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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 事 记 
 

 
1 月 

5 日  马场道校区开展寒假前联合大检

查工作。副校长霍志杰带队深入食堂进行食

品安全检查。保卫处、学生处、后勤处、后

勤集团、医务室及相关院系组成检查组，分

三路对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检查。 

6 日  市“平安高校”建设评估组对学

校“平安高校”建设及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校党委书记李虹会见

评估组专家，副校长霍志杰做“平安高校”

建设情况工作汇报。 

7 日  学校召开和谐校园建设工作总结

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对 2010 年和谐校园

建设工作进行总结。校党委书记李虹做重要

讲话。 

同日  市档案专家组对学校档案工作进

行检查评估。校办公室主任刘振丽做档案工

作自查评估报告，副校长霍志杰会见评估专

家组一行。 

7～8 日  学校召开研究生教育工作会

议。校党委书记李虹致开幕词，市教委规划

处处长秦贤宝代表市教委致辞，校长修刚做

题为《谋发展、求突破、上水平，开创我校

研究生教育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8 日  学校涉外志愿服务项目荣获“天

津市 2010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优秀品牌项目”

荣誉称号。 

10 日  学校召开年末福利、房补、医保

报销相关事宜信息发布会。校长修刚讲话并

提出明确要求，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会议。 

同日  在天津市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学校被授予“天津市

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称号，张瑶、袁健等五位师生被授予“天津

市参与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 

12 日  学校召开申报 2011 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动员会，副校长李丽君、王

铭玉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14日  学校举行 2011 年新春酒会。校领

导与全体中层干部、教代会、学科带头人、

青年教师、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少数民族、

离退休老同志、校友代表参加。校长修刚作

重要讲话，校党委书记李虹主持会议并致辞。 

同日  学校召开关工委工作座谈会，校

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出席，并简要介绍学校

2010 年工作和 2011 年发展思路以及“十二

五”规划制定情况。 

20日  市纪委驻工委、教委纪检组组长、

工委委员刘十州书记率安全检查组一行三人

对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进行专项检查。校党委

书记李虹会见检查组一行，副校长霍志杰、

纪检委书记刘翠娥参加会见。 

20～26日  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率学校

教育管理培训班成员一行 6 人赴美国部分高

校进行教育管理培训和交流访问。 

26日  在团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体（扩大）

会上，校团委获 2010 年度天津青年志愿服务

工作突出贡献奖。 

1 月  2010 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成绩揭晓，教师李胜朋指导，郭艳楠、王子

麟、彭黄莉三名学生参加的代表队获全国二

等奖。另一参赛代表队获得天津市二等奖。 

1月  学校 2010 年十大新闻事件和十佳

新闻人物评选揭晓。 

1月  学校荣获“天津市 2010 年度市级

卫生红旗单位”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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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民进外大支部获 2010 年度民进天

津市优秀支部称号，支部主任高嘉勇教授荣

获先进个人称号。 

1 月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通报》专题

报道学校干部队伍建设新举措。 

1月  学校荣获 10 项天津市政府颁发的

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组织工作奖

和先进个人奖。 

2 月 

3 日  校长修刚参加学校外国师生春节

团拜活动。 

16 日  学校举办 2011年新春团拜会。 

同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中层干部工作

会。副校长陈法春对学校“十二五”规划征

求意见情况进行说明；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

主持会议并部署全年工作；校党委书记李虹

做题为《明确目标，狠抓落实，实现学校“十

二五”良好开局》的重要讲话。 

21日  校长修刚与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

学商学院 Christos Koulamas 副院长就成立

中国-拉美国际贸易研究所的必要性及研究

所的主要功能签署合作理解备忘录。 

22 日  校党委书记李虹、副校长李丽君

赴滨海校区进行调研，并走访慰问国际商学

院、汉文化传播学院、涉外法政学院师生。 

同日  校长修刚与同志社大学日本文化

教育中心主任山内信幸就学生互换留学、教

师互派、学术交流等内容正式签署交流协议。 

23日  学校举行左健同志赴新疆挂职工

作欢送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出席并讲话。 

24 日  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天津外

国语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 

同日  法国图卢兹孔子学院圣·约瑟夫

（Saint Joseph）学校孔子课堂揭牌。 

25 日  校长修刚与韩国建国大学国际交

流处处长鲜于暎就开设“2+2”学位互授课程、

共同组织开展韩国语演讲大赛及开设留学预

科班签署协议。 

3 月 

1 日  副校长王铭玉深入滨海校区进行

走访调研。 

2 日  学校召开第三届四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代表们在听取校长修刚对《天津外国

语大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

突出亮点以及规划编制工作说明的基础上，

一致表决通过《天津外国语大学“十二五”

发展规划》。 

4～5 日  学校召开“贯彻全市 2011 年

教育工作部署，启动“十二五”规划动员大

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做“十二五”规划

编制情况说明；校党委书记李虹做题为《以

贯彻“十二五”规划为契机，转变教育发展

方式，实现事业科学发展》的动员报告；市

教委副主任孙志良讲话；校长修刚做题为“强

特色、求突破、上水平，努力开创学校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的总结讲话。 

7 日  学校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座谈会。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修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会

