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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赴任时间 离任时间 赴任年度 语  种

1 南美洲 智利 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 王蒙 2017-06 2019-06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2 欧洲 乌克兰 哈尔科夫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丁仕文 2014-09 2020-09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3 亚洲 阿塞拜疆 巴库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罗晓志 2016-01 2020-01 2020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安徽师范大学 4 欧洲 乌克兰 扎波罗热国立大学孔子课堂 吴世红 2018-10 2020-10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北京城市学院 5 欧洲 圣马力诺 圣马力诺大学孔子学院 颜士军 2017-10 2019-10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6 亚洲 日本 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 李铎 2016-02 2020-02 2020 日语/英语 庞世瑾 010-58595751

7 亚洲 以色列 希伯来大学孔子学院 王世洲 2017-11 2019-11 2019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8 南美洲 墨西哥 奇瓦瓦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滕学明 2014-07 2019-07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9 欧洲 法国 克莱蒙费朗孔子学院 无 2019 法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北京工业大学 10 欧洲 波兰 奥波莱孔子学院 梁岩松 2017-03 2019-10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11 北美洲 美国 德州南方大学孔子学院 易晓 2016-03 2019-03 2019 英语
周之畅 010-58595863
孙英林 010-58595882

12 欧洲 波兰 华沙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北京教育学院 13 欧洲 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大学孔子学院 王武兴 2017-06 2020-06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14 北美洲 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大学孔子学院 刘宁 2016-01 2020-01 2020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15 非洲 尼日利亚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王永静 2016-03 2020-03 2020 英语 齐凤丽 010-58595749

16 北美洲 加拿大 魁北克孔子学院 孙平 2017-09 2019-09 2020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17 北美洲 美国 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 许小颖 2015-04 2019-04 2019 英语 盛维国 010-58595941

18 欧洲 意大利 马切拉塔大学孔子学院 严春友 2012-01 2019-12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19 欧洲 英国 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盛双霞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 欧洲 阿尔巴尼亚 地拉那大学孔子学院 黄强 2016-10 2020-10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岗位要求

2019-2020学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岗位需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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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欧洲 保加利亚 索非亚孔子学院 高春丽 2018-07 2020-07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22 欧洲 比利时 布鲁塞尔孔子学院 王助 2018-09 2020-08 2020 法语/英语 王峰 010-58595701

23 欧洲 波兰 克拉科夫孔子学院 韩新忠 2016-04 2020-04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24 欧洲 俄罗斯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王伟 2017-03 2019-09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25 欧洲 西班牙 巴塞罗那孔子学院 常世儒 2010-09 2019-04 2019 西班牙语 魏婧 010-58595702

26 欧洲 匈牙利 罗兰大学孔子学院 李期铿 2017-11 2019-11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27 欧洲 意大利 罗马大学孔子学院 张红 2013-10 2019-10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28 亚洲 阿联酋 扎耶德大学孔子学院 杜伟 2016-09 2020-09 2020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29 亚洲 韩国 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 苗春梅 2014-11 2019-11 2019 韩语 吕浩 010-58595998

北京外国语大学
南京大学

30 欧洲 德国 哥廷根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北京舞蹈学院 31 欧洲 英国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舞蹈与表演孔子
学院

徐蕾 2015-10 2019-10 2021 英语 田磊 010-58595874

32 北美洲 美国 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 金晶 2016-11 2019-11 2019 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33 非洲 埃及 尼罗河电视孔子课堂 袁毅 2017-10 2019-10 2019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34 非洲 埃及 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 朱廷婷 2017-11 2019-11 2019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35 南美洲 古巴 哈瓦那大学孔子学院 张伟 2016-02 2020-02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36 南美洲 墨西哥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李程 2016-03 2020-03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37 欧洲 德国 波恩大学孔子学院 李京晔 2018-01 2020-01 2020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38 欧洲 罗马尼亚 康斯坦察奥维第乌斯大学孔子课堂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39 亚洲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孔子学院 张道建 2012-10 2020-10 2020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40 亚洲 韩国 启明大学孔子学院 魏义祯 2014-09 2019-09 2019 韩语 魏大鹏 010-58595987

