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 9日，来自华东四省一市的华东神学

院董事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召开华东神学

院 2013年董事会会议，会议由沈学彬董事

长主持。

华东神学院常务副院长徐玉兰牧师受谢

炳国院长的委托，向董事会汇报了 2012学年

院务工作，并向董事会提供了华东神学院

2012学年财务决算报告、2013学年财务预算

报告。大家一致肯定华东神学院过去一年所取

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盼望华

东神学院开办神学研究生的课程，多渠道地拓

展华东四省一市神学教育的院际交流。

华东神学院院长谢炳国牧师对大家的真

知灼见一一作了回应。最后大家磋商决定拟

在江西召开华东神学院 2014年董事会会议。

2013年 12月 12日，我院举行专职

教师教学研讨会，本院常务副院长徐玉

兰牧师与十余位专职教师参加本次会

议。

研讨会由副教务长王剑华牧师主

持。杨秀女老师以《以赛亚书》教学分享

为主题进行了交流。

杨秀女老师从《以赛亚书》的教学目

标、教学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大纲、参考

资料、教学疑难及今后努力方向与众位

老师交流了她教学的心得，并获得了其

他老师的积极回应。 研讨会气氛融洽、

活泼、热烈，众老师对如何更好地互相交

流教学经验、如何充实专业书籍资料、各

类课程内容如何能取得更好衔接等方面

提出了许多建议与方法。

徐玉兰副院长在最后总结时对杨秀

女老师的精心教学准备，以及认真、谦卑

的为人作风作了充分肯定，并勉励每位

教师在自身的教学上勤恳钻研，尽心负

责，为促进神学院的教学水平积极努力。



院长的话
谢炳国

日月如梭，时光如流。转瞬间一学期又在

快乐而有序的学习和工作中度过。

本学期从学院的管理，到教师的教学、学

生的事工、资源的分享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

的发展。8月初应澳大利亚基督教机构和神

学院的邀请，华东神学院组织部分教师访问

了悉尼和墨尔本，参访了五所神学院和多间

教会机构，进行友好而深入的交流。8月份在

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 2013年华东神学院董

事会，董事们对过去一年的成绩表示肯定，同

时也提出今后工作的宝贵建议。9月教师节

期间，全院教师参加了上海市民宗委组织的

宗教院校教师茶话会，进行院校管理、教学经

验等分享与交流。10月底神学院举行了第

28届运动会，贯彻学院“灵、德、智、体、群、

美”的办学方针，引导师生不仅追求美好灵

性，也须有健康身体。12月中旬，华东神学院

与浙江神学院师生在上海举行第二次神学教

育交流研讨会，学生讲道交流、教师教学分

享、球场运动比赛、师生联谊晚会等，丰富而

精彩。

华东神学院十分重视师生与教会的联

系，神学院是为教会培养人才，只有联系教会

实际，才能培养符合教会需要的人才。学院每

个学期安排三、四年级学生礼拜天到教会实

习讲道，并安排指导老师。组织一年级新生和

圣乐系学生不定期参访和了解教会事工，并

举行专场音乐崇拜。这些都有助于学生毕业

以后在教会的事奉。

回顾本学期这些事工，心中充满喜乐和

感恩。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希望同工、

老师、校友们继续为华东代祷和支持。相信华

东明天会更加美好。祝大家新春愉快、事奉力

上加力。



共筑神学教育未来之梦

2013年 12月 13至 14日，华东神学院

师生与浙江神学院师生在本院举行第二次神

学教育交流研讨会。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

会主席、华东神学院院长谢炳国牧师与浙江

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浙江神

学院副院长潘兴旺牧师出席了研讨会。

13日上午举行两院的第一个交流内容

“学生讲道交流”。讲道交流由华东常务副院

长徐玉兰牧师主持，华东谢炳国院长和浙江

潘兴旺副院长分别致辞。双方各选派三位同

学，每位讲道二十分钟，六位学生或动之以

情，或晓之以理传讲生命之道，让所有参与的

师生饱享了丰富的属灵盛筵。而双方各派出

的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给六位讲道者及在场

的人极大的启发与帮助。最后，谢炳国院长的

总评又给全体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宣道法之

课，为上午的讲道交流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下午，华东与浙江同学分别进行篮球、羽

