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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开放大学袁雯团组出访法国、德国的总结报告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文简称UNESCO）、哈根远程大学的邀请，

由上海开放大学校长袁雯任团长，带领上海开放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

院长（主持工作）翁朱华和上海开放大学发展研究部李娟副研究员一

行3人于2019年11月12-17日顺利完成公务出访任务，现报告如下： 

一一一一、、、、出访背景出访背景出访背景出访背景    

本次出访有三个背景： 

一是我校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姊妹大学网络主持单位，通过连

续举办系列研修班、促进与 UNESCO 成员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终身教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领域的影响

力逐步提升。袁雯团长作为主持单位校长，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2019 年第 40 届会议中关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主

题的部长级高层会议，与各国高等教育部长及部分高校校长就旨在加

强各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进行研讨，促进全球范

围的高等教育质量、包容性和流动性等，促进会员国共同批准和实施

《承认高等教育资格全球公约》。 

二是我校不断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开展深度

合作，联合开展培训和研究项目，并设立 SOU-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

本次出访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第 40届会议期间，与 UNESCO

终身学习研究所就近期和远期的合作内容、进度安排等进一步细化落

实；同时访问 UNESCO 教席工作机构，进一步推进姊妹大学网络工作。 

三是在 2019 年 9 月召开的中德对话论坛期间，我校袁雯校长和

德国哈根远程大学阿达·博雷特（AdaPellert）校长分别代表上海开

放大学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就数字化教育合作方面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本次袁雯校长应邀赴德国哈根远程大学，落实两校在备忘录中达

成的合作意向，在进一步加深了解的基础上，就科研合作、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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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互认等方面进行商讨、制定计划、推进中德数字化教育的合作交

流。 

二二二二、、、、行程纪要行程纪要行程纪要行程纪要    

第一天（11 月 12 日），代表团从上海出发，下午抵达法国巴黎。 

第二天（11 月 13 日），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上

午拜访了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主要就学校与 UNESCO

的合作项目进行了交流；拜访了 UNESCO 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UIL）

David，主要就 SOU-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的工作进行了商谈；下午参

加了 UNESCO 召开的主题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的部

长级高层会议，袁雯校长在高等教育的包容性专题研讨会上进行了简

短交流；晚上参加了“2030 交响曲: 用创造性的艺术教育促进包容”

圆桌会。 

第三天（11 月 14 日），代表团上午拜访了教科文组织高教处教

席办公室，主要就近年来“开放与远程学习”姊妹大学网络（UNITWIN）

的工作进行了交流；下午从法国巴黎飞往德国，经杜塞尔多夫机场转

机前往哈根。 

第四天（11 月 15日），上午访问哈根远程大学，与哈根远程大

学校长 Ada Pellert、副校长 Uwe Elsholz 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学

科教授等共计 10 人进行了会谈。双方介绍了各自的办学情况，就落

实 2019 中德对话论坛的要求、进一步推进两校科研合作、学分互认

与数字化学习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下午参观了哈根远程大

学校园，重点参观了信息中心和数字课程资源部门，并听取了哈根远

程大学在网络学习工具与平台开发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第五天（11 月 16日），代表团上午离开哈根前往杜塞尔多夫机

场，经巴黎转机返回上海。 

第六天（11 月 17 日），代表团于下午抵达上海。 

三三三三、、、、出访收获出访收获出访收获出访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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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关于关于关于关于 SOUSOUSOUSOU----UILUILUILUIL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办公室的运行办公室的运行办公室的运行办公室的运行项目项目项目项目研讨研讨研讨研讨    

SOU-UIL 合作项目的主要任务包括联合实施“全球大学在推动终

身学习方面的作用”的研究项目、联合建设全球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

市建设案例电子资源库，以及联合开展能力建设培训，以提高教科文

组织成员国实施终身学习战略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能力。基于这一共

识，此次参加 UNNESCO 会议之前，代表团与 UNESCO 终身学习研究所

所长（UIL）David 就明年项目合作办公室的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

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 

一是明年将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大学协会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简称 IAU）联合