常州大学 41 南美洲 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大学孔子学院 沈菊芬 2016-12 2019-11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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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 42 大洋洲 澳大利亚 乐卓博大学孔子学院 董平荣 2016-03 2020-03 2020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重庆交通大学 43 非洲 贝宁 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 沈林 2016-12 2019-12 2019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44 非洲 卢旺达 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孔子学院 张显 2015-03 2020-07 2020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45 欧洲 英国 知山大学孔子学院 彭康洲 2018-01 2020-01 2020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46 亚洲 斯里兰卡 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王晚霞 2017-12 2019-12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重庆市教委 47 北美洲 美国 华盛顿州孔子学院 黄冬梅 2018-06 2020-06 2020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大连理工大学 48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宋艳伟 2017-09 2019-09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49 南美洲 哥伦比亚 麦德林孔子学院 马涛 2018-01 2020-01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50 欧洲 葡萄牙 阿威罗大学孔子学院 郭志艳 2017-03 2020-03 2020 葡萄牙语 魏婧 010-58595702

51 亚洲 韩国 仁川大学孔子学院 朴善姬 2017-03 2019-01 2019 韩语 魏大鹏 010-58595987

52 欧洲 俄罗斯 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王婵娟 2011-09 2019-09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电子科技大学 53 欧洲 法国 蒙彼利埃孔子学院 马燕 2013-09 2019-09 2019 法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54 北美洲 美国 南缅因大学孔子学院 王岩 2018-11 2020-11 2020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55 欧洲 斯洛伐克 马杰伊贝尔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56 亚洲 韩国 东亚大学孔子学院 邸季荣 2016-03 2020-03 2020 韩语 吕浩 010-58595998

57 亚洲 蒙古 蒙古国立教育大学孔子学院 包爱东 2016-07 2019-07 2019 英语/蒙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东华大学 58 非洲 肯尼亚 莫伊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刘昀 010-58595972

东南大学 59 欧洲 白俄罗斯 明斯克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石玲 2016-10 2019-09 2019 俄语/英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60 欧洲 英国 利兹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严红卫 2015-09 2019-08 2019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61 欧洲 希腊 雅典商务孔子学院 祖利军 2015-08 2019-08 2019 英语 田方舟 010-58595947

62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63 欧洲 德国 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 金日 2018-02 2020-02 2020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64 欧洲 德国 汉堡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65 欧洲 卢森堡 卢森堡大学孔子学院 朱伟 2018-05 2020-05 2020 法语/德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复旦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重庆师范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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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 66 欧洲 英国 诺丁汉大学孔子学院 李楠 2018-03 2020-03 2020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赣南师范学院 67 非洲 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大学孔子学院 何明清 2015-09 2019-09 2019 英语 齐凤丽 010-58595749

68 非洲 埃及 艾因夏姆斯大学孔子课堂 杨韶刚 2018-10 2020-10 2020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69 欧洲 葡萄牙 波尔图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魏婧 010-58595702

70 亚洲 老挝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李肖 2014-04 2020-04 2020 英语/老挝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71 亚洲 印度尼西亚 丹戎布拉大学孔子学院 冯光火 2016-05 2019-06 2019 英语/印尼语 胡小东 010-58595746

广州大学 72 欧洲 意大利 帕多瓦大学孔子学院 杨海斌 2017-11 2019-11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73 亚洲 柬埔寨 国立马德望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柬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哈尔滨师范大学 74 欧洲 俄罗斯 阿穆尔国立人文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宋景丽 2018-09 2020-09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75 欧洲 英国 伦敦中医孔子学院
刘晓欣
刘婷婷

2018-11
2016-11

2020-11
2020-11

2020 英语 田磊 010-58595874

海南师范大学 76 亚洲 马来西亚 世纪大学孔子学院 秦燕萍 2018-08 2020-07 2020 英语/马来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河北大学 77 亚洲 马来西亚 彭亨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马来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河北经贸大学 78 非洲 赞比亚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张润 2018-05 2020-05 2020 英语 刘昀 010-58595972

河北师范大学 79 南美洲 巴西 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孔子课堂 无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帅泽堃 010-58595982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80 北美洲 美国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陈岩 2017-04 2019-04 2019 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河南大学 81 北美洲 美国 阿克伦大学孔子学院 刘绣华 2016-09 2019-09 2019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82 南美洲 巴西 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王婷 2017-08 2019-08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帅泽堃 010-58595982