毛球和乒乓球比赛，互相砌磋球艺。华东的篮

球队及羽毛球手技高一筹，而浙江的乒乓球

队之实力则不可小觑。双方队员在场上，奋力

拼搏，各不相让；在场下，则比肩共进，同桌欢

叙，尽显现代神学生蓬勃的朝气与活力，礼让

与风节，赢得欢畅，输得洒脱！

在两院学生们进行球类比赛的同时，老师

们则聚集一起，进行了一场深入、生动的教研

活动。华东谢炳国院长主持会议，浙江潘兴旺

牧师作了题为“建立基督教人才培养的新格

局”的主题发言，从神学教育的大视野构筑了

当前及未来神学教育的依归、导向、指针、坐

标、中心的中国教会之“梦”。华东副教务长王

剑华牧师则从华东神学院课程设置的理念、计

划及定时对相关课程设置的分析、调适等方面

介绍了华东多年来在课程设置及学生管理方

面的经验。浙江副教务长严蓉晖老师则介绍了

浙江神学院在加强对学生生命塑造的课程中

所做的尝试与改革；华东陈企瑞老师则分享了

她所担任的一门课的课件，介绍了她怎样在这

门课中实施她的教学方案，在教学中如何激发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如何将所学的理

论与当前教会及社会现实联系，并学习用圣经

真理及相关神学回应当下的处境。

2



13日晚，双方学生联合准备了一台主题

为“光中相交、爱中团契”的精彩的联谊晚会。

双方学生用诗歌、小品、短剧、合唱、重唱、器

乐等形式，诉说上帝的奇妙恩典，演绎人生百

态，警示无常世事，让两院师生随着晚会的节

目尽情地欢歌、严肃地思考、认真地反省，享

受了在光中的彼此相交、在爱中的相互团契。

14日礼拜天，两院师生在华东神学院礼

堂共同崇拜独一真神。谢炳国牧师主领，潘兴

旺牧师选读提多书 2：7－8、11－14 节，以

“至善生活的样式”为题，激励两院师生：做事

有好榜样；说话无可指责；今世敬虔度日。午

饭后，浙江神学院的师生意犹未尽，带着不舍

离开了上海，返回杭州。

此次两院间的交流，是继 2011年华东神

学院与浙江神学院师生交流的继续与深入。谢

牧师和潘牧师都肯定了此次交流，双方都收获

颇深，受益匪浅。希望并期待交流继续且更加

深入下去，更期望全国各地的神学院间都能有

这样的交流。中国教会要健康发展，实现中国

教会的“梦”，必须有一个神学教育的“未来之

梦”，这个“梦”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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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0月 25-26日，华东神学院举

行第 28届运动会。全校师生约 180位参加

运动会。常务副院长徐玉兰牧师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神学本科四个班级和圣乐科班级以

及教职工队伍着装整齐，喊着响亮的口号，迈

着矫健的步伐走进运动场。入场后，全体师生

起立，奏国歌，升国旗。

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在开幕式上分别

发言。运动员代表在发言中代表全体运动员表

示一定遵守比赛的规则，坚持“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体育风格，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此次

运动会设有广播操、拔河、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4×100m接力赛、象棋等比赛项目。华东神

学院每年举行运动会，贯彻“灵、德、智、体、群、

美”的办学方针，引导学生不仅有美好的灵性，

同时有健康的身体，荣神益人。

银运动员入场 银拔河比赛

银体操比赛 银排球赛

银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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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欢欣华人基督