议。 

11日  学校召开基层学院特色学生工作

经验交流会。校党委副书记王志平出席会议

并讲话。 

14 日  学校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工

委、管委会举行座谈会。副校长李丽君介绍

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和滨海校区建设情

况；校长修刚对大港各界表示感谢；校党委

书记李虹做重要讲话。 

15日  学校召开新增一级学科研究生培

养工作推进会。副校长王铭玉出席并讲话。 

17 日  学校召开 2011 年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会议。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代表学校党委

和纪委做题为《深入推进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为“十二五”良好开局提供保障》的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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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校党委书记李虹结合学校实际做重要讲

话，党委副书记王志平主持会议。 

22日  校领导视察新留学生公寓建设情

况，并与承建单位天一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进行座谈。 

同日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机基础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莅临学校调研。副校

长陈法春出席调研会，并介绍学校计算机课

程教学的有关情况。天津市教委高教处处长

张卫国到会致辞。 

同日  学校召开第七届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外国语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章程》和《关于设立校学

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决定》；选举产生第七届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审

核通过 2011 届硕士毕业生和外国留学生的

学位授予资格。校长修刚主持会议并做重要

讲话。 

24日  副校长王铭玉率天津国际发展研

究院及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赴天津市商务委

员会、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就产学研

结合、天津国际发展研究等主题进行调研访

问。 

24～27日  日语学院学生毕家玮、英语

学院学生谢然然获北京大学国际模拟联合国

大会最高奖项——最佳代表团奖。 

26日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教

育学院院长 Diana Wu一行访问学校，校长修

刚会见客人。 

同日  副校长陈法春、霍志杰带领学校

相关部门及部分学院师生赴静海县大邱庄镇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27日  第六届中日友好之声日语汉语演

讲全国冠军总决赛在学校举行。来自清华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

开大学等全国 19 所高校的 20 名选手参加比

赛。学校日语学院学生杨乐颖获全国总冠军

特等奖，王雨奇获三等奖。 

28 日  西班牙中国商会秘书长 Gabriel 

Moyano一行来访学校，副校长李丽君、王铭

玉会见客人。 

29日  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旅游和酒

店管理学院院长 Carl Winston 一行访问学

校，副校长陈法春会见客人。 

3 月  在天津市总工会评选表彰“工人

先锋号”先进集体活动中，继续教育学院获

2010年天津市“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称号，

日语学院和附校高三年级组获天津市教育系

统“工人先锋号”先进集体称号。 

3 月   校计生办获天津市河西区

“2009-2010 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先进

单位”、河西区“2006-2010年度婚育新风进

万家活动先进集体”、“河西区婚育文明星级

单位”三项荣誉称号。校办公室潘丽娜被评

为“2009-2010 年度河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先进工作者”、“2006-2010 年度天津市

河西区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个人”。 

3 月   西语学院副院长李迎迎获

2009-2010年度市级“三八”红旗手称号。 

3 月  学校获“天津市机关档案工作评

估一级单位”荣誉称号。 

3 月  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

利军在学校“贯彻全市教育工作部署，科学

谋划学校未来发展”的信息专报上作出重要

批示：“希望外国语大学以更名为契机，从‘十

二五’起步之年开始，以内涵式发展为核心，

全面提升水平，跻身一流行列”。 

3 月  学校召开工会工作会议。纪检委

书记、工会主席刘翠娥主持会议，并通报学

校基层工会主席、副主席人员调整情况。 

3 月  学校获批 7 项天津市教委科研项

目立项，资助经费 5.6万元。 

3 月  副校长王铭玉主编的《当代中国

俄语名家学术文库》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图书提名奖”。 

3 月  英语学院学生、北京奥运会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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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歌分获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世锦赛选拔赛

100米和 200米蝶泳冠军。 

4 月 

8日  学校举行 2011届硕士研究生毕业

生典礼。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王铭玉宣读学

位授予决定，校学位委员会主席修刚做重要

讲话。 

同日  学校召开第三届教学指导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外国语大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三届教