实施“全球大学在推动终身学习方面的作用”的调查研究。目前 IAU

的成员包括来自 150 个国家 600多所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双方达成

共识，将于明年 2月份召开第一次高层专家咨询会，围绕主题来讨论

确定国际调查问题、问卷调查、访谈对象及调研实施等具体事宜，力

争 2020 年底形成调研报告。 

二是关于全球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案例的电子资源库建设事

宜。双方明确了任务分工，UIL将确定设计风格、功能和框架，我校

提供技术支持，具体建设方案将于明年 4月份形成。 

三是明年 5月份将在我校校庆活动后召开国际会议，双方暂定会

议主题为“Towards th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quality educat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会议时间为 5月 21 日，争取通过 UIL 邀请教科文副

总干事参加开幕式，后续将形成详细的方案。 

双方还就 SOU-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运行中的人员配备、资金投入

等进行了讨论和明确。 

（（（（二二二二））））参加参加参加参加 UNUNUNUNESCOESCOESCOESCO““““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的部长的部长的部长的部长

级高层会议级高层会议级高层会议级高层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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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会议概况会议概况会议概况会议概况    

2019 年 11 月 13 日下午，代表团参加了 UNESCO“实现高等教育

的包容性和流动性”的部长级高层会议，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0 届大会的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国的 100多位教育部长和 UNESCO 教

席的 100多位大学领导人、学者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代表团了解到，

这种由政策制定者、大学校长、教师等齐聚一堂的会议在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历史上属首次。 

会议商讨了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该如何携手应对当今高等

教育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挑战：面对学生人数和流动性的迅速提高，

我们该怎样创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校园？各国高等教育部门如

何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并更好地促进边缘群体融入？这些问

题都将影响着《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全面覆盖”总体

目标的实现。 

会议共设计了开幕式、“高等教育的包容性”专题分论坛、“高等

教育的流动性”专题分论坛、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4)指导委

员会声明、闭幕式以及晚上的“2030 交响曲: 用创造性的艺术教育

促进包容”圆桌会等六个环节。大会有主旨演讲、访谈形式、部长研

讨、校长/学者交流等形式。 

2.2.2.2.与会代表观点选摘与会代表观点选摘与会代表观点选摘与会代表观点选摘    

在开幕式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女士指出：“在高等教育

领域，多边主义和教科文组织需要发挥关键作用。”教科文组织教育

助理总干事贾尼尼倡议：“我们需要采取行动，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

国际合作，促进知识共享、学术交流和人员流动，并建立公平、透明

和包容的全球校园，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包容的终身学习机会。” 

在主旨演讲中，哈佛大学（美国）国际教育教授、教科文组织教

育未来报告委员会成员赖默斯指出，“在诸多高等教育机构中，结构

性障碍使大学教育成为出生于社会中最具特权的群体的专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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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挑战要求在众多地区扩大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部长研讨环节，共有来自奥地利、柬埔寨、古巴、中国、捷克、

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朗、墨西哥、索马里、瑞典、南非、比利时、

希腊、意大利、马来西亚、斯洛伐克、巴勒斯坦等 45位部长参与研

讨。其中，我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分享了中国在面向人人提供学习机

会、保障福利群体、缩小地区差距、为其他国家的教育援助等方面的

举措与成效。 

在校长/学者交流环节，来自意大利、土耳其、英国开放大学的

教授，以及我校袁雯校长进行了交流。袁雯校长主要分享了开放大学

作为一所没有门槛、没有围墙的大学，在为各类人群提供学习机会以

及各类学习成果的学分互认方面的探索。 

在访谈环节，生活在挪威的叙利亚难民霍拉尼分享了她的经历：

“对我来说，教育资历护照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战争迫使我从叙利

亚逃到希腊，然后我获得了资历认证，并且能够在挪威继续学习。”

