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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中国声音 品味中国文化

你想揭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中国的面纱吗？

你想认识世界上最热情而友好的中国人吗？

你想知道奇妙的汉语和汉字背后的故事吗？

你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吗？

你想到经济发展、生活便捷的中国来留学吗？

请加入“聆听中国声音 品味中国文化”⸺江西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课程吧！

三、项目日程
日期 北京时间 伦敦时间 课程

3 月 1 日，星期一 16:00-17:00 8:00-9:00 开营仪式：聆听中国声音 品味中国文化

3 月 1 日，星期一
⸺

3 月 15 日，星期一
17:00-18:00 9:00-10:00 第一讲到第十五讲 实时授课 + 线上活动

3 月 16 日，星期二 16:00-17:00 8:00-9:00 闭营典礼：期待你来中国

一、项目意义
江西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文化交流项目，旨在增进国外青少年对中国语言文

化的了解，加强中外语言教育的交流，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多的
国家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国情，听懂中国声音，读懂中国故事。

二、项目概况
江西财经大学“汉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面向海外有汉语普通话学习需求和

中国文化了解需求的青少年 , 拟招收学员 100 人。
    本课程学习周期为 16 天（含开营仪式和闭营典礼），15 个主讲内容，按主题

分语言文字、留学生活、文化特色（一、二）、当代中国 5 个版块。
课程采用“视频课程”和“实时授课 + 线上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每个视频

课程约 30 分钟，由授课老师就某一具体内容讲授相关知识；每个实时课程 30-60 分钟，
由授课老师在线上与学员面对面就本讲内容加以视野拓展、答疑互动和趣味活动等。

完成视频课程、实时课程等学习任务，你将获得由江西财经大学颁发的课程证书；
如果成绩优秀，你将获得优秀营员证书。

我 们 使 用 的 网 络 平 台 是“汉 语 桥”（网 址：HTTP://BRIDGE.CHINESE.CN/ON-
LINE/CAMP/CAMP/1181/ACCOUNTS/BLINDING/10104），请大家在 2 月 20 日前注
册 登 录。如 果 有 需 要，你 可 以 联 系 余 义 兵 老 师 /JAMES。邮 箱：
YUYIBING1980156@163.COM；微信：YYB544399375

四、课程要求
1. 请提前观看视频课程，按时参加实时课程。
2. 请上课认真听讲，及时上交作业。
3. 如有特殊事情请提前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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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简介和师资队伍
COURSE INTRODUCTION AND TEACHING STAFF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
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也将认识到因为
汉语是一种有声调语言、汉字是一种方
块文字，从而汉语诗歌非常讲究形式上
的工整对偶、语言上的简洁凝练、节奏上
的抑扬顿挫。此外，你还可以通过学习

《静夜思》体会诗人是如何表达思乡情感
的。

本讲教师：余义兵，语言学博士，江西财
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汉
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十多篇学术
论文。具有近二十年教学经验，担任留学
生综合课教学。

第三讲   优美动听的诗歌
（3月3日，星期三）

本讲内容：本讲通过视频以第一人称视
角展示两个留学生在江西财经大学典型
的一天的学习和生活，包括宿舍环境、课
堂学习、营养美食、学术研讨、校园文化、
体育锻炼、网购快递、休闲娱乐等多个方
面，同时可以通过在线互动和问答来深
入了解留学生心理状态和文化认同等。

本讲教师：王琦，文学硕士，讲师，目前
主要负责来华留学生招生与管理工作，
并担任部分留学生英文课程教学任务，
主要从事公共外交实践与理论研究、教
学法研究和留学生招生与管理研究等，
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具有近十年的留
学生教学与管理经验。

第四讲   留学之旅，我的一天
（3月4日，星期四）

⸺“汉语桥”线上文化交流项目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
世界范围内汉语语言的使用现状，也将
认识到汉语语言与英语等语言不同的性
质特点以及汉语与中国人、中国文化的
关系。此外，你还可以在学习中掌握一些
简单的汉语日常生活用语和句子。

本讲教师：余义兵，语言学博士，江西财
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汉
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十多篇学术
论文。具有近二十年教学经验，担任留学
生综合课教学。

