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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发展启新程 办学更添国际范
新使命

四维一体加快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

时间的意义，永远都是被脚踏实地的奋
斗者赋予的。川外走过72年辉煌历程，留
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迹。

学校弘扬“海纳百川，学贯中外”的校训
精神，形成了“国际导向、外语共核、多元发
展”的办学特色，开拓出一条“内涵发展，质
量为先，中外合作，分类培养”的办学路径，
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党建思政工作打造样板、擦亮品牌；人
才培养内涵提升、特色彰显；人才队伍建设
亮点纷呈、喜报频传。学科建设取得大突
破，社会服务迸发新活力，教育国际化开辟
新局面，学校整体实现了新跨越。

勇立时代潮流前端，川外肩负起时代担
当使命，加快国际化特色建设步伐。恰如学
校负责人所说：“大学作为传承先进文明的
高层次文化教育机构，作为民族优秀文化与
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肩负着
开展国际教育交流、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
展需要的国际型人才的重要责任。”

川外锚定目标，坚定前行，打开发展新
格局，开启了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新征程。

学校以“一核两翼一基地”作为整体建
设目标，着力进行“多语＋”国际化人才培养
建设，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平台搭建，提
升国际化智库建设能力，打造多语种跨文化
服务基地。

具体而言，学校以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
为1个总体目标，系统构建学校国际化特色

“1+4”模式，以“四维”作为建设抓手，即坚
持以人才培养为本，以平台搭建为基，以智
库建设为要，以服务社会为准；以“四多”作
为建设内涵，突出多语复合、多元聚合、多科
融合、多样契合；以“四通”作为建设成效，致
力于实现人才融通、平台联通、研究贯通、交
流互通。推动学校教育对外开放向“新、高、
实、深”方向发展，打造显著的教育国际化特
色，彰显一流的国际化办学水平。

以蓝图为引领、以行动为导向，四川外
国语大学正凝心聚力、踔厉奋发，大踏步地
行进在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征程上。

新担当
紧扣国家需求培养国际化人才

高校是创新基地，也是人才成长摇篮，
70多年来川外努力创新育人模式，为国家
培养了16万余名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国
际化人才。

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川外依然将人
才培养质量放在首位，瞄准高素质国际传播
人才培养。

作为中宣部“三进”工作试点全国首批
三所高校之一，学校积极推进“三进”工作，
探索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培养了英、
俄、日、德、法、西、阿拉伯语多语种国际传播
人才，得到了中宣部的高度肯定。

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学校主动将学校
发展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不仅聚焦国际传
播人才，还致力于培养非通用语人才、国际
组织人才和国际法学人才。

面对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需求，学校增设

15个非通用语种，建成了东北亚语种群、东
南亚语种群、南亚语种群等五大语种群，同
时在教学上增强学生的“五力”素养，加强学
生译写能力融合，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十
四五”期间，学校规划增设波斯语、乌尔都
语、印尼语、塞尔维亚语语种，建设第六大语
种群，为助力渝新欧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
国家的开放交流，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人才和
智力支撑。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储备已成为高校
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当务之急。川外自
2010年起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合作办学，
并于2015年正式启动“SISU-Essex3+1
国际组织人才实验班”项目，采用“3+1”本
硕连读形式，培养国家急需的复合型、复语
型、高素质、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在国际法学人才培养上，学校与西南政
法大学联合办学，开设（“法学+法语”）班，
通过联合办学，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让
学生在精通法语的同时通晓国际规则，成为
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跨学科跨领
域、善于破解实践难题的涉外法治人才生力
军。

一个可喜的消息是，今年2月，川外歌
乐书院首届学生开班，这意味该校在高素质
复合型国际化商务人才和涉外法律人才培
养上又提升了一步。

从流畅对话到国际舞台掌握谈判话语
权，从单语种学习到多语种、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这不仅仅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转变，
更是川外人才培养模式转型的智慧之变，意
味着学校在人才培养水平上迈上新台阶。

新作为
搭建智库平台服务国家战略

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和逐渐走向世界
舞台的中心，中国的国际角色也在发生深刻
变化。如何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理解我
们所身处的世界？

今年3月8日，重庆首个当代中国研究
院在川外成立。在同一天，川外在原重庆国
际战略研究院的基础上，整合校内资源，新
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面向世界重点国家
和地区开展专业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力争发
展成为“重庆第一、西南领先、全国一流”的
高校国际问题研究新型智库。

高校新型智库的“落地”“升格”，是四川
外国语大学高水平应用研究型大学建设的
新突破，也是学校服务国家战略新成效的生
动缩影。

近年来，学校突出国际化特色，形成了
国际化办学定位、发展目标、服务面向，所有
学科专业建设均以国际化作为要求，科学研
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主打外字牌，突出涉
外特色，先后成立金砖国家研究院、以色列
研究中心、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研究院、重庆
市国际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形象与舆情
监测中心等应用研究平台，发挥中外文化比
较研究中心市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作用，为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庆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学校与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渝新欧蓝皮书：渝
新欧沿线交通物流效率评价报告（2018）》
成果发布会在京举行，受到专家们高度评