教社团等澳大利亚

基督教机构和神学

院的邀请，上海市基

督教教务委员会主

席、华东神学院院长

谢炳国牧师率领华东神学院访问团于七月三

十日至八月五日访问了澳大利亚悉尼、墨尔

本的神学院和教会机构。访问团成员有徐玉

兰牧师、王剑华牧师、耿卫忠牧师、阮恩荣老

师、全少华同工。

访问团在悉尼分别参访了在澳大利亚颇

负盛名的摩尔神学院和莫林神学院。两个神

学院院长分别给予了热情接待，并与访问团

进行了座谈。对方分别详细介绍了自己神学

院的办学特色以及面对的挑战，如何应对世

俗化倾向和多元文化对教会的影响。我方也

分别向对方介绍了自己办学的特色，分享神

学教育得到当地教会倾力的支持经验。双方

就彼此关心的神学教育热点问题进行了讨

论。通过交流，彼此之间加强了理解，各自获

享了对方办学的成功经验。

在悉尼期间，访问团还参访了基督教机构

澳大利亚圣经公会和关爱神州协会。通过座谈

和交流，双方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访问团在墨尔本访问了墨尔本神学院和

长老会神学院。访问

团受到了墨尔本神学

院中英文部全体同工

的热情而形式多样的

接待。访问团特别和

中文部的同工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此次访问帮助访问团了解在澳

华人神学教育的状况，同时也使在澳的华人

神学教育者了解中国教会神学教育的状况和

愿景，探寻彼此之间进一步加强交流的方式

和途径。访问团还访问了教会机构欢欣华人

社团，社团跨越教会宗派的局限，整合教会不

同的资源，推动社会关怀和服务事工，把信仰

带向社区，以信仰服事社区。他们以书室、社

区电台、网络、书籍杂志出版、学习中心、学生

服务中心、基督徒宣教传播中心等多元的手

段、新颖的视角、综合的传播手段将基督教的

价值渗入到不同的社群，这些经验对中国教

会的社会关怀事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

墨尔本期间访问团还参访了圣公会教堂以及

当地华人教会并与之座谈。

通过访问，与澳大利亚的著名神学院、教

会机构和教会建立友谊，增进了解，确立互

信。对方的经验也为进一步提升华东神学院

的神学教育水平提供了一种思路，具有一定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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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1月 12日上午，台湾台南

圣教会访问团在总会长郑忠和牧师的带

领下，一行 6人访问华东神学院。上海基

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华东神学院院长

谢炳国牧师热情接待了来访的客人，并

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谢院长和学院部分

老师分别介绍了学院的师资、课程设置、

图书馆、圣乐等情况。通过此次交流，双

方在坦诚和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了了解，

交换了看法，纷纷表示希望今后可以有

进一步联系，有更多的交流，能在主里彼

此分享，促进在主内的友谊。

2013年 10月 11日下午，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李思

敬院长、张略副院长和周永健荣休院长等一行 3人访问

华东神学院，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华东神学院

院长谢炳国牧师热情接待客人，并进行了亲切交流。

谢炳国牧师介绍了华东神学院的师资、教学、管理、图

书馆等情况。李思敬院长也介绍了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的神学教育等情况。谢院长和李院长都盼望华东神学院

和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今后在神学教育方面加强交流。

客人们参观了神学院的礼堂、钢琴电教室及图书馆

等。常务副院长徐玉兰牧师和副教务长王剑华牧师参加

了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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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9月 25日，华东神学院举行中

国近代神学讲座，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

会主席、华东神学院院长谢炳国牧师主持，

全院师生 160多人出席。香港吴梓明教授

和伍德荣教授应邀来我院主讲。吴梓明教

授讲座主题为“诚静怡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运动”，伍德荣教授讲座主题为“理雅各的

宣教神学”。两位教授渊博的知识，深入的

解析，使全体师生对中国教会近代神学有

了深入的了解。

12月 11日下午，华东神学院

隆重举行 2012学年奖学金颁奖仪

式。每年教务处从灵、德、智、体、群、

美的角度，对学生在校的各方面表

现，进行综合的考量和评估，并量

化为分数，评出一等奖 5 名，二等

奖 3名，三等奖 3名，给予奖学金

和证书鼓励。

谢炳国院长与徐玉兰常务副

院长分别为奖学金获得者颁发荣

誉证书及奖金，并与奖学金获得

者合影留念。谢院长对全院学生

讲话劝勉，指出奖学金的设立旨

在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不断在学

业上取得进步；并希望神学本科

学生与圣乐科学生能够把握在校

四年与两年的时间，好好追求，全

人成长，装备自己，将来在教会中

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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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16日，华东神学院

常务副院长徐玉兰牧师和神学院部

分教师及圣乐科学生在上海大剧院

参加中国著名指挥家马革顺教授百

岁华诞师生专场音乐会。17日上午，

神学院部分教师参加了马革顺教授

百岁华诞座谈会。11月 27日，华东神

学院圣乐科七位学生在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参与马革顺教授百岁生日音

乐会的演唱。12月 31日，常务副院长

徐玉兰牧师登门看望马革顺教授，祝

贺其百岁生日。

华东神学院圣乐科自 2005年开

办以来，马革顺教授在耋耄之年仍积

极支持华东神学院的圣乐教育，在短

短几年时间里，马教授为圣乐科学生

授课、指挥等达五十余次之多，为圣

乐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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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吴灵芬教授：
圣乐合唱音响