第一讲   不普通的普通话
（3月1日，星期一）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
中国汉字的起源和演变历史，懂得汉字
的造字方法和现行汉字的特点，同时破
除汉字难学的观念，认知和掌握 50 个
左右的汉字。

本讲教师：曾献飞，语言学博士，江西财
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主要从
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获得江西财经大
学 教 学 十 佳、金 牌 主 讲 教 师 称 号。
2010-2015 年经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
流中心外派，曾经在南非大学、约旦大学
等国外大学从事汉语的教学与研究。

第二讲   方方正正的汉字
（3月2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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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
中华传统节日的特色饮食与饮食文化，
大致了解饮食文化与交际文化之间的关
系，并且能够在日常交际中理解和灵活
运用与饮食文化相关的词汇、语法以及
语言表达方式。

本讲教师：熊周梦为，语言学博士，江西
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
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担任留学生口语
课等课程教学。

第七讲   独特奇妙的美食
（3月7日，星期日）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到
中国茶文化和茶艺的基础知识，还将对中
国茶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同
时也将了解中国茶树的分类和茶产区等
知识。此外，还能学习有关茶道养生和茶
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知识。

本讲教师：艾晓玉，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
城市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国家高
级茶艺师，江西财经大学金牌主讲教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与旅游管理。主讲课
程有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中国茶文化和
茶艺、中国茶文化与茶艺（英）、旅游汉语

（留学生）、汉语 HSK 六级（留学生）、汉语
中级听力（留学生）等。

第八讲   修身养性的茶道
（3月8日，星期一）

本讲内容：通过观看本讲，你将欣赏到
江西财经大学的校园校貌，也将欣赏到
中国江西省境内一些著名的人文景观、
自然风貌和文化景点，例如滕王阁、井冈
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明月山等。

本讲教师：邹勇文，博士，教授，硕士生
导师，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
理学院院长，社会兼职有江西省旅游社
会学研究会会长、江西省现代中国研究
会副会长、江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西
旅游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研究方向为
三农问题与制度设置、旅游业管理等，已
经发表专著 8 部。荣获江西财经大学 

“十大杰出青年”、江西财经大学师德标
兵等称号，获得江西省社科成果三等奖。

第五讲   美丽江财，魅力江西
（3月5日，星期五）

本讲内容：通过本章节的学习，你能了解
到中国传统戏曲的主要类别、历史沿革、
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等，了解中华艺术瑰
宝京剧的人物角色、唱腔表演、服饰道具、
舞台背景，从而提升你对京剧音律之美、
角色之美、服饰之美、妆容之美的欣赏水
平。 

本讲教师：肖珑，英语语言学博士，教授，
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澳
大利亚南澳大学、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访
问学者。获得江西省中青年骨干教师、江
西财经大学师首批师风师德标兵、教学十
佳等称号，兼任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审
专家、教育部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来华留学
质量认证专家。

第六讲   梦幻脸谱，迷人京剧
（3月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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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线上文化交流项目

本讲内容：中国武术又称为“国术”，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还蕴含了中
国的古典哲学、美学、养生学等中国传统
文化的各种成分和元素。通过本课堂学
习，不仅能对中国武术有个大概了解，同
时还能学会几招养生气功和防身技巧。

本讲教师：钟冬根，硕士，副教授，江西
财 经 大 学 体 育 学 院 教 师，武 术 六 段，
1991 年开始习武，原河南省、北京体育
大学散打队、国家散打队队员。主要从事
本科生的武术散打、太极拳教学以及留
学生的“中国武术”教学，兼任江西武术
散打比赛副总裁判长等。

第十一讲   强身健体武术魂
（3月11日，星期四）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在了
解中国结漫长的历史渊源、独具特色的
特点、丰富美好的寓意以及广泛的应用
等基础上，学会赏析中国结作品。此外，
你不但可以学会与中国结相关的常用词
语，还能亲身体验中国结的编织。

本讲教师：裴足华，语言学博士，江西财
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讲跨文化交际、
写作与沟通、留学生汉语课等，主要研究
方向有现代汉语语法、方言语法、汉语国
际教育。