价，认为本书不但完善了“渝新欧”沿线国家
交通物流业的理论体系，而且为“渝新欧”沿
线国别研究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具有显
著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升级平台搭建，深化理论研究，四川外
国语大学勇担传播智慧的使命，向建设高端
智库服务国家战略的新高度迈进。

新姿态
发出“川外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坚持抢抓机遇，服务国家战略，在发展
的过程中，四川外国语大学以生动实践为国
家和区域发展提供“川外智慧”，发出“川外
声音”。

2020年1月，学校与重庆市商务委联
合打造渝企“走出去”服务港，重庆教育国际
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审
计研究中心作为承办方，为“走出去”服务港
搭建渝运营提供支撑和动力，服务港政务公
共服务微信平台设置了包括政策发布、办事
指南、专业视点9大板块，为企业的国际化、
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持续发力。

学贯中外，以使命担当传播中国声音。
2021年，短视频《山水重庆 中国桥都》

在网络走红，在英文版视频基础上，川外师
生翻译和编配了俄语、德语、法语等7语种
的配音版本，在60多个国家进行目标区域
精准推送，形成了海外传播热潮，阅读量达
到2.13亿次，也成为重庆城市形象国际传
播的经典案例。

化身友好使者，搭建文化交流桥梁。
在川外，始终活跃着一群致力于推动中

外交流交往的热心人，川外教授陈英专注译
作，让那不勒斯四部曲等海外优秀文学作品
走进大众的视野。70多岁的赛勒玛·易卜
拉欣是川外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外籍教师，
10多年来她让许多人热爱上阿拉伯语，不
仅被学生们称为“赛妈”，还获得“全国十大
外教”荣誉。在川外就读的法国留学生罗
曼，被中国的诗词文化深深吸引，他参与拍
摄的《诗橙奉节》获得“我眼中的中国——美
丽乡村”全球短视频征集大赛特等奖，但他
更高兴的是向更多人传递了中国城乡的时
尚与活力。

办好重庆青年电影展，讲好中国故事。
8年前，川外两位青年教师发起重庆青

年电影展，至今已举办8届，规模日益扩大，
品牌影响力逐渐升级，已经成为全国青年电
影人展示与交流的重要平台，在2021年举
办的第八届影展上推出“国际传播计划”，并
增设“国际传播计划·最佳短片奖”，进一步
提升了影展以及四川外国语大学和重庆市
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带着责任前行，谱写动人新篇，学校开
展多语种志愿服务，传播中国抗疫经验，组
织57名中外籍教师，高效完成德语、法语等
18个语种的翻译任务，16个语种的200名
志愿者为在指定医院、酒店和社区进行诊
治、观察和隔离的外籍人士提供咨询或语言
服务。开设涵盖22个外语语种的外文门户
网站，极大地提高了国际传播能力，展现出
一所高校的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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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国语大学

近日，重庆国际
传播学院在 2022 悦
来城市国际传播论
坛上揭牌成立，并落
户四川外国语大学。

这一消息令川
外师生备感振奋、深
受鼓舞。据悉，川外
现有 22 个语种，51
个本科专业(包括24
个外语类专业)，外
国语言文学是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有1个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2021 年
7月，川外率先成立
国际传播学院。一
年来，新申请获批国
际新闻与传播专业，
设立国际传播硕士
培养方向、国际传播二级学科博士
点，完善了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国际
传播人才培养层次。

重庆国际传播学院的建立，既是
机遇更是挑战，未来将进一步集结整
合科研平台，发挥川外多语种优势，
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领域形
成合力，建设重要的国际传播新型智
库；开展区域传播研究，深入总结、研
究地方性国际传播经验和规律，助力
重庆城市形象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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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中外合作办学走出特色路
学校与海外合建孔子学院3所，

分别在非洲多哥洛美大学，俄罗斯下
诺夫哥罗德国立语言大学和美国俄
亥俄东部中央教育服务中心。孔子
课堂1所，在厄瓜多尔思源中国语学
校。

●教师出国访学呈现新局面
截至“十三五”末期，全校所有专

业教师有出国(境)经历的比例达到
58%，外语类专业教师有出国(境)经
历的比例达到91.5%。

●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取得新突破
过去5年来，学校年度接收留学

生最多达423人，学历生占56.1%，覆
盖本硕博3个层次。

●国际化特色办学实现新发展
2021 年 4 月，学校顺利通过“重

庆市高校国际化人文特色建设项目”
终期验收。同年9月，学校获批重庆
市国际化特色高校建设单位，学校国
际化办学进入一个新时期。

国际化办学亮点纷呈

从1950 年到2022

年，四川外国语大学

（下文简称“川外”）始

终 与 党 和 国 家 同 呼

吸、共命运，与新中国

同心同向同行，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

时 代 赋 予 的 光 荣 使

命，成为重庆乃至国

家沟通世界的一扇窗

口。

走进新时代，四

川外国语大学坚持改

革创新，积极适应教

育现代化、教育信息

化、教育国际化以及

“双一流”与新文科建

设要求，打造新时代

外国语大学内涵发展

新品牌，加快国际化

特色高校建设，在时

代坐标中坚定追求卓

越的价值取向，坚定

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谱 写 川 外 发 展 新 篇

章。

四川外国语大学大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