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以及分委员会主

任。校长修刚主持会议并讲话。 

同日  学校召开第七届学术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外国语大学学

术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七届校学术委员

会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校长修刚主持会

议并讲话。 

同日  学校举办首期“辅导员高级研修

班”开班仪式暨首场讲座。校党委书记李虹

出席会议并作首场讲座，副校长陈法春主持

会议。 

9～10 日  学校召开首届全国语言研究

与外语教学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院

校的 300 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校党委书

记李虹致开幕词，校长修刚做总结讲话。 

12日  副校长陈法春率学校首期辅导员

高级研修班学员一行 14 人赴北京外国语大

学进行学访交流。 

同日  学校召开 2011 年计划生育工作

会议。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会议并讲话。 

12～13日  法国波城大学企业管理学院

教学院长 Camille Chamard 一行访问学校，

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15 日  学校召开学科、科研成果表彰暨

新一届学术、学位评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成

立大会。校党委书记李虹宣读以上委员会成

立决定，副校长王铭玉宣读学校对第 11次硕

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申报集体和市第 12 届

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获奖人员表彰决

定，校长修刚向新一届学术、学位评定和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并作重要讲话。 

同日  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环境·社

会贡献部武井部长一行访问学校，修刚校长

会见客人，副校长陈法春陪同会见。 

同日  市教委专家组对学校会计学本科

专业进行中期检查。副校长陈法春、李丽君

出席会议并讲话。 

16～20 日  西班牙比尔吉利大学 Joan 

Maria Thomas教授应邀访问学校。校长修刚

会见客人。 

18日  学校召开《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

校区校园提升工程启动仪式》。副校长李丽君

出席会议并讲话。 

19 日  学校举办 2011 届毕业生春季就

业洽谈会经管类专场。校党委书记李虹亲临

现场指导。 

20日  日本千叶商科大学大学院院长武

见浩充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21 日  学校成功举办 2011 届毕业生春

季就业洽谈会（西语专场）。 

22日  学校召开校务公开检查评估工作

部署会。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会议并讲话。 

25日  天津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检查专家组检查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

作，并对学校近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

作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校党委书

记李虹、副校长陈法春、李丽君陪同参加评

估检查工作会。 

26～5 月 1 日  法国图卢兹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及孔子课堂所在学校——圣·约瑟夫

（Saint Joseph）学校校长福海一行对本校

进行访问，并与本校附属中学——41中签署

框架合作协议。校长修刚会见并宴请客人。 

27日  学校承办的第四所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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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揭

牌仪式在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礼堂举

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赵

国成、伏尔加格勒州第一副州长秋里科夫、

本校校长修刚、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校

长谢尔盖耶夫出席揭牌仪式并共同为孔子学

院揭牌。 

28日  在天津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

节暨表彰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大会上，日语

学院院长李运博获“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誉

称号。 

4 月  《天津市委教育工委通报》专题

报道学校国际化办学特色。 

4 月  学校获“2010 年度院校外事工作

先进单位”、“2010年度院校涉外住宿系统优

秀单位”两个集体奖项，王双燕获“2010年

度院校外事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4 月  校办公室管理干部张占奇被天津

市总工会授予“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称号。 

4 月  学校获批七项天津市委教育工委

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 

4月  学校保卫处荣获 2010年度市属文

保系统安全保卫工作集体三等功。 

4月  国际商学院“格桑花教育救助会”

荣获全国先进集体奖，国际商学院团委获全

国优秀组织奖。 

4月  学校获批 5项 2011年度天津市教

委重点调研课题。 

4 月  后勤集团总经理沙耀营荣获“天

津市 2007 至 2010 年度绿化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5 月 

3 日  学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传达

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津考察期间对进一步做

好天津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会议由校党委

书记李虹主持。 

4 日  学校召开本科教学质量督导委员

会总结大会。校长修刚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日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美国佛罗里

达州立大学教授 Robert Olen Butler访问学

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副校长陈法春陪同

会见。 

6日  学校召开 2011年优秀辅导员评选

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9日  学校举行 2010—2011年度五四表

彰大会。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李丽君

出席会议并讲话。 

10～17日  学校举行首届教职工羽毛球

团体赛。机关行政一、二联合队获第一名，

亚非语学院、教科研联合队获第二名，英语

学院、国际交流学院代表队分获第三、四名，

纪检委书记、工会主席刘翠娥为获奖团队颁

发奖杯。 

11日  学校召开新一届本科教学质量督

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

向新一届督导委员会委员颁发聘书并讲话。 

12日  学校召开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

究大会倒计时 100 天动员会。副校长李丽君

和纪检委书记刘翠娥共同展示大会会徽；副

校长霍志杰为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全体与会

校领导共同启动倒计时 100 天电子彩球；校

长修刚做动员讲话。会议由副校长陈法春主

持。 

13日  学校举行 2011年“阳光体育节”

暨春季田径运动会。副校长霍志杰致开、闭

幕词，校长修刚宣布运动会开始，副校长陈

法春、霍志杰、李丽君分别为获奖师生颁奖。 

16日  校长修刚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

朱亚军共同签署《汉日大辞典》合作出版合

同。副校长王铭玉出席会议。 

同日  滨海校区与大港司法局举行《天

津外国语大学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仪式。 

17日  韩国又松大学副校长甘瑞媛一行

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并代表学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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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签署校际交流协议。 

同日  学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月动员大会。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会议并