第十二讲   吉祥如意中国结
（3月12日，星期五）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将了解
到中西方瓷器的区别和联系、中国瓷器
的发展历史、制作过程，以及对一些特殊
瓷器作品（如青花釉里红、秘色瓷）进行
赏析。此外，你还可以了解世界瓷器之
都⸺景德镇独特的“景漂”文化，感受
当地的艺术氛围。

本讲教师：吴杨，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
理学专业本科，发展心理学硕士，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教育与传播专业博
士，现任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主
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发
展。

第九讲   活色生香的瓷艺
（3月9日，星期二）

本讲内容：本课程聚焦“天下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的制胜思想，深入剖析孙子

制胜韬略的实质与当代价值，并结合多
个商战案例系统讲述孙子知胜、道胜、谋
胜、交胜、势胜、奇胜、力胜等七大制胜手
段在现代商业竞争中的创新运用，启迪
您求胜防败，超越竞争，和谐共赢��

本讲教师：刘爱军，博士，教授，江西财
经大学中国管理思想研究院执行院长，
EMBA 主讲教师，专攻孙子兵法、人力资
源管理、领导力开发，曾获全国首届微课
大赛二等奖、江西财经大学优秀教学成
果一等奖，荣获江西财经大学师德先进
个人、教学十佳、金牌教师、师德标兵等
荣誉。

第十讲   书剑飘逸话兵圣
（3月1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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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能了解到四十多年来中
国农村在物质生活水平、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设施、
生态环境和文化产业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发展变化，并认识到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农村的深刻影
响。

本讲教师：蒋国河，法学（社会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
师，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访问学者（2013-2014），并受聘为美国亚利桑那州
立大学全球应用健康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发表学术论
文近 30 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20 多
项，获得民政部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9 项。

第十五讲   中国农村，中国变化
（3月15日，星期一）

五、学校简介

江西财经大学创办于 1923 年，坐落于江西省省会城市南昌，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
西省人民政府共建，以经济、管理类学科为主，法、工、文、理、艺术等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财
经学府。学校设有 16 个本科教学学院，拥有 17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6 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10 个省级特色专业、11 个省级一流专业。

学校现有蛟桥园、麦庐园、枫林园、青山园四个校区。占地面积共 2200 余亩，建筑面积
100 余万平方米，馆藏各类图书 862 万册。校园幽香雅静，错落有致，层重叠翠，湖光潋滟，
是全国绿化 300 佳单位之一。

学校坚持开放办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美国纽约理工大学、加拿
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法国南特高等商学院、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芬兰
奥卢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学院等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 所高校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与交流关系。2016 年 5 月学校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合作建设的孔子学院正式
揭牌运行。

学校秉承“信敏廉毅”的校训和“敬业乐群、臻于至善”的大学精神，形成了培养具有“信
敏廉毅”素质的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办学特色。学校正努力朝着“基础厚实、特色鲜明、人民满
意、国际知名的高水平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实现“百年名校”江财梦迈进。

更多信息请登录官网 http://english.jxufe.edu.cn/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可以认
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因和主要内容，
也可以了解到中国改革开放 40 余年取
得的巨大成就，以及现阶段中国经济发
展的特点、内涵和挑战。

本讲教师：王小平，教授，西方经济学专
业博士生导师，江西财经大学原副校长，
现任江西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制度与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英国剑桥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荣
获国家教育部、人事部授予的“全国优秀
留学归国人员”(1997), 国务院有突出贡
献专家并获政府特殊津贴 (2000)；江
西省高校首届“教学名师奖”(2003)，江
西省 555 赣鄱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荣
誉称号。

第十三讲   中国经济，中国速度
（3月13日，星期六）

本讲内容：通过本讲的学习，你可以初
步了解南昌市的自然地理资源和人文旅
游资源，了解南昌市旅游资源的基本特
征和时空分布及其形成的原因，掌握本
市最具特色的优势旅游资源，体验主要
旅游区、旅游景点及其旅游价值。

本讲教师：肖锟，日本北海道大学文学
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
院讲师，硕士生导师（MTA）。主要研究方
向为人文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主持完成
4 项国际科研项目，科研经费逾 100 万
日元，参与编著日本书籍《津南学》。目前
已在日本，美国，中国等国内外学术期刊
发表研究论文 10 余篇，其中日本权威
期刊 3 篇。

第十四讲   中国城市，中国南昌
（3月1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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