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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与交流

派出情况

２００７年出国（境）访问、考察、进修、
合作研究、参加国际会议等情况

时间 出国人员 事由

２００７年１月 周　明 赴英国参加国际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月 胡玉芹 赴香港比赛裁判

２００７年２月 钟丙贵 赴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

２００７年３月 袁寿其　罗新民 赴日本访问

２００７年４月 丁建宁 赴美国培训

２００７年５月 刘春忠 赴马来西亚比赛裁判

２００７年６月 钱坤喜 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

２００７年６月 吴沿友 赴荷兰访问学者

２００７年６月 谢　钢 赴俄罗斯参加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６月 朱小龙 随团赴希腊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６月 卢殿臣 赴德国访问学者

２００７年６月 柴顺根 随团赴北欧考察

２００７年６月 王海莲 赴日本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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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出国人员 事由

２００７年６月 袁寿其　梅　强
解幸幸　何有世
马汉武

赴台湾访问、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７月 刘春忠 赴泰国比赛裁判

２００７年７月 刘荣桂 赴澳大利亚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７月 宋京章　王贵成
李文清　吴明新
苏益南

赴美国访问考察

２００７年８月 曹友清 随团赴东欧考察

２００７年８月 程晓农 随团赴北欧考察

２００７年８月 顾建祖　赵国旗 赴日本参加国际会议

２００７年９月 陈国祥　姚冠新
王赛扬　吴麟麟

赴美国访问考察

２００７年９月 朱正伦　田立新
任乃飞　戴清杰

赴加拿大访问考察

２００７年９月 顾志伟 随团赴香港培训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骆　英　刘　军 赴加拿大参加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袁银男　陈卫平
马永坤　何秀华
杜建国　宁德刚

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袁寿其 随团赴美国培训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俞　力 赴日本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李长生 赴美国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许化溪　郑金旭
朱　冬　姜　平
赵银德

赴印度访问考察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杜建国 随团赴欧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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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出国人员 事由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喻　骏 随团赴欧洲考察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田立新 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梅　强 赴日本学术会议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鞠时光 赴香港参加学术会议

请进情况

２００７年聘请长期外籍专家、教师情况

姓　名 国籍 教授课程 聘请时间

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ＲＯ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ＡＬＩＭＥＹＳＡＭＩＡＮ 加拿大 英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Ｈ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英国 英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ＴＡＮＬＥＹ
ＣＬＯＳＥ

英国 英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ＭＡＥＺＯＮＯＴＡＤＡＫＡＺＵ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ＴＡＫＥＭＡＴＳＵ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Ｓ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ＮＡＮＣＹＪＯ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ＴＩＮＡＳＰＥＮＣＥＲ 新西兰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００７年６月
ＦＯＲＤＮＯＲＭＡＮ 澳大利亚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ＥＶＡＮＨＵＧＨＥＳ 加拿大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ＫＲＩＳＴＹＴＯＭＫＩＮＳＯＮ 加拿大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ＧＥＯＲＧＥＡＩＣＨＥＬＬＥ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ＬＩＯＮＥＬＬＡＭＢＥＲＴ 南非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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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国籍 教授课程 聘请时间

ＯＬＩＶＩＡＬＩＮＤＳＥＹ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ＩＴＯＳＨＵＪＩ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ＭＡＳＡＴＯＳＨＩＭＩＮＡＭＩ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ＭＩＴＳＵＯＴＡＮＡＫＡ 日本 日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ＨＡＲＲＩＳ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ＮＡＴＨＡＮＷＥＳＴＯＮ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ＬＯＩＳＥＬＬＥ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ＪＵＳＴＩＮ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ＫＥＬＬＥＮＬＡＶＩＮ 美国 英语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００８年６月

２００７年外籍专家来校短期讲学、访问情况

姓　名 国籍 内容 时间

ＭａｈｈｉｓＨｏｈｒ 德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２月
刘健康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３月
ＣｈｉＬｏｎｇＣｈｏｗ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３月
ＥｌｌｅｎＷａｐｐｌｅｒ 德国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３月
高宏华 台湾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５月
ＭａｒｋＧｒａｅｍｅ 澳大利亚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５月
周义昌等６人 台湾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５月
平松泰江等２人 日本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６月
苏萌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６月
ＺｈｅＧｒｏｒｇｅＺｈａｎｇ 加拿大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６月
和田雄二 日本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７月
ＡｍｙＺ．Ｚｅｎｇ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７月
ＪｕｌｉａＰａｎ等２人 美国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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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国籍 内容 时间