就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进行动员布

署，校长修刚做重要讲话。 

18日  德国奥斯纳布鲁克大学语言部主

任 Christiane Beinke 访问学校，校长修刚

会见客人。 

19日  学校召开第三届五次教职工代表

大会。审议通过学校“十二五”规划中的国

际化发展、校园基本建设、校园信息化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五个

专项规划。 

同日  西班牙罗维拉比尔吉利大学副校

长 Ana Ardevol 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

人。 

23 日   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与中

新生态城管委会副主任崔广志、孟宪章，滨

海新区教育局局长助理关章军进行会晤并现

场考察生态城学校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中学

和小学建设地块。 

同日  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近代文学

研究专家，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访问学校，

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23～27日  纪检委书记刘翠娥率校务公

开办公室成员，对全校 25个基层单位的院务

公开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检查。 

24 日  天津市“感知新变化 感恩新时

代”主题教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学校成功举

办。来自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音乐学院、天津体育学院以及本校的 400

余名学生参加。会前，副校长陈法春会见主

讲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院长赵铁

锁教授。 

26日  学校召开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

究大会工作会。副校长王铭玉对大会筹备过

程提出明确要求，校长修刚做重要讲话。会

议由副校长陈法春主持。 

同日  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新增国际经济

与贸易、财务管理两个本科专业。 

27日  学校召开离退休教职工校情通报

会。校纪委书记刘翠娥出席会议并讲话， 

28 日   学校举行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

战略规划专家论证会。来自全国人大、中国

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教育部中教国际

交流中心等单位的数 10 名专家学者被聘为

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工作顾问。校党委书记

李虹出席会议并致辞，校长修刚会见专家并

就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与其进行深入交流，

会议由副校长王铭玉主持。 

同日  学校召开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会

议。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李丽君出席

会议并讲话。 

30日  学校与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

会签署合作办学协议书，学校附属滨海外国

语学校正式启建。天津市委副书记、滨海新

区区委书记何立峰，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

记苟利军，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卫生

局、滨海新区、天津医科大学、中心生态城

有关方面负责人，本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

修刚、副校长陈法春等出席仪式。 

同日  学校召开“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部署会。校长修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

由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 

31日  学校召开教学管理信息系统培训

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月  研究生部学生刘莎、国际商学院

学生梁弘、汉文化传播学院学生胡星辰分别

荣选深圳大运会志愿者、火炬手和大学生记

者。 

5月  学校获批 4项 2011年天津市重点

调研课题。 

5月  西语学院辅导员冯鹏获 2010全国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 

5 月  副校长陈法春赴新疆看望援疆干

部、英语学院辅导员左健以及在和田地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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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县支教的本校新疆籍学生阿米拉、迪力阿

热和伊力达尔三位学生。 

5 月  《天津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信息》专题报道学校纪念建党 90周年主题

教育活动。 

5 月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滨海校区景

观提升方案。 

5 月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口译处处

长、首席同传翻译李正仁受聘为学校客座教

授，校长修刚为其颁发聘书。 

5 月  第十四届天津市高等院校英汉翻

译大赛颁奖典礼在学校举行。副校长陈法春

出席会议并讲话。 

6 月 

4日  学校 2011 届本科毕业生论文（设

计）答辩工作圆满结束。副校长陈法春、李

丽君分别对马场道校区和滨海校区的答辩现

场进行巡视，并旁听部分专业论文答辩。 

4～5日  由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

学校共同主办的天津市第三届大学生模拟联

合国大会在学校召开。会前，校党委书记李

虹、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会见与会嘉宾。 

7日  学校召开 2011 年十佳学生党员评

选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9日  学校召开《天津外国语大学年鉴》

（2010 年卷）编纂工作会议。校长修刚出席

会议并讲话。 

同日  学校召开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

究大会筹备工作会。副校长王铭玉出席并讲

话。 

同日  学校首期辅导员高级研修班顺利

结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结业仪式。 

10日  学校举行欧洲语言文化学院揭牌

仪式。校长修刚、副校长王铭玉为欧洲语言

文化学院揭牌。 

14 日  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霍志

杰、李丽君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实地查看留学

生宿舍改扩建工地、学生公寓、体育馆及周

边区域，并就校园环境提升和综合治理工作

进行现场办公。 

同日  学校召开第七届学术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重新认定核心期刊目录。校长

修刚、副校长李丽君、王铭玉出席会议。 

同日  学校召开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

会。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马福业、

副会长兼秘书长阎东、副秘书长王辅成、徐

凯、李兑，副校长陈法春出席大会。 

16日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胡福印

一行来学校调研。校党委书记李虹、副校长

霍志杰会见客人。 

同日   香港著名投资集团“The True 

Partner Group”行政总裁 Ralph Van Put 莅临

学校做讲座。校党委书记李虹会见客人，副

校长李丽君陪同参加会见。 

17 日  学校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庆祝大会。天津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

室督学王东军，校党委书记李虹，原校党委

书记张学海，副校长霍志杰，李丽君，校纪

委书记刘翠娥，副校长王铭玉等领导出席。 

16～18日  校长修刚参加第三届欧洲孔

子学院工作会议，并应邀主持分会。 

23 日  学校举行 2011 届本科生毕业典

礼。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修刚、副校长陈

法春、霍志杰、李丽君、校纪检委书记刘翠

娥、副校长王铭玉出席典礼。 

同日  由韩国大使馆和天津市外办主

办，学校承办的天津市“给力韩津友好交流

周”韩语短剧大赛及大学演讲活动在学校举

行，学校选派的两支代表队分获一、二等奖，

韩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揆亨亲临学校做主题演

讲，并对学校教学水平和学生出色表现给予

了极高评价，相关活动得到天津电视台、《天

津日报》等媒体报道。 

24日  学校召开校务公开工作经验交流

会。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修刚、副校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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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春、霍志杰、李丽君、校纪检委书记刘翠

