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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1, 2017
Professor Junfang Wang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Weifang University
5147 East Dongfeng Street
Weifang, Shandong
China 261061
Dear Professor Wang,
I am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visit the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between September 1,
2017 and February 28, 2018 for a period of six months. During your visit, we wish to offer whatever
assistance we can to facilitate your research project o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Issues in Canada.”
I am specialized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methods,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multiculturism, racis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my research projects have been focusing on multiculturalism, new racism,
immig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nd China studies. I am willing to serve as your academic advisor and provide
assistance for your research.
Your visi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exchange academic views between Canadian and Chinese scholars. Given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your proposed research plan, I am very confident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complete your
research,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in Canada within six months. We expect you to
give a talk on your research to faculty memb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at the sociology seminar during your visit.
I understand that your research trip to Canada will be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Weifang University, including airfare,
accommodation, meals, and local transportation. Please inform us when your travel arrangement is finalized.
My colleagues and I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Yours sincerely

Li Zong, Ph.D.
Professor of Sociology

电话: (306) 966-6984
传真: (306) 966-6950
邮箱: li.zong@usask.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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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芳教授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潍坊学院
东风东街 5147 号，潍坊，山东，中国，261061

尊敬的王俊芳教授：
我很高兴邀请你作为客座教授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到 2018 年 2 月 28 日对萨斯喀彻温大
学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访问。在这期间，我们希望为你的研究项目“文化多样性与加拿大的种
族问题”的研究提供便利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我致力于社会学理论、研究方法、种族和族群关系、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主义、社会层
级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的研究项目主要侧重于多元文化主义、新种族主义、移民和
社会融合以及关于中国的研究。我愿担任你的学术导师，为你的研究提供帮助。
你的访问将是一个加拿大和中国学者之间交流学术观点的好机会。鉴于你提出的研究计
划的性质和范围，我相信你在加拿大的六个月内，能够完成你的研究，包括研究综述、数据
收集和分析等。我们期待你在访问期间与我们的教师和研究生交流你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明白，你的加拿大访问之旅将由潍坊学院资助，包括机票、住宿、膳食、和当地的交
通等。当你的研究之旅确定后请告知我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期待您的光临。

宗力（签名）
宗力，博士
社会学教授

日程安排
2017 年 9 月 1 日
由北京乘坐 AC030 航班（16:05PEK —— 11:25YVR）飞加
拿大温哥华，转 AC8574 航班（15:50YVR——18:43YXE）飞萨斯
卡通市，抵达萨斯喀彻温大学。
2017 年 9 月 1 日—15 日
到萨斯喀彻温大学文理学院报到，办理入学相关手续并与导
师见面，领取访学日程安排和课程计划，熟悉工作学习环境，准
备听课学习和调研。
2017 年 9 月 16 日—2017 年 1 月 31 日
按照萨斯喀彻温大学要求，在文理学院的社会学系参与有关
加拿大多元文化、民族和种族问题的合作项目，并将参与课程、
会议及其他专业活动，问卷调查加拿大文化多样性的现状和种族
问题，并进行一些有关的访谈和交流，获取加拿大文化多样性和
族群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和加拿大其他城市
的图书馆和相关机构，与专家、教授交流切磋，收集前沿学术资
料。
2018 年 2 月 1 日—2 月 15 日
对本次访学进行总结，尽力弥补前期学习、工作的不足及遗
漏事项。
2018 年 2 月 16 日—2 月 25 日
与莫斯大学做好交接，办理有关离校手续，准备归国事宜。

2018 年 2 月 27 日——2 月 28 日
由萨斯卡通乘 AC8577 航班（06:30YXE——06:45YVR），由
温 哥 华 转 乘 AC029 航 班 （ 12:30YVR 19:00 — — 2 月 28 日
16:00PEK）飞北京，由北京乘坐火车返回潍坊，回校报到。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简介
萨斯喀彻温大学简称萨省大学，成立于 1907 年。萨斯喀彻温大学位于加拿大中部大草
原上的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在南萨斯卡通河河畔。占地面积 755 公顷，其建筑风
格独特，校园风景如画，是加拿大最迷人的校园。该校素以学风严谨，教育水平高而闻名，
它曾培养出了两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Gerhard Herzbergh 和 Henry Taube)，还有 5 名
KillamFellowship 获得者，以及许多的罗伯特奖获得者。近几年，在加拿大最具权威的
MacLean 杂志排名中，该校均位列该国医学博士类大学前十位。200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和高等教育研究所共同进行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中，入围
世界大学 500 强。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努力推动国际化，并给校园提供了许多国际化的服务和资源。萨
斯喀彻温大学工程学院在北美处于前 20 名之列，计算机系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力在加拿
大排名第一。

基于强大的师资和研究实力，萨斯喀彻温大学是专业设置最全的加拿大大学之一。大学
有 13 个学院，58 个本科专业，65 个硕士专业，60 个博士专业课程以及博士后研究项目。
13 个学院分别是：农业学院、文理学院、商业学院、牙科学院、教育学学院、工程学学院、
研究生学习和研究学院、运动机能学学院、法律学院、医学学院、护理学院、兽医学院、药
剂学和营养学学院。

该大学最大的学院——文理学院开设了包括计算机、经济学等在内的 40 多个专业。仅
在生物学科，就设有 40 多个相关专业。在生物技术、化学、神经学、免疫学、大气研究、
地质、农学、光学等科研领域中，萨斯喀彻温大学在北美和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该校
教学设施完善，规模庞大，有加拿大规模最大、最成功的研究机构。另外，萨斯喀彻温大学
是加拿大唯一一所同时致力于人类、动物和植物研究的大学。萨斯喀彻温大学还在校园内设
了一家教学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