对此，挪威科研和高教部长尼博也认为，“学生流动应该成为常态，

而不是例外。让跨国学历学位互认更为方便是我们的职责。”  

会上，代表团还了解到教科文组织还推出了“教育资历护照”，

以方便具有资历的难民的流动。资历护照计划目前正在赞比亚试点。

赞比亚高等教育部长表示：“我们为试行难民教育资历护照感到自豪。

我们正在与教科文组织合作，以确保为难民学习者提供接受教育和寻

求职业发展的机会。” 

在 SDG-4（优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声明环节，委员会主席吉田和

弘指出“确立可持续发展目标已有 4年时间，尽管作了很多努力，但

这个目标还未达到，如 2020 年全球预计仍有 2.25亿儿童辍学；仅有

一半的年轻人完成中等教育；7.5亿的成年人读写能力偏低；发达国

家仅有 25%的年轻人享受了高等教育；这个比例在不发达国家仅为

1%……这些都需要国际合作、加大数字教育投入、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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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有决心动员起来，呼吁通过《公约》，承认高等教育资

历、方便学生流动、鼓励质量保障，呼吁决策者加强合作伙伴关系、

实现更多承诺。” 

3333....会议成果会议成果会议成果会议成果：：：：通过通过通过通过《《《《公约公约公约公约》》》》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代表团了解到，经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性”的部长

级高层会议的研讨，《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草案于 2019

年 11月 1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大会表决通过。《全球公约》

将成为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高等教育条约。这也将是联合

国首个全球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公约，并将成为教科文组织现有的五个

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区域公约的补充。 

《全球公约》以现有区域公约为基础，将创造一个公平、透明和

非歧视地承认高等教育相关资历的框架。《全球公约》的新颖之处在

于它为区域间的学生流动提供了便利，并确立了优化资历承认实践的

普遍原则。 

《全球公约》将向那些满足特定条件且愿意签署的国家开放。据

估计，到 2020 年，将有大约 800万学生在国外学习。那些寻求在其

本国以外的地区获得学历认证的人将是这份公约的主要受益者，无论

其目的是接受高等教育还是继续深造。《全球公约》还将为各国有关

部门间的跨境和跨区域合作提供平台，以便探索承认高等教育资历更

好的工具和做法。 

作为唯一负责高等教育的联合国机构，教科文组织将借助这份新

《公约》在改革高等教育战略和政策方面加强对各缔约国的技术支持，

促进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增强学生流动性和政府部门责任意识。

教科文组织将成为“政府间缔约国大会”的秘书处，该机构为保障和

监督《公约》执行而设立，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并将向那些愿意签

署并承担《公约》规定义务的国家（“缔约国”）提供指导（包括意见

建议、方针路线和良好做法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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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决定签署《公约》的国家，《全球公约》将是防止人才

外流的有力工具，因为这些国家将致力于建立各种机制，使那些在国

外获得的学位或学历更容易在本国得到承认。该公约还将帮助移民在

新的定居国获得高等教育，因为它规定缔约国必须设立相关机制，使

难民能更加便捷地得到教育资历承认，即使他们无法提供能够证明自

己资历的文件。 

4444....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波切利基金会波切利基金会波切利基金会的的的的弱势儿童艺术教育弱势儿童艺术教育弱势儿童艺术教育弱势儿童艺术教育    

参会期间，代表团惊讶地发现，晚上的“2030 交响曲: 用创造

性的艺术教育促进包容”圆桌会是教科文组织与安德烈·波切利基金

会共同发起的。基金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艺术家、教育家和政策制

定者们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出席了本次活动。艺术教育对于包容性和社

会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是这场圆桌会的核心议题。 

安德列·波切利基金会（ABF）是由意大利盲人男高音歌唱家安

德列·波切利创办。基金会与教科文组织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双

方决定合作开展具有赋能作用的音乐教育项目，首个项目已经在马里

进行。基于此，安德列·波切利受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呼

吁加强面向动荡地区儿童的艺术教育加强面向动荡地区儿童的艺术教育加强面向动荡地区儿童的艺术教育加强面向动荡地区儿童的艺术教育。“美可以拯救世界。”他呼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说道。随后他在教科文组织的主会议厅为来自

