋睿同学

舞》；刘星雨 《痒》；汪露琳 《匆匆那年》；高彦琦

全场。

的 《维族组合》 勾勒出一个天真活泼又热情奔放的

《提线木偶》；黄滢萱 《Worth It》；缪之啸 《call me

紧接着是充满中国韵味的古典舞 《茉莉花》、

录制的机会，让同学们能够亲临现场，与明星面对面，感受顶级音乐盛
宴的魅力。参与录制的同学表示，这是一档非常精彩的节目，第一次聆

22 日，由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管理委员会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承办的“舞善之梦”独墅湖

本次合作为科教创新区内的师生提供了参与当前流行音乐大型节目

经过一系列精彩而紧张的赛事后，评委老师对

拳》 等，让观众们感受
为促进苏州校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学生综合

《扇子舞》 等，引得观众叫好连连。

员名单的筛选、审核、确认，均由校区艺术团完成。

维族少女的娇憨动人。更有小小年纪却舞技非凡的

baby》；吴秋睿 《维族组合》。

副

2016 年 10 月刊

刊

瞿亦洲

置好的横条走动时，广
播当中播放的声音会随
着参与者走路的速度和
方向发生变化。她的作
品还有使用音乐谱号创
作的抽象绘画，以及与
聋哑剧团的表演者们一
起进行的演出 《面部歌
剧》。今年晚些时候，她
的作品还会参加首尔媒
体城市双年展。
声音艺术涉及多个
学科，包括音乐、声
学、动力学、电脑技
术、医学、材料学等
等。2010 年，获得英国
音乐版权协会音乐基金
会新音乐大奖的作品
《内耳螺旋器》 就是一件
与声学科技相关的作
品。《内耳螺旋器》 是一
个试验性的乐器，它使
用了声音晶体科技来回
收环境中噪音。创作者
liminal 组 合 尝 试 将 我 们
的注意力引向已经存在
的声音，而这些声音被
一种新的方式所塑造。
他们并非要为已经存在的声音环境增加任何东西，而
是提供对这些声音的一种新的聆听方式，以挑战人们
对于什么可以构成音乐作品的期待。除此之外还有将
电脑技术运用得出神入化的 《千年播放器》，以及运
用水池和地洞等朴素自然道具的 《为地面上的一个洞

级金融专业
2014

当你初看到声音艺术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离你很
远；在互联网时代，电脑、录像、网络、数字技术、
灯光都能够被我们熟练运用，大多时候最终形成的都
是视觉可见的作品，我们更容易享受到的是视觉盛
宴。不能否认的中在这个时代我们追求的早已不单单
是一种感官的满足，我们渴望视觉和听觉的融合，并
不断探索味觉、嗅觉、触觉的突破。
就像电影，黑白默片的单调已不复存在，我们在
欣赏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更加关注其中的声音元素。配
乐为我们营造的氛围更能引人入胜，相同的台词在不
同的背景音乐下展现的情感可能大不相同，甚至有的
时候声音便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当然声音艺术中
声音绝不等同于音乐，实际上声音艺术的发端正是出
于对音乐创作既定规范的反叛，以开创更丰富的聆听
感受。当 2010 年英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项特拿奖
宣布获奖艺术家 Susan Philipsz 及其没有任何实物的作
品 《远 方 的 低 地》 时 ， 预 示 着 一 个 新 的 时 代 即 将
到来。
香港艺术家杨嘉辉当下的作品使用浸入式的声音
世界，来传达政治意味十足的主题。在 2015 年的纽
约首展当中，他在关掉声音的情况下观看了足足 6 小
时美国轰炸中东的视频片段，然后使用定制的乐器以
及各种器械来模仿轰炸的声音。他所使用的工具包括
了压缩空气罐以及剃须刀。仅 2016 年这一年，这位
艺术家举办了一系列的个展，除了在香港与加尔各答
的展览之外，他还将在杜塞尔多夫美术馆举办欧洲的
首个个展，并将代表香港参加 2017 年威尼斯双年
展，他用声音征服世界指日可待。
天生失聪的克里斯蒂·孙·金以独特的视角来使
用声音探索自己的感受。在最近的“大纽约” 展览当
中展出了她的作品 《技能游戏 2.0》。这是一件互动性
的作品，观众们受邀去触碰用魔术贴悬挂在他们上方
像拐杖一般的设备，当他们拖拽着设备沿着展厅内布

所做的乐谱》。
声音艺术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画廊里有越来
越多的声音艺术作品展出，世界不再仅仅“被把握为
图像”，听觉文化正在兴起，你的声音正在被希望
听到。