83 欧洲 波兰 雅盖隆学院孔子课堂 苏宜梅 2018-09 2020-08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湖北师范大学 84 欧洲 英国 奥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项军平 2017-05 2019-10 2019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湖南城市学院 85 非洲 加纳 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 胡亮才 2016-09 2020-09 2020 英语 齐凤丽 010-58595749

湖南大学 86 北美洲 加拿大 里贾纳大学孔子学院 甘露 2017-04 2019-04 2019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湖南师范大学 87 北美洲 美国 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 叶冬 2015-09 2019-10 2019 英语 苗洁方 010-58595753

湖州师范学院 88 亚洲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语言大学 李姬花 2016-06 2020-06 2020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华北电力大学 89 北美洲 美国 西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 李博 2015-08 2019-08 2019 英语 盛维国 010-58595941

华东师范大学 90 北美洲 美国 俄勒冈大学孔子学院 陈茂庆 2016-10 2020-08 2020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西民族大学

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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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 91 欧洲 意大利 都灵大学孔子学院 刘蕴秋 2016-02 2020-02 2020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92 北美洲 美国 爱达荷大学孔子学院 薛荷仙 2014-08 2019-05 2019 英语 孟蒙 010-58595846

93 欧洲 德国 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孔子学院 张凤春 2017-12 2019-12 2019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94 欧洲 英国 兰卡斯特大学孔子学院 刘洊波 2017-08 2019-06 2019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95 北美洲 加拿大 高贵林市孔子学院 孙兵 2016-02 2020-02 2020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96 欧洲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院 尚劝余 2014-06 2020-06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华侨大学 97 亚洲 缅甸 福星语言与电脑学苑孔子课堂 雷云 2018-10 2020-10 2020 英语/缅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华中科技大学 98 南美洲 巴西 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程进
代

2018-09 2019-09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帅泽堃 010-58595982

99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纽卡斯尔大学孔子学院 易宏根 2011-05 2019-12 2019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100 亚洲 印度尼西亚 泗水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肖任飞 2016-10 2020-10 2019 英语/印尼语 胡小东 010-58595746

101 北美洲 美国 堪萨斯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颜世军 2015-08 2019-08 2019 英语
周之畅 010-58595863
孙英林 010-58595882

102 北美洲 美国 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孔子学院 韩松 2015-03 2018-03 2019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103 欧洲 乌克兰 基辅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孙克文 2016-10 2020-10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104 亚洲 韩国 汉阳大学孔子学院 崔鲜花 2017-02 2018-10 2019 韩语 吕浩 010-58595998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105 北美洲 美国 新泽西城市大学孔子学院 宋丹丹 2018-09 2020-09 2020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吉林省教育厅 106 北美洲 美国 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孔子学院 周丽新 2014-10 2019-10 2019 英语 苗洁方 010-58595753

暨南大学 107 非洲 南非 罗德斯大学孔子学院 张军 2015-03 2019-08 2019 英语 梁家瑞 010-58595880

江苏大学 108 欧洲 奥地利 格拉茨大学孔子学院 张璘 2015-01 2019-12 2019 德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江苏省教育厅 109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孔子学院 毛文静 2018-03 2020-03 2020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110 非洲 摩洛哥 阿卜杜·马立克·阿萨德大学孔子学
院

涂越华 2016-11 2020-12 2020 阿拉伯语/英语/法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江西理工大学 111 亚洲 巴基斯坦 旁遮普大学孔子学院 刘称生 2016-03 2020-03 2020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江西师范大学 112 非洲 马达加斯加 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 唐雄英 2018-01 2020-01 2020 法语/英语 杜晏 010-58595747