世界各地的代表们演唱了贝多芬的《欢乐颂》。 

与教科文组织签署的协议扩展了基金会在同一天发起的““““世界世界世界世界

之声之声之声之声””””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对生活在动荡地区的弱势儿童的社会心加强对生活在动荡地区的弱势儿童的社会心加强对生活在动荡地区的弱势儿童的社会心加强对生活在动荡地区的弱势儿童的社会心

理支持理支持理支持理支持，首先面向中东地区。通过创建一批地区合唱团和其他教育活

动，基金会寻求用音乐赋能参与者和他们的社区，增强他们的技能、

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促进合作并为他们开辟通向成功的道路。 

会上，基金会创始人安德烈·波切利大师提到：“安德烈·波切

利基金会自 2011 年以来一直不懈努力，赋能处于困境中的个人和社

区，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他补充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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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声’项目，音乐教育的积极社会心理效应将为如今生活在我

们这个时代最复杂地区的年轻人提供宝贵的机会。 

会上，基金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艺术家和教育家们接受了访谈。

代表团了解到，“世界之声”项目早在 2014 年便已经由一个多学科

团队开始进行规划，该团队设计了一种通过音乐教育实现社会包容和

个人自我展现的创新方法。2016年 1月，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通

过在30所学校中引入音乐教育创立了““““海地之声海地之声海地之声海地之声””””项目，并从 12000

名在读学生中选拔出了 60名最有才华的男孩和女孩，组成了第一支

“海地之声”合唱团。合唱团今天仍然活跃，并受邀在联合国大会

（2016年）期间登台演出，还在梵蒂冈受到了教皇方济各接见并为

教皇进行了表演（2017 年）。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基金会还致力于

在一批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引入音乐教育方面的最佳实践，这些学校是

2016年意大利中部地震后由基金会建造的（2018年于萨尔纳诺，2019

年于穆恰，2020 年于卡梅里诺）。最近，2019 年 11 月，就连位于波

切利大师的故乡拉亚蒂科（托斯卡纳）的“第零代”早教学校也采纳

了这同一种教学法。 

（（（（三三三三））））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关于中德数字化教育合作项目的推进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关于中德数字化教育合作项目的推进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关于中德数字化教育合作项目的推进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关于中德数字化教育合作项目的推进

研讨研讨研讨研讨    

2019 年 11 月 15日，代表团在德国哈根与哈根远程大学校长 Ada 

Pellert、分管继续教育的副校长 Uwe Elsholz，数理学、国际经济

学等学科教授，以及高等教育数字化、多样化与终身学习研究联合组、

学历继续教育事务部、国际事务部等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共计 10 人进

行了会谈。 

首先，会晤双方各自介绍了各自学校的情况。听取了校长 Ada 

Pellert 的介绍之后，代表团了解到，哈根远程大学成立于 1974 年，

是德国唯一一所远程大学，也是德国唯一一所能够为在职人员提供整

套学历教育项目（包括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大学。目前，该校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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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规模最大，拥有 7.6万名学生，其中有 8%分布在国外（以德

语国家为主）。从各个学院的学生分布来看，工商管理与经济学院的

学生占比最大，占 32%；其次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占 20%，还有心

理学学院占 19%、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学院占 16%、法学院占 13%。这

