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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优秀教育领导者及管理者人才遴选计划”（2018） 
 

 

项目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建校有 100多年历史，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以教

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合

作交流广泛。学校与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50所大学有学生交流合作项目。每

年有大量留学生和学者参访和在此学习。  

   在北京市助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区域教育大开放、大交流、大融

合的大契机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所承办了 2018年 FELP暑期项目。

FELP遴选和资助 30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水平大学的优秀本科生和研究

生，为我校吸引优质的国际生源，以着力教育释文化，全英文授课，“讲座授课，

田野考察，小组研讨”相结合的模式展示世界教育研究及中国文化，以世界教育

学界一流师资授课，扩充国际暑期学校师资队伍，扩大我校国际化影响力等为项

目主要宗旨和特色，计划自 2018年 7月 8日-21日开展为期 14 天的国际文化交

流和教育对话暑期项目。  

课程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包括四个主题（详见下表）：课程学习（3学分）、

对话与交流（1学分）、考察实践（1学分）。项目结束后，将对合格者颁发课

程学习证书。具体课程安排待项目录取后发送至您邮箱。 

日期 

时间 

到京 课程学习 考察 

7.8 7.9 7.10 7.11 7.12 7.13 7.14 

8:00-11:30 

注册 
开学典礼 

专题一 
专题一 专题二 专题一 专题二 博物馆 

13:30-17:30 破冰 专题二 交流 专题三 交流 专题二 国际学校 

日期 

时间 

 考察    课程学习 返程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8:00-11:30 长城 专题四 专题二 专题二 专题三 结业典礼 

离京 
13:30-17:30 后海 专题三 交流 专题四 交流 - 

注： 专题一  教育国际化；专题二  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 

专题三  中国文化与艺术；专题四  中国发展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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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简介 

 

钟秉林: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所长；中国教育学会

会长 

钟教授于英国卡迪夫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 年，任东南

大学副校长；1996 年，任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司司长；

2001-2012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2012 年至今，担任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成果 

钟秉林. 大学的走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钟秉林 . 高等学校要主动应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新挑战 [J]. 高等教育研

究,2015,36(3):27-31. 

钟秉林 . 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校内涵建设的重要任务 [J]. 中国高等教

育,2013,(17):22-24. 

 

刘宝存: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院长；亚洲

比较教育学会会长 

刘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研究院院长。2002 年于北

京师范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高等教育、

教育政策与管理。2016 年，刘宝存教授当选亚洲比较教育学

会会长。 

主要研究成果 

刘宝存. 创新型国家建设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刘宝存,张伟.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研究[J]. 比较教育研

究,2016,38(6):1-8. 

刘宝存. 国际视野下我国大学创新力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1), 21-25. 

 

Adam R. Nelson：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教育政策系教授，

系主任；美国教育史学会会长 

亚当·尼尔森（Adam R. Nelson）是教育政策研究系的教授，

也是世界著名的教育史学家。1998 年于布朗大学获得历史学

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高等教育史、教育政策、教

育研究方法等。 

 

主要研究成果 

Nelson, A.R. (2013).Citizens or Cosmopolitans?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Academic Identity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Asia-Pacific Education Review.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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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3-101.  

Nelson, A.R. (2013). Institutionalizi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 1785-1815. In Roger Geiger and Nathan 

Sorber (Eds.), The Land-Grant Colleges and the Re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1820-1920. 

Nelson, A.R., & Wei, I.P. (2012). The Global Univers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In Nelson, A. and Ian P. Wei (Eds.), Palgrave Macmillan. 
 

申请条件 

 基本要求：中国境外大学注册的全日制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3 年级及以上本科生或硕士生/博士生。 

 专业背景：教育学及相关学科。 

 有意愿申请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项目。 

 语言要求：母语为英语；或母语非英语国家需提供托福（85 分）、雅思

（6.5 分）成绩证明。如无以上成绩证明或未达到语言要求，需申请语

言面试。面试时间将在 2018 年 3 月 24 日左右。 

 

奖学金资助 
    

    经国际暑期学校委员会评审后，将有 30 名优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

生获得资助，包括以下内容： 

 暑期项目学费 

 食宿费（统一安排） 

 北京市内交通费和考察费 

 提供平安国际学生保险费 

 

   

如何申请    

申请人需登录申请报名系统 http://apply.bnu.edu.cn/member/login.do，根据报

名系统说明填写和上传相关资料，上传所有电子版材料文件名中请标注“2018 

FELP Application”，主要包括： 

 个人简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教育经历、研究经历、学术成果、特

长等） 

 个人自述（见页面底部，或者 PDF 版最后一页） 

 一封教授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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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证明（由官方机构出具） 

 语言证明（托福、雅思、新汉语水平成绩原件扫描件；自拟的申请面

试说明信） 

 护照原件扫描件 

 申请费：¥350/人（网上支付，不退还） 

注：以上所有材料需为英文或中文。若非以上两种语言，请附上官方公证后的

中文或英文翻译件。 

 

日期 事项 备注 

2017.11.1 发布项目招收信息 http://iso.bnu.edu.cn/en/course?cid=10&pid=2&type_id=2&k=4 

2017.11.15-12.31 申请报名学生咨询与准备 E-mail:gjsczl@mail.bnu.edu.cn 

2017.12.15-2018.3.19 学生填报相关材料 http://apply.bnu.edu.cn/member/login.do 

2018.3.19 申请截止 关闭报名系统 

2018.3.20-3.24 审核材料及语言水平面试 专家评审；语言水平面试（网络面试） 

2018.3.27-3.30 查询和发送录取通知 http://apply.bnu.edu.cn/member/login.do 

2018.4 签证办理时间（建议） http://www.visaforchina.org/ 

2018.6.1 航班信息发送到邮箱 E-mail:gjsczl@mail.bnu.edu.cn 

 

联系方式 

与项目相关问题请咨询 FELP 项目助理曹昭乐女士，咨询邮件发送至 E-mail: 

gjsczl@mail.bnu.edu.cn。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高等教育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英东教育楼 8 层 

邮编：100875 

 

 

Appendix  

 

 

2018 FELP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ersonal Statement 

Please introduce your study motivation, academic background, study/research plan and objective 

for future career etc. in 1000 words.  
                                                                    

请用约 1000 字介绍你的学习动机、学术背景、未来学业计划和目标等。个人自述须由申请
者本人独立完成！  

mailto:gjsczl@mail.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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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签名（Signature）：      日期/Date：     年/Year     月/Month ____天/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