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港澳地区高校联合举办面向小语种专业的

“一带一路”国家寒暑期研修班项目。项目由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承办，提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等“一带一路”国

家的语言基础和文化体验课程。

项目简介

港澳与内地高等学校师生交流计划（万人计划）
面向小语种专业的“一带一路”国家

寒暑期研修班(线上)第二分阶段报名通知



面向小语种专业的“一带一路”国家寒暑期研修班（线上）

第二阶段（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法语课程表

面向小语种专业的“一带一路”国家寒暑期研修班（线上）

第二分阶段（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西班牙语课程表

上午上课内容：

（中法跨文化交际）

开班仪式（半小时）

晚上上课内容：

（字母语音学习及自我介绍（上）

(1)学员依次自我介绍；

(2)观看人物自我介绍视频，信息
匹配）

11月30日(星期一)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日(星期二) 12月2日（星期三） 12月3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字母语音学习及自我介绍
（下）(1) 学员相互自我介绍；

(2) 听音频，完善人物信息）

晚上上课内容：

（问候，数字，喜好）

(1) 文化介绍：法国贴面礼；

(2) 数字的具体运用：报电话号码

晚上上课内容：

（方位表达，人物描述）

(1) 根据方位提示找物品；

(2) 根据人物图片，接力完成人物
描述

晚上上课内容：

（购物，法国电影介绍）

(1) 列购物清单；

(2) 购物：情景对话；

(3) 文化介绍：法国品牌、法国电影
史、电影节

12月4日(星期五)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5日（星期六） 12月6日（星期日）

上午上课内容：

（租房，问路）

上午上课内容：

（旅游，时间表述）

12月7日(星期一)

晚上上课内容：

（时间表述，计划安排）

(1) 介绍自己的日程安排；

(2) 根据所给信息制定计划表；
(3) 文化介绍：预约、法国人的计

划安排

下午上课内容：

(1) 旅游法语拓展：酒店预订、交
通选择、时间问答等对话；

(2) 分组制作旅游攻略并展示；
(3) 文化介绍：法国旅游趣闻）

晚上上课内容：

（日常生活，餐饮）

(1) 食物图文配对；

(2) 餐厅情景对话；

(3) 文化介绍：法国美食、餐桌礼仪

12月8日(星期二)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9日（星期三） 12月10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旅游，节日）(1) 游戏：根据介
绍词猜出节日活动；

(2)文化介绍：法国节日及文化活
动

晚上上课内容：

（禁令，要求，启事）

(1) 禁令、启事图文配对；

（2） 文化介绍：法国的禁令和

启事，标语的语言艺术

12月11日(星期五)

晚上上课内容：

（建议，礼物）

(1) 进行情景对话，表达建议；
(2)文化介绍：法国人的礼物挑选

下午上课内容：

(1) 分组撰写租房告示；

(2) 情景对话：问路；

(3) 文化介绍：法国的住房）

上午上课内容：

（法国文化（浪漫之都，巴黎）

12月12日（星期六）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3日（星期日）

下午上课内容：

(1) 咖啡馆文化；

(2) 巴黎左岸、右岸文化；

(3)浪漫之都为何浪漫）

下午上课内容：

（(1) 对比中法文化差异；

(2) 学员分享课程收获）

开班仪式（半小时）

晚上上课内容：

字母语音学习及自我介绍（上）             

11月30日(星期一)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日(星期二) 12月2日（星期三）

晚上上课内容：

字母语音学习及自我介绍（中

晚上上课内容：

字母语音学习及问候语（下）             

12月3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购物，西班牙语电影介绍                      

晚上上课内容：

日常生活，餐饮

12月8日(星期二)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9日（星期三） 12月10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西班牙语国家文化

晚上上课内容：

时间表述，计划安排        

12月11日(星期五)

晚上上课内容：

租房和问路                  

上午上课内容：建议，礼物      

12月12日（星期六）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3日（星期日）

下午上课内容：

情景表达训练，社交礼仪科普                   

上午上课内容：中西跨文化交际

下午上课内容：

中西思维及生活方式差异普及                         

晚上上课内容：数字和喜好                  

12月4日(星期五)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5日（星期六） 12月6日（星期日）

上午上课内容：旅游，时间表述   

12月7日(星期一)

晚上上课内容：命令和禁止               
下午上课内容：

时间表达练习，西班牙电
视剧推荐、美食

上午上课内容：

方位表达，人物描述  

下午上课内容：方位及人物描述
练习、西班牙各大区景点介绍                   

*课程安排以实际上课内容为准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晚上（18:30-21:30）、周六至周日白天（8:30-11:30、14:00-15:30）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晚上（18:30-21:30）、周六至周日白天（8:30-11:30、14:00-15:30）



面向小语种专业的“一带一路”国家寒暑期研修班（线上）

第二分阶段（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波兰语课程表

面向小语种专业的“一带一路”国家寒暑期研修班（线上）

第二阶段（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意大利语课程表

开班仪式（半小时）

晚上上课内容：

- 学员间相互介绍（中文）

- 意大利语语音（1）

11月30日(星期一)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日(星期二) 12月2日（星期三）

晚上上课内容：

- 意大利语语音（2）

- 问候语                                              

- 意大利基本情况介绍

晚上上课内容：

- 意大利语语音（3）

- 自我介绍、道谢、致歉                                              

- 意大利20个大区和首府名字介绍

12月3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 意大利语数字

- 意大利语时间表达                                              

- 意大利时间表达练习                                              

- 第一组动词变位

晚上上课内容：

- 超市购物

- 意大利语食品表达                                              

- 意大利购物练习                                              

- 第二组动词变位

12月4日(星期五)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5日（星期六） 12月6日（星期日）