些学生大多是在岗人员（占 85%），还有拥有职业证书但没有德国高

等教育准入资格的人员、延长产假的女性、运动员、残疾人和慢性病

患者等。学校共有 1817名教职员，其中 1218 名为全职，包括有 87

名教授、475名教学教务人员、316名辅导教师、215名学生学术助

理、722名管理和技术人员。学校在德国共有 13 个区域学习中心，

主要提供面对面教学、学习小组指导、基于视频的远程考试以及学生

自组织的学习小组。学校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方式，

线上的虚拟学习环境主要提供结构清晰的学习材料，线上和线下同时

提供有课堂讲授、小组学习辅导、考试服务等服务。为彰显个性化、

灵活、移动的学习特点，学校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优势提供有实时与

非实时的学习支持服务。哈根远程大学还注重特色科研，主要集中在

三个方向：多样性、数字化和终身学习研究；能源、环境与可持续性

研究；数字文化研究等。 

袁雯校长介绍了上海开放大学的发展概况以及学校主持的

UNITWINS 的项目、学分银行建设情况等，同时就中德开放学习平台

合作项目的设想进行了分享。德方一致认为我校对合作的思考很全面、

合作方案很详尽。随后的讨论逐步围绕这个平台而展开。这个平台是

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意愿的合作，也是落实 2019 中德对话论坛提

出的要求。德方表示希望明年下半年中德对话论坛将在德国斯图加特

召开时，可以落实合作项目的阶段性内容。 

双方达成共识包括：合作目标即建立一个提供学位课程的双语联

合平台；面向人群即两所大学的学历生、侨居对方的人、进驻双方市

场的企业以及两国更广范围的年轻人等四类人群；平台的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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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行分别由各自负责，同时各自提供本国学习者的学习支持服务；

双方除了平台项目的合作，还可以加强合作研究。 

基于此共识，双方深入细致地商讨明确了下一步要推进的工作：

一是需要成立上海开放大学和德国哈根远程大学工作小组，共同完成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德方明确由校长 Ada Pellert牵头、分管继

续教育的副校长 Uwe Elsholz为主承担这一项目，并拟于 2019 年底

或 2020 年初将提交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BMBF），争取政府支持；二

是双方分别开展问卷调查，对两校/两国学习者关于中德两国相关学

习的需求和兴趣进行分析；三是两校分别设计满足中德两国学习者的

学习模块，包括面向所有学习者和公司的模块；四是加强双方在教育

技术应用方面的合作研究，需要给出双方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五是

德方代表团将于明年 5月份访问上海，参加上海开放大学 60周年校

庆，同时正式成立中德终身学习或数字化合作中心（名称待定），用

于推进合作项目及相关活动的开展；六是鼓励两校学术人员加强对话

和合作研究，可互换两校的资助计划及选派合适的研究人员参加。 

下午，代表团参观了哈根远程大学的校园，重点参观了数字资源

制作中心，了解了数字学习资源建设的环境、流程以及标准等。随后，

媒体与信息技术中心的 Tanja Adamus博士专门就哈根远程大学的混

合式学习做了专题报告。代表团了解到，该中心主要为学生管理、后

勤、学生服务、图书馆、教师与考试提供支持，其中重点为学生自主

学习、答疑、互动、测试与考试等提供技术支持。她向代表团一一介

绍了哈根远程大学的虚拟校园的平台架构、基于 MOODLE 的学习系统、

电子档案等评价系统、视频远程考试系统、直播课堂、学习小组 APP

等平台与工具。她也提到“远程教育中的学生是一个个‘孤岛’，他

们的学习行为就像一个‘黑箱’，我们无从知道，而且我们还面临其

他学校无可比拟的学生的多样性挑战。”代表团对这一观点非常认同，

并与媒体与信息技术中心的人员讨论了如何通过技术进一步应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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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的策略，以及基于 MOODLE 的学习平台功能完善等问题。 