娥、副校长王铭玉出席会议。 

25 日  学校成功举行校园开放日暨

2011年高考招生咨询会。 

29 日  学校举行 2010 级学生军训动员

大会。校党委书记李虹、副校长陈法春、李

丽君、承训单位武警 8632 部队副部队长、学

生军训团团长王武出席大会。 

6 月  在天津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理论征文中，学校获二等奖三项、三等

奖一项。 

6 月  日语学院院长李运博获市级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党总支和

亚非语学院教工党支部获教育系统先进基层

党组织称号；附校校长刁雅俊、日语学院教

师周海琴、校办管理干部张占奇获教育系统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体育教学部主任杜毅获

教育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6月  校领导 “以创先争优推动事业发

展，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为主题，分别深

入基层联系单位进行走访调研。 

7 月 

1 日  天津市总工会、教育工会校务公

开民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来学校调研检查校

务公开工作。会前，校党委书记李虹会见客

人。校长修刚出席会议，并做工作汇报。校

纪检书记刘翠娥主持会议。 

1～2日  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师

范大学校长尼•康•谢尔盖耶夫一行访问学

校，校长修刚、副校长王铭玉会见客人。 

3日  副校长王铭玉在天津市第四届“校

长杯”乒乓球比赛中获亚军。 

7 日  学校召开教代会执委扩大会议，

审议通过学校 2010 年财务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1年财务预算编制说明。校长修刚出席会

议。会议由校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持。 

8 日  校党委召开中心组集中学习会，

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同日  学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部

署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上半年

的主要工作，部署暑期重点工作；并就校领

导近期走访调研情况进行交流。会议由校长

修刚主持。 

10～11日  学校召开 2010-2011学年度

专业教学工作评优评审会。校长修刚、副校

长陈法春、李丽君出席会议。 

12 日  学校举行 2010 级学生军训汇报

表演暨总结表彰大会。天津警备区、武警 8632

部队、大港区武装部以及学校党政领导共同

出席大会。 

18日  天津市副市长张俊芳一行到学校

附属外国语学校调研视察该校培训中心楼抗

震加固工程。天津市教委、市国土资源和房

屋管理局以及学校有关领导陪同考察。 

19 日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魏大

鹏、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于立军

到学校滨海校区就暑期校园安全工作进行调

研。校党委书记李虹、副校长李丽君及大港

区工委、大港区管委会、滨海新区教育局有

关领导陪同考察。 

20日  天津市高校“十二五”综合投资

规划工作组来学校调研。副校长陈法春、李

丽君参加会议。 

20～24日  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计算

机基础教学指导委员会及教育部高等学校计

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举办的

“2011年（第四届）中国大学生（文科）计

算机设计大赛”中，教育技术与信息学院师

生组成的代表队获二等奖。 

7 月  学校教师在天津市教育系统纪念

建党 90 周年理论征文中获一、二、三等奖各

一项。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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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学校召开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

究大会新闻发布会。校长修刚向 18家媒体记

者介绍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的整体

情况以及会议筹备进展情况。 

12～15日  由天津世界语协会和天津外

国语大学承办的 2011 天津世界语教学研讨

会在学校召开。来自日本、韩国、蒙古、巴

西和国内十余省市的近百位世界语专家学者

出席大会。 

20～21日  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

会在学校隆重召开。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

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等向大会发来贺信；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利军，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张秀琴，日本

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堀之内秀久专程到会讲

话；日本众议院议员中川正春到会发表专题

演讲。来自全球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 余

名日语专家学者，围绕“以跨文化交流为目

的的日本语教育”这一主题，就日语语言学

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教育研究、日本

社会文化研究等领域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

讨。期间，举行了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

大会纪念石揭幕仪式并召开由日语教育各国

代表组织（GN）的９个加盟国家与地区学会

与教师会代表参加的“关于 3.11东日本大地

震共同声明”新闻发布会。 

22日  市委市政府任命刘振琍为学校党

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宋友好为学校副校

长，试用期均为一年。市委教育工委任命宋

友好、王铭玉为学校党委委员、常委。市委

教育工委副局级巡视员、干部处处长张弢、

市委组织部宣教科技干部处处长唐瑞生及我

校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黄平洋、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魏大鹏等来校宣布任职通知。 

24 日  学校获天津市“海外高层次人才

建言天津建设发展活动”最佳组织奖。 

25 日～9 月 2 日  学校召开国际化发展

战略研讨会暨新学期工作部署会。校长修刚

做题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力推进学

校国际化建设进程》的工作报告。校党委书

记李虹做重要总结讲话。中国驻韩国大使馆

教育参赞安玉祥应邀到会对教育国际化的现

状、教育国际化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

势做了专题讲解。会后，组织全体与会人员

赴滨海新区参观考察并进行为期一周的分组

讨论。闭幕式上，校党委书记李虹对会议召

开的意义进行了详细阐述，并提出重要要求。 

8 月   学校成功获批汉语水平考试

（HSK）、商务汉语考试（BCT）考点。 

8月  学校获批 4 项天津市 2011 年度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重点调研课题。 