上午上课内容：- 乘坐公车

- 意大利重要景点介绍                                                                                            

- 第三组动词变位

12月7日(星期一)

晚上上课内容：

- 餐厅点餐

- 意大利餐桌文化介绍

上午上课内容：

- 问路、方位表达

- 人物描述

晚上上课内容：- 计划安排

- 日期表达                                              

12月8日(星期二)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9日（星期三） 12月10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 租房、酒店订房

- 意大利酒店介绍

晚上上课内容：

- 报读课程

- 意大利学校介绍

12月11日(星期五)

晚上上课内容：

- 购买火车票

- 意大利火车介绍

12月12日（星期六）日期 12月13日（星期日）

上午上课内容：- 旅程描述

- 近过去时变位
课程内容

下午上课内容：- 旅程描述练习

- 意大利社交礼仪介绍 

上午上课内容：- 故事描述

- 近过去时

下午上课内容：- 所学内容复习                

- 中意文化差异介绍

下午上课内容：

- 个人喜好表达

- 意大利电影介绍

下午上课内容：

-问路和人物描述练习

-意大利音乐介绍

开班仪式（半小时）

晚上上课内容：

1.导入（1h）：波兰国家概况；

2.基础语言部分（1.5h）：波兰
语语音入门

11月30日(星期一)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日(星期二) 12月2日（星期三）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字母
语音学习（上）及自我介绍；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节日
习俗之一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字
母语音学习（中）及问候

语、日常用语；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
电影欣赏之一

12月3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字母
语音学习（下）及数字、国籍、

会说什么语言；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音乐
工作坊之一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天气、
季节、大自然；

2.成果展示或文化互动
（1.5h）：波兰节日习俗之二

12月8日(星期二)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9日（星期三） 12月10日（星期四）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旅游
（上：方位表达、问路、交通方

式）；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城市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旅游
（下：时间表述、买票、车站情

景）；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音乐
工作坊之二

12月11日(星期五)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餐饮
（上：订餐厅）；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电影
欣赏之二

上午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餐饮
（下：点菜和买单）；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美食现
场制作之二

12月12日（星期六）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13日（星期日）

下午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日常
生活、计划安排

上午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爱
好、祝福语、礼物 ；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节日
习俗之三

下午上课内容：

1.学术讲座（1.5h）：波兰移民
问题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物品表
述、波兰货币；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留学生
活经历分享

12月4日(星期五)日期

课程内容

12月5日（星期六） 12月6日（星期日）

上午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

人物描述；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名人

上午上课内容：1.基础语言部分
（1.5h）：购物（下）；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美食
现场制作之一

12月7日(星期一)

晚上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租
房、订酒店；

2.文化体验部分(1.5h)：波兰民间
舞蹈下午上课内容：

1.学术讲座（1.5h）：波兰历史

下午上课内容：

1.基础语言部分（1.5h）：购物

（上）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晚上（18:30-21:30）、周六至周日白天（8:30-11:30、14:00-15:30）

上课时间：周一至周五晚上（18:30-21:30）、周六至周日白天（8:30-11:30、14:00-15:30）

*课程安排以实际上课内容为准



1. 第二分阶段线上课程正式开始之前，将向各报名高

校及学员发送线上课程指引，请学员提前准备电脑设

备及网络，并预装腾讯会议软件。

2. 课程表暂定如下图所示（按实际上课内容为准）：

（1）法语课程表

（2）西班牙语课程表

（3）意大利语课程表

（4）波兰语课程表

3. 课程证书将颁发给出勤率达85%以上的学员。

【课程形式、内容】

86-20-36207049 

refcbc@gdufs.edu.cn    

湾区校园
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公众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行政楼320-321

https://internationaloffice.gdufs.edu.cn/wqxy/wqxyjs.htm

【特别鸣谢】教育部港澳台办

【联系我们】

【项目目标】

1. 体验学习基础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或波兰语。

2. 增进港澳学生与内地学生交流，

共同感受中外文化。

【项目设置】

1. 项目第一分阶段已于2020年6月28日至7月11日

顺利开展，共有来自广东、香港、澳门11所高校的

70多位师生齐聚云端，开启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学习

之旅。

2 .第 二 分 阶 段 将 继 续 采 取 线 上 授 课 形 式 ， 将 于

2020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举行，为期14天。课

程安排在周一至周五晚上（18:30-21:30）和周六

至周日白天（8:30-11:30、14:00-15:30）进行。

此分阶段将开设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波兰

语课程。此分阶段课程对粤港澳高校学生开放。

【项目费用】

相关费用由教育部“港澳与内地大中小学师生交流计划

项目”资助。

【报名时间与方式】

1 . 项目第二分阶段报名时间从即日起至2020年

11月22日。学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报名表格，

填写信息后交由所属高校负责部门统一汇总。

2. 请各高校于2020年11月24日前把汇总名单表格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refcbc@gdufs.edu.cn

3. ①2020年已经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签署万人计

划合作意向的高校，每校每语种不超过5人；

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每学院每语种不超过2人。

②粤港澳高校联盟高校，每校每语种不超过2人；

mailto:refcbc@gdufs.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