四四四四、、、、参会体会与参会体会与参会体会与参会体会与后续工作后续工作后续工作后续工作    

本次出访任务主要是应邀参加 UNESCO 会议和与 UIL、德国哈根

远程大学商讨合作事宜。尽管时间较短、日程紧凑，但是任务明确、

颇有收获。 

（（（（一一一一））））参会参会参会参会体会体会体会体会    

代表团全程参加了近 6个小时的“实现高等教育的包容性和流动

性”的部长高层会议，切实感受到了 UNESCO 会议的规模之大、规格

之高，因为与会者大多数为世界各国的部长与校长；会议的信息量之

大、参与率之高，共 45位部长/校长分享了各国关于高等教育的包容

性与流动性的观点和行动，观点有共识、国情有差异、举措有特色。 

参会期间，代表团更加更加更加更加清晰地了解到清晰地了解到清晰地了解到清晰地了解到当前各国教育不公平现象，

如在高等教育领域，发达国家仅有 25%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而

这个比例在不发达国家仅为 1%；更加充分地更加充分地更加充分地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认识到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 4 的意义，即“到 2030 年确保所有男女学童完成免费的初等

及中等教育，并提供平等、廉价的职业培训，消除教育的性别差距和

贫富差距，实现人人有机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以及中国在促进全

球高等教育包容性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更加深刻地更加深刻地更加深刻地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体会到体会到体会到开放大学肩

负“让人人享有优质教育”的使命和重任，需要以开放、全纳、优质、

终身的理念，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为消除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

平、实现教育包容方面作出更多努力。 

代表团也进一步认识到《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对于

促进学生的跨国流动的重要意义。开放大学也需要在跨区域、跨国的

学分互认方面积极探索，为适应学生的流动性提供更多支持。 

同时，在“2030 交响曲: 用创造性的艺术教育促进包容”圆桌

会现场，代表团切身感受了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的团队用艺术教育

帮扶弱势儿童的人文情怀与实际行动，倍感振奋，也深受鼓舞。这种



12 

 

由名人名家发起、充分发挥特长、吸引社会各方、共同促进教育开放

与包容的做法值得借鉴。 

（（（（二二二二））））合作项目的合作项目的合作项目的合作项目的后续工作后续工作后续工作后续工作    

1.1.1.1.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 SOUSOUSOUSOU----UILUILUIL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的项目合作办公室的项目合作办公室的项目合作办公室的项目项目项目项目运行运行运行运行    

通过出访期间与 UNESCO 终身学习研究所的深度交流，SOU-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运行所需的人员配备和资金投入等问题进一步明确，

下一步双方都要加紧落实。明年 SOU-UIL 项目合作办公室的三个项目

需要有序启动，我校需要落实的具体内容包括：（1）确定持续参与“全

球大学在推动终身学习方面的作用”的调查研究的人选，以及参加 2

月份第一次高层专家咨询会相关筹备工作；（2）与 UIL配合编制全球

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案例的电子资源库建设方案，重点细化技术支

持方案；（3）通过 UIL 邀请教科文副总干事参加明年 5月份国际会议

的开幕式，尽早启动形成详细的会议方案。 

2.2.2.2.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加快推进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的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的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的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的合作项目合作项目合作项目合作项目    

通过与德国哈根远程大学深入细致的会谈，中德双方在开放学习

平台建设与教育技术研究项目的合作意向更加明确。会晤后不久，代

表团就收到了德方详细的会谈纪要，进而对后续工作有了更为细致的

计划，我校需要加快推进的具体工作包括：（1）确定全程参与中德开

放学习平台项目的管理人员，负责项目过程管理；确定相关研究人员

与德方一起研制可行性方案；（2）开展目标群体分析与学习需求调研，

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对我校学历生、侨居中国的德国人、进驻中方市

场的德国企业以及更广范围的年轻人等人群进行调研，了解关于德方

课程内容的需求；（3）就我方承担的学习平台功能进行设计，并根据

德方所需要的法律、历史、文化、经济、商务等方面提供我校的课程

清单；（4）梳理形成我校在终身学习和数字化领域的研究项目列表，

并提出与德方开展合作研究的意向；（5）邀请德方代表团于明年 5月

访问我校，并做好成立合作中心的筹备工作；（6）提供我校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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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并选派我校研究人员赴哈根远程大学开展相关访学与合作研究。 

 

 

上海开放大学袁雯（团长）、翁朱华、李娟 

2019.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