8 月  市领导分别对学校成功举办第十

届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做出重要批示。市

委书记张高丽在批示中指出“今后需要打造

更多的世界高端学术会议”。市长黄兴国表示

“祝贺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圆满成功”。市

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苟利军表示“会

议办的很好，扩大了天津的对外影响”。副市

长张俊芳、任学锋对我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服务天津对外开放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指出大会在天津举办既促进天津日语教学

水平的提高，又宣传、展示了天津近年来的

建设成果。 

9 月 

1～2 日  学校在两校区分别举行 2011

级新生开学典礼。 

7 日  外交部考录宣传小组一行四人来

学校举行 2012 年考录宣讲会。会前，校长修

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与客人进行会谈。 

9日  学校举行庆祝教师节暨表彰大会。

校长修刚讲话，校党委书记李虹主持会议。 

同日  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主任助理戴

文萃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学校滨海校区就

教学楼、专家楼立面整修工程进行调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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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李丽君陪同调研。 

13日  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滨海校区座

谈会举行。副校长李丽君出席并主持座谈。 

14日  德国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技术大

学语言学院副院长 Doris Weidemann 和乔慧

芳教授访问学校。修刚校长会见客人。 

13～14 日  学校对 2011 年新入校工作

的 71 位教职工进行培训。校长修刚做校史校

情报告，校党委书记李虹做重要讲话。 

15日  学校召开第十届世界日语教育研

究大会总结表彰会。副校长王铭玉做第十届

世界日语教育研究大会总结报告。陈法春宣

读表彰决定，校党委书记李虹主持会议并做

重要讲话。 

同日  学校举行 2010-2011 学年教学管

理一线人员评优表彰会。副校长陈法春、李

丽君出席会议并讲话。 

19日  日本富士常叶大学综合经营部部

长隆和国际交流室室长中村聪访问学校。校

长修刚会见客人。 

20日  学校召开国际化发展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

会议。 

19～21 日  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修刚

分别为两校区2011级新生作新学期第一课宣

讲。 

20～21 日  校长修刚出席“巴西孔子学

院建设工作座谈会”，并作大会交流发言。 

23 日  校长修刚一行出席全国外语院校

协作组第 26 届年会，并作大会交流发言。 

26 日  学校组织附属中学、附属小学、

及附属幼儿园等 6 个单位的党政领导进行参

观考察活动，副校长陈法春、李丽君、校纪

委书记刘翠娥出席活动。 

27 日  学校召开区人大换届选举（天津

外国语大学选区）工作部署会，全面启动学

校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校党委副书记、

选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振琍出席会议并对

选举工作作具体安排。校纪委书记、选举工

作组副组长刘翠娥主持会议。 

同日   西班牙驻华使馆教育顾问

Carolina González Knowles 访问学校，校长修

刚会见客人。 

28日  附校通过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

代化建设评估验收。 

9月  学校获批 6 项 2011 年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 

9 月  市委《支部生活》刊登学校推进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 

10 月 

9 日  校长修刚应邀参加在东京举行的

“第二届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 

10日  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副校

长 James Liszka 访问学校。副校长陈法春会

见客人。 

11日  学校召开信息化建设座谈会。副

校长陈法春主持会议并做总结讲话。 

同日  天津商业大学副校长邱立成一行

到学校滨海校区调研。副校长李丽君会见客

人并出席座谈。 

同日  加拿大皇家路大学副校长 Cyndi 

McLeod 访问学校，副校长陈法春会见客人。 

同日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认知语

言学学会顾问、中国语用学会顾问徐盛桓受

聘为学校特聘教授，副校长陈法春为其颁发

聘书。 

同日  校长修刚应邀出席“第二届中日

大学论坛”，并做专题演讲。 

12日  印度 MERI 联合大学常务副校长

Lalit Aggarwal 一行访问学校。副校长陈法春

会见客人并签署两校合作备忘录。 

15～16日  纪念《语法修辞讲话》发表

6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学校举行。国家语委副

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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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校党委书记李虹、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张

向阳、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同日  天津市第二届中学生模拟联合国

大会在学校召开。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志良、

外交部国际司参赞王新霞出席开幕式并讲

话。副校长陈法春主持大会。 

同日  国际商学院教师杨翊以总成绩第

一名获天津市第四届高校军事课教师授课竞

赛一等奖。 

15～20日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学生吕品

完成的作品《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及归国全

程跨文化冲突与适应问题的探索性研究—以

对西班牙语专业学生调研为例》获第十二届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三等奖、天津市特等奖，创造了学校参加