圣
乐
讲
座

任华清讲师：荩
中国民族器乐

荨谭静芝博士：
中国教会音乐的面貌与路向

杨韵琳教授：荩
钢琴演奏的歌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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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方百里教授：
①钢琴教学法

②赞美诗的弹奏方法

孙维权教授：荩
即兴伴奏的技巧

荨王瑾副教授：
合唱热声训练

陶辛教授：圣乐巡礼荩

圣
乐
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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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7

日，华东神学院本科一

年级和圣乐科学生以及

班主任共 70多位，在上

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

主席、华东神学院院长

谢炳国牧师带领下，参

加上海怀恩堂主日礼

拜。圣乐科学生在礼拜

中献唱《赞美耶和华》、

《神啊，请差遣我》两首

诗歌。当圣乐科学生唱

到“神啊！请你差遣我！

去海岛，去山岭，去遥远

的沙漠。让我在家中，在

别处，在世间，在万国，

宣扬你的大恩德”时，会

众被深深打动。学生们

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也

唱出了自己的使命。谢炳国牧师在崇拜中讲

道，以“丰盛的生命”为题勉励弟兄姊妹不仅

要得基督的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

2013年 12月 22日，华东神学院圣乐科

学生应邀在嘉定善牧堂举行圣诞音乐崇拜。

本院常务副院长徐玉兰牧师证道。圣乐科学

生在崇拜中献唱《慈悲耶稣》、《圣诞夜》、《平

安》、《小鼓手》、《希望的期待》、《马利亚和圣

婴》等曲目，朱贵金牧师和周永慈老师分别独

唱《圣城颂》及《锡安的儿女，快乐欢欣》。圣乐

科学生最后献唱亨德尔的《哈利路亚》，据悉

这首歌是首次在善牧堂被唱响，气势磅礴的

圣乐大合唱，令全场会众都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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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讯 大 事 记
2013年 7月 -12月

2013年 7月 30日 -8月 5日，谢炳国院长率领华

东神学院访问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的神学院

和教会机构。

2013年 8月 9 日，我院在杭州举行华东神学院

2013年董事会会议。

2013年 9月 4日，我院举行新学期开学活动。福建

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岳清华博士担任培灵

会讲员。

2013年 9月 10日，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陶辛

教授应邀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圣乐巡礼”的讲座。

2013年 9月 10日，上海市民宗委院校处组织宗教

院校教师茶话会，我院十余位老师出席。

2013年 9月 9-12日，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

在北京召开，我院 4位代表出席会议。

2013年 9月 17日，谢炳国院长给圣乐科学生作题

为“今日中国教会”的讲座。

2013年 9月 18日，我院举行全院师生大会，传达

中国基督教第九次代表会议精神。

2013年 9月 24日，11月 13日，12月 10日，上海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瑾副教授应邀来给圣乐科作题为

