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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
2035 年达 12 所
昆明教育国际化如何推进？2017 年
“昆明教育国际化高峰论坛”
日前在昆明会
堂落下帷幕。此次论坛以
“全球视野与本
土实践”
为主题，
400 余名来自美国、英国、
上海的国际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
昆明，
与昆明相关中小学校长、
副校长等共
同探讨昆明教育国际化的推进和前景。
目前昆明有世青、青苗、芳草地等 5
所国际学校，
为来昆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
提供了优质的教育服务；
昆一中、昆三中、
昆八中、昆十中、官一中等 10 所优质高中
开设了国际部，
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
重要平台；全市中小学校与 50 余所国外

为期两天的“中美诗歌诗学协会第
六届年会”近日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
区举行，国内外诗人学者们齐聚一堂，
通过主题发言、分组研讨、诗歌朗诵会
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共同
“谈诗”
。
本次年会由中美诗歌诗学协会主

组总决赛，共有 68 所省内外高校 114 支
参赛团队比拼，参与师生近 600 名，包含
云南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云南大学
滇池学院等省内院校的 19 支参赛团队。
大赛为期两天，
分为理论知识、
施工方
案编制及实操竞赛三轮。旨在通过交流切
磋、
竞技比拼，
采用理论与实操考试相结合
的方式，
为建设类院校专业学生搭建同台竞
技的平台。
本报记者 李思家

“希望学员们学以致用，切实提升自
己的国际交流能力，
为所在科研院所和云
南省教育国际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11月9日上午，
由云南省教育厅与英
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2017 年
“研究人员
国 际 沟 通 力 提 升 培 训 班（Researcher

Connect）”
第五期在昆明开班。
云南省教育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调研
员王涛介绍，
该项目自2014年落地云南以来，
已举办4期，
共有80名在昆高校高级研究人员
顺利完成培训课程，
并获得了由英国大使馆文
化教育处颁发的结业证书。 本报记者 罗南

移民

劳伦斯解读加拿大
“百万新移民计划”

11月1日，
加拿大政府公布
“百万移民
计划”
，引起众多心仪者热议，
劳伦斯就其
中受华裔欢迎的3个类别计划项目做解读。
其一，
“联邦投资移民自 2018-2020
年，每年都有 700 个名额”，那是不是被
“一刀切”
的联邦投资移民重启了？其实，
文中“Federal Business”并不是“联邦
投资移民”，准确的名称是“联邦商业移
民”。从政府公布配额看，联邦商业类别
现在包括 Start-up Visa,也就是企业家
创业类别和自雇类别。
其二，
一步拿加拿大绿卡项目-魁北克
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加拿大多家银行的
总部都设在魁北克，
魁北克是航空、金融、
教育中心，
服务业长期占加拿大 GDP70%

以上，
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需要较大。
其三，
加拿大的大西洋省有大批成功
企业家，他们多数生活在弗里德里克顿
（NB 省府）和蒙克顿（NB 最大商业、科技
教育地区）。NB 省在 2017 年 8 月重新开
放 有 300 个 名 额 ，大 西 洋 省 在 20182020 年，分别是 1000 人、2000 人、4000
人的名额。劳伦斯是受到过移民局多次
嘉奖推崇的专业公司，对政策研究精准，
助客户成功移民加拿大。
据悉，
“加拿大百万新移民”
时代魁北
克司法部委员政策精准讲解会，将于 11
月 17 日和 24 日下午两点在昆明北京路
同德-昆明广场写字楼 2106 举行，届时
欢迎参与。
本报记者 唐伟

政府非税收入研究院揭牌
的典范和标杆，填补国内政府非税收入
理论研究及学科建设的空白，有望成为
世界一流的政府非税收入理论研究、学
科建设和决策咨询服务高地。
本报记者 李思家

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乡村振兴发展研究院揭牌
“云南乡村振兴发展研究院成立
后，将实施‘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云南
行动计划’，实施包括中国乡村名品工
程、乡 村 达 人 工 程、美 丽 乡 村 创 新 工
程、乡村基层党建大数据工程；加大职
业农民培养力度，并依托现有科教资
源形成‘农科教’一体化服务体系。”6