■ 艺术空间

王华贝 《元邓文原题画诗》

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
话话话话话话话话话

中法学院 2016 级法语专业 江印儿

你若问我的姓名。我说，青松、
白石、柴屋、雪暮，随你称呼。
你若问我的来去之处。我说，从
天地初开日月新生的地方来，到天地
四合日月陨落的地方去。
你若问我走的是哪条路。我说，
春来我自夹岸敷水轻红乱飞的岸边打
马而过，夏至我自莲叶田田芙蓉向脸
的荷塘御舟而行，秋分我自漫山红遍
层林尽染的谷间踏叶而歌，冬日我自
寒意凛冽挟雪而飞的风中乘衣而归。
你若问我路上遇见过什么人。我
说，河边浣衣的少女曾许我一支菱
歌，将虎头鞋底纳了千百针脚的小婶
子曾允我一荷包，守着满堂萱草盼归
人的老妪曾赏我一碗粥吃。
你若问我路上可曾听到过什么故
事。我略想片刻，说，所有爱恨情仇
悲欢离合都已付于说书人。那折扇开
合间就是一段段金戈铁马，一段段碧
血丹心，一段段侠骨柔情，一段段盛
世浮名。翻翻你手中的话本子，所有
的故事早就被前人说尽。
你若问我路上可曾想过什么。我
学佛祖拈花一笑，我想得可多，你要
听哪一样。
你问我想没想过行走的意义。我摸摸参差的头发，咧嘴一
笑，原来没想过，现在想来——行走不仅是挣脱固有桎梏的理
由，更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按同样的
方式在生活。其实，我这样慵怠的人，不会走太多路程，所谓坐
地日行八万里，我只需要走过时间，就可赏尽风物阅遍世人。悄
悄告诉你，我的来来去去不过这一个小世界，我走的路也不过是
世上这么几条，甚至我遇见的姑娘也是同一个——不过是时间将
这个世界，世上的路和世上的人雕琢得迥异。你知道吗，甚至世
上的人原只有一，是时间将他们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的个体。
你问我想没想过时间究竟是怎样一件东西。我望着你的眼
睛，说，时间是本原，离开了时间，所有事物都失去了意义；同
样，时间可以创造一切，包括另无数个世界。你看我和你说话
间，尘世掩面一笑，已然换了新颜，而之间之后世界有两种样
子，这两种样子的世界是相互独立的，这便是两个世界，这难道
不是时间创造出来的吗？生命的存在便是时间流淌过沉渣泛滓的
产物啊。
你问我想没想过生命的意义。我沉默半晌，悠悠地开口，生
命与时间息息相关，却不与时间平行。就像死亡，不是生命的终
结，而是走出了时间。生命是这个世上最独立的事物。你可以对
他有千万种评价，可是他可挑最中意的一种去听——也不过是听
听罢了，他并不会因此改变自己运行的轨迹。他的依赖，除了时
间别无他物。而生命就像爬山虎的触角，蔓延着布满斑驳土墙的
角角落落，好像伸向未知的虚空。他的存在自有他的道理，我们
说再多不过枉费口舌。
你又问……我掩住你的唇，低语，莫要再问了，你问得再多
也是我走过的路程我的想法。你呢？你会怎样走想些什么？嗯？
我说，走吧，开始你的行走，直到把那尘世，走成眼睫上的
尘埃。
中法学院

声 音 的 艺 术

责任编辑：王华贝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王华贝 《黄山烟云》

动人的 “ 冷漠 ”
——读加缪 《局外人》 有感
国际学院 2016 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宋园园

初来校园，一切尘埃落定后，空暇便多了起来，于
是又捧起书来打发时光。作为文院学生，我向来喜欢读
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史上向来不缺大师，尽管有卡夫
卡，海明威这样的家喻户晓的大文人穿插其中，但仍然

不能阻止我对加缪 《局外人》 的青睐。刚拿起这本书，
实属这本书篇幅较小，初读开始感到困惑，我不知道这
样一部“絮絮叨叨”的作品如何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重视，主人公“莫尔索”就如加缪运用的艺术手法一
样，简直荒诞到了极点。
读到半部忍不住地发出笑声……我们不理解主人
公，甚至觉得他可笑之极，但无可否认，作品却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翻开作品，看到了第一句话“今
天，妈妈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搞不清楚”，语言带
给我的震惊远远不亚于故事的本身。他运用了“妈妈”
这个充满温情的字眼，却以冷漠的口吻叙述了一件悲伤
的事情。我看到了一个极端冷漠的人，他不在母亲的葬
礼上流泪，第二天就带女朋友看喜剧、游泳，最常用的
话是“还是老样子”，“没有什么不妥”，直到他错手杀
人被判处死刑，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是一
个怎样的人？检查官指控他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没有在
母亲的葬礼上哭泣。
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违背世俗就是错了吗？对于社
会法则，为什么我们必须接受却没有权利拒绝？我开始
认同了加缪对于主人公的解释：莫尔索与社会的隔离和
不能共融，他远非麻木不仁，是对绝对和真实的激情。
文学形象是对真实的极端变现，就像谁是谁的 《家变》
中那个极端审视父亲的返利，虽然荒诞，但我们绝对不

能否定他的存在。人类生活在一个荒谬和谎言之中，我
们每天都在表演，最可悲的是我们对此都不自觉，就像
葬礼上一定要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一样，我们从来没有
考虑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也不敢不这样做。我们在荒谬
之中，或无心，或违心地生活着。相对于世界而言，我

们都是“局外人”，却没有勇气完完全全做一个“局外
人”，于是我豁然，莫尔索的冷漠不过是对荒诞、荒谬
世界的反抗，这是多么动人的“冷漠”
！
可是莫尔索的悲剧又让我看到了另一件更可悲的事
情，就是我们这些“局内人”，连像莫尔索这样的“局
外人”存在的宽容都没有。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
作家莫言在获奖发言稿 《讲故事的人》 中提到过这样一
件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
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
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
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
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
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
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
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
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对于世界来说，莫尔索这样的“局外人”是荒诞
的。那么，对于这些“局外人”来说，世界又何尝不是
荒诞的。社会的进步不在于我们每个人多么的同步，反
而应该因为它的多元化和丰富性得到赞美。借用莫言的
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
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