江西中医药大学 113 亚洲 韩国 世明大学孔子学院 金德忠 2014-11 2019-11 2019 韩语 魏大鹏 010-58595987

九江学院 114 亚洲 柬埔寨 柬埔寨皇家研究院孔子学院 柴克清 2018-09 2020-09 2020 英语/柬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吉林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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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学 115 欧洲 俄罗斯 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曹英华 2016-04 2020-04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116 北美洲 美国 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 蒋重清 2018-01 2020-01 2020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117 欧洲 意大利 米兰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金志刚 2009-12 2019-12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聊城大学 118 亚洲 约旦 费城大学孔子学院 丁海彬 2016-10 2020-10 2020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岭南师范学院 119 欧洲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国立体育大学孔子课堂 宋鹏 2016-02 2020-02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蒙古师范大学二连浩特
国际学院

120 亚洲 蒙古 扎门乌德第二综合学校孔子课堂 王雪婷 2017-11 2020-09 2020 蒙古语或英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闽江学院 121 北美洲 加拿大 布鲁克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南昌大学 122 欧洲 西班牙 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 徐采霞 2017-04 2019-09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魏婧 010-58595702

南京财经大学 123 北美洲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商务孔子学院 姚杰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
周之畅 010-58595863
孙英林 010-58595882

124 北美洲 美国 乔治华盛顿大学孔子学院 夏文蓉 2016-10 2020-10 2019 英语
周之畅 010-58595863
孙英林 010-58595882

125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孔子学院 殷军 2015-12 2019-12 2019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126 南美洲 智利 智利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顾红娟 2014-09 2020-08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127 欧洲 德国 弗莱堡大学孔子学院 印芝虹 2016-03 2020-03 2020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128 欧洲 法国 阿尔多瓦孔子学院 无 2019 法语+英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南京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

129 欧洲 英国 谢菲尔德大学孔子学院 居峰 2017-02 2020-01 2020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130 大洋洲 澳大利亚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 张艳萍 2015-11 2020-02 2020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131 欧洲 爱尔兰 高威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田磊 010-58595874

132 南美洲 巴西 赛阿拉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陈予 2017-11 2019-11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帅泽堃 010-58595982

133 南美洲 哥伦比亚 安第斯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134 欧洲 葡萄牙 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 李春江 2017-10 2019-10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魏婧 010-58595702

135 欧洲 英国 格拉斯哥大学孔子学院 王健友 2017-10 2019-10 2019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内蒙古大学 136 欧洲 俄罗斯 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赵勇 2018-08 2020-08 2019 俄语/英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南开大学

辽宁师范大学

南京大学

南京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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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 137 欧洲 俄罗斯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
子学院

无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宁波大学 138 欧洲 冰岛 北极光孔子学院 祁慧民 2016-01 2020-07 2020 英语 田方舟 010-58595947

宁波工程学院 139 南美洲 格林纳达 玛丽秀社区大学孔子课堂 许家清 2018-12 2020-12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宁夏大学 140 亚洲 阿联酋 迪拜大学孔子学院 刘艳晖 2015-12 2019-12 2019 阿拉伯语/英语 张京晶 010-58595748

曲阜师范大学 141 亚洲 韩国 安东大学孔子学院 杨建华 2018-08 2020-08 待定 韩语 魏大鹏 010-58595987

142 北美洲 加拿大 圣玛丽大学孔子学院 郭朝阳 2018-03 2019-12 2020 英语 瞿嵩明/邓娟 010-58595969

143 非洲 南非 斯坦陵布什大学孔子学院 王颖 2018-07 2020-07 2020 英语 梁家瑞 010-58595880

144 欧洲 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孔子学院 周芳 2016-03 2020-03 2020 英语 秦其伦 010-58595766

145 亚洲 土耳其 中东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杜云 2016-03 2020-03 2020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146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阿德莱德大学孔子学院 徐希锋 2018-09 2019-09 2019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147 亚洲 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无 待定 英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上海财经大学 148 欧洲 爱沙尼亚 塔林大学孔子学院 朱璐 2018-02 2020-02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149 北美洲 美国 肯塔基大学孔子学院 张丹华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 盛维国 010-58595941

150 亚洲 土耳其 海峡大学孔子学院 李文宏 2016-09 2020-08 2020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151 欧洲 克罗地亚 萨格勒布大学孔子学院 孟维亮 2016-05 2019-10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152 欧洲 斯洛伐克 考门斯基大学孔子学院 叶蓉 2018-03 2020-03 2020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上海师范大学 153 北美洲 美国 密苏里大学孔子学院 刘岚 2017-12 2019-12 2019 英语 孟蒙 010-58595846