公益

充电

在昆高校高级研究员
培训提升国际沟通力

办，云南师范大学承办。中美诗歌诗学
协会于 2008 年 1 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正式成立。作为一个非盈性的国
际性学术组织，协会一直致力于诗歌创
作和诗学研究。
本报记者 李思家

云南大学

由云南大学与省财政厅共同主办
的“政府非税收入研究高端论坛暨政府
非税收入研究院揭牌仪式”近日在云南
大学呈贡校区举行。云南大学政府非
税收入研究中心未来将成为厅校合作

原创傣族舞蹈诗
《心·悟》成功首演
《鱼》、
《经》、
《树》、
《寺》的诗意表达，追求
对神秘意境的空灵写意和对人生禅意的
勾勒，
以傣族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旖旎的热
带自然风光，
描绘了一幅幅傣族生活气息
和人文气息的美好画卷，给观众带来了别
样的视觉享受。
本报记者 李思家

新加坡等国家的30多位学者参加。
研讨会以
“大国印度洋战略及其地区
角色”
为主题，
专家学者围绕
“大国的印度
洋战略、印度洋地区安全、印度洋地区的
双边关系、印度洋地区的区域合作”4 个
议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李思家

国内外诗人学者 齐聚一堂
“谈诗”

云艺文华学院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独立打造、师
生同台演出的原创傣族舞蹈诗《心·悟》近
日参加了云南省第十四届新剧目展演，并
在云南艺术学院实验剧场举行首演仪式。
舞蹈诗《心·悟》采用独立的 9 个傣族
元素来谋篇布局，从一个小沙弥的视角，
通过对《晨》、
《水》、
《画》、
《莲》、
《雀》、

国内外学者论道
“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共同发展”

云南师范大学

揭牌

省内外高校 114 支队伍
比拼施工技术应用技能

A11

云南财经大学

第七届“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共同发
展”
国际研讨会，
日前在云南财经大学开
幕。本次研讨会，
由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
地区研究中心主办，
为期两天。研讨会除
邀请了中国在该领域的著名学者，
还邀请
了来自印度、斯里兰卡、缅甸、澳大利亚、

学校缔结了友好关系，
国际教育交流与合
作日趋频繁；来自亚洲、美洲、欧洲、大洋
洲等 3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 623 名中小学
生在昆明市就读，且每年以近 20%的速
度在增加；驻昆高校留学生人数已突破 1
万人，
昆明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昆明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昆
明市此前出台了《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
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2017—2030）》明
确 ，全 市 国 际 学 校 建 设 目 标 计 划 2020
年达到 5 所，2025 年达到 7 所，2030 年
达到 9 所，2035 年达到 12 所。
本报记者 李思家

云南农业大学

第二届全国建设类院校施工技术应用技
能大赛（昆明赛区）近日在云南农业大学落
下帷幕。此次大赛由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
办，
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和云南农业大学、
扬
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西安三好软件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
分为昆明和扬州两个赛区。
本届大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 142 所
建设类院校，
分为本科组、高职组、中职组
3 个组别。昆明赛区负责本科组和中职

论坛

昆明推进教育国际化目标明确

教育·校园传真

日，由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高原特
色农业产业研究院联合建设的云南乡
村振兴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
“我们希望通过研究院，改变思路，
帮助云南的乡村经济实现‘换道’超车，
超越更多乡村经济发达地区。”该校校
长盛军说。
本报记者 罗南

中国大学 MOOC 公益计划走进云南

慕课让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
“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公益计划暨
云南站启动仪式，
近日在临沧市临翔区圈
内乡斗阁中学举行。活动现场，
国内顶尖
的中文慕课平台中国大学 MOOC 联合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共同发布了
“一起看见
更大的世界”
公益计划，
该计划分为
“支教
资助计划”
和
“带着 MOOC 进山区”
两部

分：
一方面中国大学 MOOC 将持续投入
资金支持美丽中国支教的项目老师们进
行支教服务；
同时也将致力推进中国优质
的慕课课程进入山区，
帮助更多教育资源
匮乏地区的学生通过慕课方式学习中国
最好学校的课程，
用
“互联网+”
手法推进
教育普惠化。
本报记者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