该项赛事以来的最好成绩。 

17日  俄罗斯国际教育展代表团来校举

行高等教育推介会。校长修刚、副校长王铭

玉会见客人。 

18日  学校举行纪念天津工商大学建校

90 周年座谈会。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

校纪检委书记刘翠娥出席会议。副校长陈法

春主持会议。 

17～18日  学校在两校区分别召开“做

主人 献良策 共建和谐校园”学生座谈会。

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副校长李丽君分别出

席两校区座谈会并讲话。 

20日  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副校长仓林真

砂斗一行访问学校，并进行留学选拔考试。

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21日  学校与南开大学承办的中国世界

经济学会第二届国际投资论坛隆重召开，校

长修刚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 

21～23 日  教育部外指委阿语分委会

2011 年年会暨高校阿语专业联席会议在学校

隆重召开。天津市教委副主任韩金玉，教育

部外指委副主任、阿语分委会主任、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周烈，校长修刚、副校长

陈法春、王铭玉出席开幕式。 

26日  日本樱美林大学北京事务所和田

满所长一行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同日  学校召开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

代表见面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见面

会并进行选举动员，校纪检委书记刘翠娥主

持会议。 

28日  副校长王铭玉出席《第四届斯拉

夫语言、文学暨文化—全球化下的俄语教育》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做主旨报告。 

30日  天津市“十佳志愿者讲解员”大

赛在学校落幕。校党委书记李虹、副书记刘

振琍出席活动。学校 4 位选手荣膺天津市

2011“十佳志愿者讲解员”称号。 

31日  副校长王铭玉受聘东北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 

10 月  国际商学院课题组承担的 2010

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天津市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成果刊登于天津市政

府办公厅《决策咨询建议》，市委常委、副市

长杨栋梁做重要批示。 

10月  第四届韩国顺天乡大学孔子学院

理事会在学校召开。校长修刚出席理事会。 

11 月 

1 日  学校完成河西区第十六届人大代

表选举工作。 

1～6日  副校长李丽君率教育管理培训

班一行 12 人赴新加坡高校进行教育管理培

训和交流访问。 

2～5 日  校长修刚应邀参加国家汉办

“中巴校长论坛”。 

3 日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媒系主

任 Stephen D. McDowell 一行访问学校，副校

长宋友好会见客人。 

4日  校党委中心组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天津市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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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5日  学校获批 9 项“天津市 2011 年度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立项。资助金额 12.4

万元。 

6 日  “东盟十国青年营”访问学校，

副校长陈法春会见客人。 

6～8 日  学校志愿者圆满完成 2011 中

国国际矿业大会志愿服务工作。 

7 日  日本常磐津歌舞伎艺术团到学校

举办专场演出。校长修刚出席演出并致辞。 

8 日  学校被评为天津市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先进集体。英语学院辅导员徐晓宁被

评为国家级人口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9 日  副校长陈法春应邀出席加拿大皇

家路大学与天津理工大学国际合作办学项目

启动仪式。 

11 日  加拿大皇家路大学校长 Allan 

Cahoon 一行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同日  学校选手在“锦湖韩亚杯”韩语

演讲比赛天津赛区决赛中双双夺冠。 

15日  副校长陈法春应邀出席埃及驻华

大使馆文化、教育及科学处成立仪式。 

18日  学校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精神动员会。校党委书记李虹做重要

讲话，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主持会议。 

19～20日  副校长王铭玉代表学校参加

第三届外语院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高层

论坛暨全国外语院校科研管理协作会年会，

并做主旨发言。 

20日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经济学部部长

桥谷弘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21日  学校召开国际化发展委员会第二

次全体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天津外国语

大学国际化发展委员会章程》与《天津外国

语大学落实“十二五”国际化发展规划实施

方案》。 

同日  学校举行求索荣誉学院开学典

礼。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典礼并做

重要讲话。 

22～25日  学校在各教学单位全面开展

“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互比互看活动。 

23日  学校与中共中央编译局举行“中

共中央编译局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

研究基地”揭牌仪式。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衣俊卿，天津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苟利军，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王学东，中

共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校党委书记李

虹，校长修刚，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孙学瑞，

市教委副主任张向阳等领导出席会议，校党

委书记李虹主持仪式。 

24日  2011 年度“三井住友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奖学金”颁奖典礼在学校举行。校

长修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颁奖典礼。 

28 日  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校长安

利奎阿古埃拉一行访问滨海外事学院。校长

修刚会见客人，并与其签署合作协议。 

29日  天津群星交响乐团在学校举行专

场名曲音乐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音

乐会并致辞。 

同日  日本新泻大学现代社会文化研究

科长菅原阳一行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

人。 

同日  学校获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

（2011）学术年会组织工作奖和三项优秀论

文奖。 

30日  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

语言部主任费航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

人。 

同日  副校长宋友好带队赴天津工业大

学走访调研。 

11 月  学校 2011 年新入职辅导员和全

员辅导员培训正式启动。 

11月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

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受聘为学校客座教

授。副校长王铭玉为其颁发聘书。 

11 月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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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学术年会—天津市哲学学会学术年

会暨第二届哲学专业研究生论坛”在学校召

开。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并致辞。 

11月  天津理工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李桂

山受聘为学校兼职研究生导师，副校长陈法

春为其颁发聘书。 

11月  副校长王铭玉受聘东北师范大学

兼职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1 月  学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国语

言文学学科获批天津市高等学校“十二五”