“合唱热声训练”的系列讲座。

2013年 9月 25日，我院举行中国近代神学讲座，

谢炳国院长主持，全院师生 160多人参加。

2013年 9月 26日，福建连江益砌教会一行 23人

来我院参观。

2013年 10月 11日，我院接待香港中国神学研究

院访问团一行 3人来访。

2013年 10月 11日，我院接待澳洲哈该访问团一

行 4人来访。

2013年 10月 15日、29日，朱小强老师应邀给圣乐

科学生作题为“声乐技巧”的系列讲座。

2013年 10月 15日，市民宗委院校处来我院视察。

2013年 10月 15日，海外神学教育访问团一行 2

人来访我院。

2013年 10月 16日，香港吴梓明教授应邀给全院

师生作题为“从保罗书信看基督徒人生价值观”的讲座。

2013年 10月 21日，浦东新区机场镇耶稣堂义工

一行 50人来我院参观。

2013年 10月 22日，我院接待青岛市统战部和宗

教局领导以及青岛市宗教界代表人士一行 37人。

2013年 10月 23日，德国古爱华教授偕夫人来访

我院。

2013年 10月 23日，曹圣洁牧师应邀给全院师生

作题为“基督教伦理学”的系列讲座。

2013年 10月 23日，上海大学音乐学院任华清讲

师应邀给圣乐科学生作“民乐讲座与演奏”。

2013年 10月 25-26日，我院举行第 28届运动会。

2013年 11月 4日，上海沪东堂义工一行 42人来

我院参观。

2013年 11月 5日，19日，26日，上海音乐学院方

百里教授应邀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钢琴教学法”和“赞

美诗的弹奏方法”的讲座。

2013年 11月 6日，我院举行第 28届运动会颁奖

仪式。

2013年 11月 12日，台湾台南圣教会访问团一行 8

人在总会长郑忠和牧师的带领下来访我院。

2013年 11月 14日，谢炳国院长接待湖北省宗教

局和省基督教两会领导一行 3人。

2013年 11月 17日，我院神学科和圣乐科新生在

怀恩堂参加礼拜，圣乐科学生在礼拜中献唱《赞美耶和

华》、《神啊，请差遣我》两首诗歌。

2013年 11月 27日，我院圣乐科 7位学生在上海

东方艺术中心参与马革顺教授百岁华诞音乐会的演唱。

2013年 11月 28日，新加坡三一神学院林德平博士

来我院给神学本科四年级学生上“基督教教育”密集课程。

2013年 12月 3日，上海音乐学院杨韵琳教授应邀

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钢琴演奏的歌唱性”的讲座。

2013年 12月 6日，上海市基督教召开第十次代表

会议，我院 6位代表出席会议。

2013年 12月 8日，我院神学科和 （转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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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12月 25日，华东神学院举行圣

诞感恩献心圣餐崇拜和庆祝基督降生联欢会。

崇拜由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

华东神学院院长谢炳国牧师主礼，秦霞牧师

证道。崇拜中举行了献心礼，大家献上了

2014年自己的心愿，愿主成就。神学院本科

诗班与圣乐科诗班在崇拜中献唱，雄壮、神圣

的《哈利路亚》歌声感动在场的每一个人。全

校师生心存感恩领受圣餐。崇拜后，全体师生

合影留念。

下午，神学院举行师生圣诞联欢。联欢会

上，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许亢副处

长致辞，代表市民宗委向全体师生致以圣诞

问候。神学本科和圣乐科的同学精心准备各

种节目，如诗歌朗诵、三句半、舞蹈、圣剧、合

唱等，每个节目都表达了师生向神的感恩，和

对基督救恩的回应。最后，在圣诞祝福声中，

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感恩与喜悦。

圣乐科新生参访上海市虹口区景灵堂。

2013年 12月 11日，我院举行 2012学年奖学金颁

奖仪式。

2013年 12月 12日，我院举行专职教师教学研讨会。

2013年 12月 13-14日，我院师生与浙江神学院师

生在本院举行第二次神学教育交流研讨会。

2013年 12月 16日，我院部分教师及圣乐科学生在

上海大剧院参加马革顺教授百岁华诞师生专场音乐会。

2013年 12月 17日，我院领导看望曹圣洁牧师。

2013年 12月 17日，我院朱贵金牧师等三位老师

参加马革顺教授百岁华诞座谈会。

2013年 12月 17日，上海音乐学院孙维权教授应

邀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即兴伴奏技巧”的讲座。

2013年 12月 17日，中国音乐学院吴灵芬教授应

邀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圣乐合唱音响”的讲座。

2013年 12月 22日，我院圣乐科学生应邀在嘉定

善牧堂举行圣诞音乐崇拜。

2013年 12月 24日，香港谭静芝博士应邀给全院

师生作题为“拜父的重要认知”的讲座。

2013年 12月 24日，我院领导看望苏德慈牧师。

2013年 12月 19、20、24日，香港谭静芝博士应邀

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教会音乐牧养”的系列讲座。

2013年 12月 25日，我院举行圣诞感恩献心圣餐

崇拜和庆祝基督降生联欢会。

2013年 12月 26日，圣乐科徐玉俊老师在我院举

行圣诞独唱音乐会。

2013年 12月 27日，上海道教学院师生一行 52人

来访我院。

2013年 12月 30日，我院举行教师会议，将神学科

更名为神学系，将圣乐科更名为圣乐系。

2013年 12月 31日，沈阳音乐学院金石教授应邀

给圣乐科学生作题为“钢琴教学法”的讲座。

2013年 12月 31日，我院领导看望马革顺教授，祝

贺其百岁生日。

华东神学院举行 年圣诞活动

（接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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