ＲｕｉｈｏｎｇＺｈａｎｇ等２人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８月
ＡｎｎＴａｔｅ等３人 英国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９月
高宏华 台湾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９月
ＣＨＡＮＧＹｕｈｓｉｎ 台湾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９月
ＮＡＳＲＩＮＲＡＳＯＵＬＺＡＤ 澳大利亚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９月
ＦｒａｎｋＷｙｒｏｗｓｋｉ 德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９月
ＨｕＰｉｎｇＨｓｕ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９月
原田·文江 日本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沈维强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ＤｏｎｇＧｒｅｙｅｒ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黄木村 加拿大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山下正广 日本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ＣｈｉｈＴｅｄＹａｎｇ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贝茨 英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Ｄａｉｓ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ｅｎ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ＫｏｔａｒｏＨｉｒａｎｏ 日本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Ｒ．ＰａｕｌＳｉｎｇｈ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Ｍｒ．Ｒｉｐ 荷兰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Ｊａｃｋ．Ｎ．Ｌｉｇｈｔｓｔｏｎｅ等３人 加拿大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谢佐齐等３人 美国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唐觅等两人 台湾 访问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倪既勤 美国 学术交流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Ｍ．ＭｏｎｉｃａＧｉｕｓｔｉ等３人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ＹａｎｇＴａｏ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刘　跃 美国 讲学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注：１．教师持因私护照外出培训情况未录入；
２．部分聘请短期外籍专家学者讲学情况未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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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与国外高校签订协议情况

签订时间 签订协议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８日 与德国康斯坦茨应用科技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４日 与美国维恩大学签订一般性合作协议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３日 与英国北安普顿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日 与美国西北理工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留学生情况

２００７年新增留学生情况

姓　名 国籍 学生类别 学习专业

ＳＯＭＫＵＷＡＲＲＡＨＵＬ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ＡＳＨＩＳＨＪＵＮＧＴＨＡＰＡ 尼泊尔 本科 临床医学

ＲＡＳＨＥＳＳＨＲＥＳＴＨＡ 尼泊尔 本科 临床医学

ＰＩＮＮＥＢＯＹＡＮＡＭＯＨＡＮＲＡＪＵ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ＥＤＡＲＡＧＲＥＥＳＨＭＡＴＥＪＡＳＷＩ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ＳＵＲＵＳＨＥＳＡＮＤＥＥＰＫＵＭＡＲＢＨＡＧＷＡＴ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ＡＫＨＡＤＥＰＡＶＡＮＳＡＤＡＳＨＩＶ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ＢＯＲＫＡＲＭＡＮＩＳＨＶＩＳＨＷＡＳ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ＧＨＵＧＥＵＤＡＹＶＩＬＡＳ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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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国籍 学生类别 学习专业

ＰＡＬＡＳＫＡＲＳＨＡＩＬＥＳＨＫＡＳＨＩＮＡＴＨ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ＪＡＷＡＮＪＡＬＡＭＯＬＭＡＮＩＫＲＡＯ 印度 本科 临床医学

ＡＬＡＧＩＲＩＳＡＭＹＫＲＩＳＨＮＡＫＵＭＡＲ 印度 研究生 骨科

ＤＥＥＰＡＢＨＬＡＣＨＡＮＤＲＡＮ 印度 研究生 内科

ＮＡＧＡＩＡＨＡＲＵＮＧＡＮＤＨＩ 印度 研究生 内科

ＳＨＩＷＡＫＵＫＥＩＫＯ 日本 进修生 汉语

ＣＩＢＥＬＩＫＩＢＲＡＨＩＭＣＡＮ 土耳其 进修生 汉语

ＧＵＰＴＡＫＡＲＴＩＫ 印度 进修生 汉语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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