综合投资规划一级学科建设项目，世界经济

学科、外国哲学学科获批天津市“十二五”

综合投资规划二级学科建设项目；英语、日

语、俄语、德语、法语、朝鲜语、翻译、国

际经济与贸易、法学专业获天津市高校“十

二五”综合投资规划品牌专业建设项目；金

融学(理财规划)、对外汉语、西班牙语(国际

经贸)、商务英语获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

业建设项目。 

12 月 

1日  学校召开 2011 年学风建设活动月

启动仪式。校长修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

出席仪式并讲话。 

2 日  西班牙莱利达大学国际合作交流

项目负责人 Xavier Terrado 访问学校，校长修

刚会见客人。 

同日  日语学院学生刘俐君荣获天津市

“王克昌奖学金特等奖”。 

同日  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院来校调

研。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会见客人并参加座

谈。 

4 日  韩国世宗学堂本部负责人权宰郁

及世宗学堂中国地区担当李昌株访问学校，

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5日  学校召开审计、监察工作联席会。

副校长宋友好、校纪检委书记刘翠娥出席会

议并讲话。 

5～8日  德国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技术

大学语言学院副院长 Doris Weidemann 一行

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并签署《天

津外国语大学与德国茨维考西萨克森应用技

术大学合作协议书》。 

8 日  学校召开共青团天津外国语大学

滨海外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团市委副书

记冯侠、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同日  学校召开2010—2011年度档案工

作总结表彰会。副校长宋友好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同日  学校召开第 100 次教学工作例

会。副校长陈法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9日  学校召开2010-2011学年十佳大学

生评审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会议并

讲话。 

12～14日  校长修刚出席第六届全球孔

子学院大会。 

16日  市委市政府任命王铭玉为学校副

校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平洋、市委教育

工委常务副书记魏大鹏等来校宣布任职通

知。 

同日  首届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

师范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在学校召开。校长

修刚、伏尔加格勒国立社会师范大学校长尼•

康•谢尔盖耶夫出席会议。 

同日  学校获批天津市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先进主考校。 

18日  “合作与共赢：2011 东北亚经济

发展论坛”在学校举行。原天津市副市长、

天津市亚太经济贸易研究促进会理事长孙海

麟，韩国外交通商部亚洲局局长张元三，校

长修刚出席大会并致辞。副校长王铭玉主持

开幕式。 

19 日  学校举行 2011 年卡西欧教育奖

励基金颁奖仪式。校长修刚、副校长陈法春

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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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学校召开党风廉政监督员工作

会。校纪检委书记刘翠娥出席会议并讲话。 

20 日  校长修刚应邀参加教育部“中波

大学校长论坛”，并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学校基

本情况及国际交流合作经验。 

同日  继续教育学院自考部主任曹学红

荣获“全国成人教育优秀奖”。 

21日  第二届法国图卢兹大学孔子学院

理事会在学校召开。校长修刚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同日  学校在马场道校区举行2011年优

秀学子表彰暨事迹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刘

振琍、副校长陈法春、宋友好、校纪检委书

记刘翠娥出席大会。 

22 日  学校召开“十二五”专项规划落

实情况汇报会。校党委书记李虹、校长修刚

分别做重要讲话。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主持

会议。 

23日  日本爱媛大学副校长失田部一行

访问学校，副校长王铭玉会见客人。 

同日  学校在滨海校区举行2011年优秀

学子表彰暨事迹报告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

琍、副校长陈法春、宋友好、校纪检委书记

刘翠娥出席大会。 

同日  教育部官方网站刊登学校服务中

外文化交流经验做法。 

同日  涉外法政学院学生黎琴获天津市

大学生创新奖学金特等奖。 

26日  中国驻葡萄牙使馆文化处一秘张

士霞访问学校，校长修刚会见客人。 

同日  校长修刚、副校长王铭玉受聘中

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别担任经典

著作和中央文献编译研究组翻译理论研究方

向博士后合作指导教师。 

同日  学校召开2011年大学生应征入伍

欢送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会议并讲

话。 

同日  学校召开 2012 年度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申报工作动员会。副校长王铭玉出席

会议并讲话。 

28日  副校长陈法春率团赴天津科技大

学学习信息化建设工作经验。 

29日  天津市孔子学院工作会在学校召

开。市教委副主任孙志良、副校长宋友好出

席会议并致辞。 

同日  学校召开2011年共青团工作总结

交流会。校党委副书记刘振琍出席会议并讲

话。 

12月  学校申报的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

究基地项目—拉美研究中心获批建设 

12 月  学校获批 10 项天津市教委科研

项目立项。资助金额 18 万元。 

12月  学校在“崇尚科学、共创和谐”

有奖征文活动中获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

三等奖 4 项。 

12月  日语学院 08207 团支部获天津市

学校系统“优秀团支部标兵”称号； 天外人

报社获天津市学校系统 “优秀学生社团标

兵”称号。 

12月  学校人大代表田耀参加河西区第

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做《大

学为文化建设发挥作用》的建议发言。 

 

撰稿：张占奇 

审校：刘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