上海外国语大学 154 南美洲 秘鲁 秘鲁天主教大学孔子学院 黄皓 2017-12 2019-12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沈阳理工大学 155 欧洲 俄罗斯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王国红 2014-08 2020-09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156 南美洲 秘鲁 皮乌拉大学孔子学院 马征 2017-09 2020-08 2020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157 欧洲 意大利 威尼斯大学孔子学院 李树清 2015-04 2019-04 2019 意大利语/英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四川师范大学 158 亚洲 巴基斯坦 佩特罗中学孔子课堂 龚锦培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四川外国语大学 159 非洲 多哥 洛美大学孔子学院 周平 2017-09 2019-09 2019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上海大学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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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外语学院 160 欧洲 俄罗斯
下诺夫哥罗德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
院

姚霞 2013-08 2019-08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太原理工大学 161 亚洲 阿富汗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 李惠阳 2016-10 2019-10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天津财经大学 162 北美洲 美国 西弗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 何斌 2015-10 2019-10 2019 英语 盛维国 010-58595941

163 非洲 科特迪瓦 博瓦尼大学孔子学院 刘云生 2015-11 2019-11 2019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164 亚洲 印度 孟买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165 亚洲 泰国 海上丝路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泰语 胡小东 010-58595746

166 亚洲 泰国
曼松德昭帕亚皇家师范大学孔子学
院

吴艳茹 2018-01 2020-01 2020 英语/泰语 胡小东 010-58595746

天津市崇化中学 167 亚洲 泰国 易三仓商业学院孔子课堂 于爽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泰语 刘博超 010-58595955

168 欧洲 乌克兰 基辅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史亚军 2013-08 2019-08 2020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169 欧洲 匈牙利 德布勒森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170 亚洲 日本 武藏野大学孔子学院 刘勇 2016-09 2020-08 2020 日语 庞世瑾 010-58595751

171 非洲 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职业教育孔子学院 李耀辉 2017-09 2019-09 2019 英语 梁家瑞 010-58595880

172 欧洲 波黑 巴尼亚卢卡大学孔子学院 蔡莺 2018-05 2019-05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同济大学 173 欧洲 德国 汉诺威孔子学院 蔡琳 2017-06 2019-06 2019 德语
王维麟 010-58595724
王家威 010-58595948

温州医学院 174 北美洲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眼视光学院孔子学院 陈洁 2016-11 2019-11 2019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武汉大学 175 欧洲 法国 巴黎七大孔子学院 程静 2017-09 2019-09 2019 法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76 欧洲 瑞典 吕勒欧孔子学院 无 2019 瑞典语/英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西安交通大学 177 亚洲 日本 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日语 庞世瑾 010-58595751

西安外国语大学 178 南美洲 阿根廷 拉普拉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李芳军 2018-05 2020-05 2020 西班牙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西北大学 179 亚洲 菲律宾 布拉卡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魏水利 2016-06 2019-08 2019 英语/菲律宾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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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 180 欧洲 波黑 萨拉热窝大学孔子学院 喇维新 2015-11 2019-11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西南财经大学 181 北美洲 美国 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孔子学院 帅建林 2016-12 2019-06 2019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182 亚洲 哈萨克斯坦
阿布莱汗国际关系与外语大学孔子
学院

代远鸿 2017-09 2020-09 2020 俄语 吴桐 010-58595847

183 亚洲 泰国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 胡琳 2016-12 2019-12 2019 英语/泰语 刘博超 010-58595955

西南科技大学 184 南美洲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西南政法大学 185 北美洲 美国 蒙大拿大学孔子学院 宋必姝 2016-02 2020-02 2020 英语 郝盼 010-58595703

湘潭大学 186 欧洲 西班牙 莱昂大学孔子学院 陈晨 2014-11 2019-11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魏婧 010-58595702

新疆大学 187 亚洲 吉尔吉斯斯坦 贾拉拉巴德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廖成梅 2018-09 2020-09 2020 俄语 吴桐 010-58595847

新疆师范大学 188 亚洲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贾静芳 2015-03 2020-03 2020 俄语 吴桐 010-58595847

新疆职业大学 189 亚洲 蒙古 科布多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20 英语/蒙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云南大学 190 亚洲 伊朗 德黑兰大学孔子学院 马艳 2018-10 2019-12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云南师范大学 191 亚洲 缅甸 东方语言与商业中心孔子课堂 宋一杰 2014-10 2019-10 2019 英语/缅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长春师范大学 192 欧洲 西班牙 拉斯帕尔马斯大学孔子学院 刘旭彩 2016-10 2019-10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魏婧 010-58595702

长沙理工大学 193 非洲 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大学孔子学院 柳晓辉 2018-10 2020-10 2020 英语 齐凤丽 010-58595749

长沙理工大学
中交疏浚集团

194 亚洲 马来西亚 沙巴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马来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浙江大学 195 大洋洲 澳大利亚 西澳大学孔子学院 徐沁 2018-01 2020-01 2020 英语 闫泓静 010-58595722

浙江工业大学 196 北美洲 美国 瓦尔普莱索大学孔子学院 俞斌 2016-03 2019-03 2019 英语
周之畅 010-58595863
孙英林 010-58595882

197 非洲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大学孔子学院 谭旭东 2016-11 2020-11 2020 英语/法语 杜晏 010-58595747

198 南美洲 苏里南 苏里南大学孔子学院 林劲 2017-01 2020-01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199 非洲 喀麦隆 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200 非洲 莫桑比克 蒙德拉内大学孔子学院 郭建玲 2016-01 2020-01 2020 英语 刘昀 010-58595972

郑州大学 201 亚洲 印度 韦洛尔科技大学孔子学院 孙鹏 2015-09 2019-04 2019 英语
石卉 010-58595704
李婵 010-58595749

中国传媒大学 202 南美洲 巴西 南大河州联邦大学孔子学院 顾铁军 2013-04 2019-04 2019 葡萄牙语/英语 帅泽堃 010-58595982

西南大学

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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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赴任时间 离任时间 赴任年度 语  种

岗位要求
洲别 国  家 孔子学院（课堂）

现任院长序
号

汉办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中方合作院校

（多所院校，首位选派）

中国传媒大学 203 欧洲 塞尔维亚 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4 北美洲 美国 阿尔弗莱德大学孔子学院 喻继军 2016-07 2020-07 2019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05 亚洲 老挝 老挝国家广播电台广播孔子课堂 陈文政 2017-06 2020-06 2020 英语/老挝语 朱梅芬 010-58595990

中国计量大学 206 欧洲 捷克 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207 北美洲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魏德东 2016-08 2020-08 2020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208 亚洲 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 吴洋 2015-11 2019-11 2019 英语 郑孟林 010-5859598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209 欧洲 波兰 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 杨迎兵 2017-09 2019-08 2019 英语
王蕾 010-58595921
安实 010-5859583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10 南美洲 厄瓜多尔 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孔子学院 靳建芳 2018-08 2020-08 2019 西班牙语/英语 马礼瑶 010-58595752

中国政法大学 211 南美洲 巴巴多斯 西印度大学凯夫希尔分校孔子学院 宋庆宝 2015-04 2019-04 2019 英语 商若凡 010-58595940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12 北美洲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孔子学院 谢群 2018-08 2020-08 2020 英语 刘江伟 010-58595981

213 非洲 刚果民主共和国 外交学院孔子学院 郑为民 2018-10 2019/8/1 2019 法语 吴磊 010-58595750

214 欧洲 法国 奥尔良大学孔子学院 无 2019 法语
刘殊 010-58595875
崔欢 010-58595725

中山大学 215 亚洲 菲律宾 亚典耀大学孔子学院 梁广寒 2015-11 2019-11 待定 英语/菲律宾语 朱寒霜 010-5859594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6 欧洲 俄罗斯
俄罗斯国立职业师范大学广播孔子
课堂

程谟 2013-10 2019-10 2019 俄语 惠蕙/吴丹丹 010-58595876

中央民族大学 217 北美洲 美国 欧道明大学孔子学院 韩小兵 2018-01 2020-01 2020 英语 盛维国 010-58595941

中央音乐学院 218 欧洲 丹麦 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孔子学院 李昕 2015-08 2020-08 2020 英语 王峰 010-58595701

中国人民大学

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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