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期 总第62期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

目 录

中心动态

    1.2017年社科MBA复试工作圆满完成　　　　　　　　　　　　　　　　　　　　　　　　　　　 03

    2.法国SKEMA商学院苏州校区校长一行来访我院MBA教育中心并签署双学位项目合作协议　　　　　04

学生活动　　

    1.交换学习生活  如梦之旅　　　　　　　　　　　　　　　　　　　　　　　　　　　　　　　　06

    2.我院MBA学生举行第六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校内选拔赛　　　　　　　　　　　　　　09

01



02

简报简介

简报性质：内部交流刊物。

简报周期：每月月末发布。

简报内容：▲中心要闻：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重要会议、活动。

▲中心动态：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会议、活动。

▲名师讲堂：记录本月中心开展的论坛讲座和主要课程动态。

▲学生活动：记录本月中心 MBA学生参与的论坛等活动。

《MBA教育中心工作简报》组稿：每月进行征稿，各部门结合当月具体工作进行

信息稿件的整理，整理后提交至综合办公室，由综合办公室负责汇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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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中心动态

一、2017 年社科MBA复试工

作圆满完成

2017 年 3 月 4 日至 5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在望京办公区举行社科

MBA 项目复试工作。社科 MBA 项目自 2010 年首

次招生以来，凭借社科院品牌优势和优质的师资

阵容，吸引了越来越多考生的关注。此次复试超

过 300 名考生申请，经过严格筛选，200 余名考

生参加了此次复试。

复试组织实施过程中，MBA 教育中心严格按

照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以及《中国社会院研究生

院 2017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的规定执

行，坚持“按需招生、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宁缺毋滥”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复试工作，提高招

生选拔质量。严格管理、严密程序，确保复试工作

的科学公平、规范透明。

本次复试采取个人综合素质面试及政治笔

试形式。面试由校内导师、特聘导师及面试秘书

组成的五人面试小组对考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测

评，坚持能力与知识考核并重，着重加强对考生

创新精神和能力、专业兴趣、职业素养以及职业

规划等方面的考核。

复试工作是保证录取质量的关键环节，MBA

教育中心将继续秉承“人文兴民族兴，教育强中华

强”的办学理念和“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

精神，做好后续录取和人才培养工作！

为选拔更多优秀人才，2018 年 MBA 教育中心

将继续实行提前面试招生政策，届时请关注中心

官网的相关通知，欢迎广大考生报名参加！

  图 1：复试工作会议现场

  图 3：政治考场

图 2：个人综合素质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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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国 SKEMA商学院苏州

校区校长一行来访我院 MBA

教育中心并签署双学位项目

合作协议

2017 年 3 月 9 日下午，法国 SKEMA 商学院

苏州校区 Laubie Li 校长一行来访我院 MBA 教

育中心并商谈合作交流事宜。MBA 教育中心执行

副主任赵卫星博士、中心主任助理刘晓红老师和

国际合作部张旭老师参加了会谈。会上双方就合

作交流事宜展开会谈并签订了双学位项目合作

协议。

赵主任首先对 SKEMA 商学院苏州校区李校

长一行表示了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及 MBA 教育中心的

基本情况和发展前景。同时，赵主任简要回顾了

我院与法国 SKEMA 商学院多年的合作交流情况，

并明确了进一步加强合作交流的意向。他希望双

方在原有合作基础之上，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

访、合作研究以及共同培养双学位学生，通过双方

的共同努力，不断深化合作交流。

随后，李校长介绍了 SKEMA 商学院的近期发

展状况。SKEMA 商学院已获得欧洲商学院质量认

证体系（EQUIS）、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和

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AMBA）三项认证，成为世

界排名前 1% 的商学院。这也是对 SKEMA 商学院出

色的专业设置、学习机制和国际化的实习等高水

平教学质量的认可。李校长也充分肯定了 SKEMA

商学院与我院的稳定合作关系，并非常认同赵主

任提出的与 MBA 教育中心的合作意向。

  图 1：签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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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双方代表对合作交流的细节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并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签订了双学

位项目合作协议。

SKEMA 商学院校长一行此次来访，不仅为我院

MBA 学生提供了更多获得境外教育和学位的机会，

也进一步深化了我院与 SKEMA 商学院的合作关系。

与李校长一同来访的教授 Ludovic Dibiaggio

于 3 月 11 月下午为我院 MBA 学生开展了题为《高

科技创新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走向的影响》的讲

座。Ludovic 教授是 SKEMA 商学院的经济学终身

教授并主管博士项目，同时也是知识、科技和组织

研究中心的主任。Ludovic 教授的讲座受到了学生

的热烈欢迎，讲座结束后不少自主创业的学生还向

教授提问咨询并与教授合影留念。

  图 3：Ludovic 教授为我院 MBA 学生开展讲座

  图 2：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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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换学习生活  如梦之旅

从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项目

时就开始关注荷兰蒂尔堡大学 TIAS 商学院交换

生项目，到学习期间多次的询问细节，听宣讲，学

习英语，准备材料和面试，与单位沟通请假事宜，

到 终踏上了赴荷兰 TIAS 商学院交换学习的旅

程，实践证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而两个

月的交换生生活也真的不虚此行，很多事情，去

想象和去做终究是两回事，也许过程中会遇到你

未曾设想的困难，但也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

论及这两个月感受 深的，无疑还是语言，

毕竟语言是生活、学习的基础。而对于语言水平

一般的我来说，也在随时受到挑战。首先是对于

老师的讲授需要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并迅速反

应，一堂课下来，中翻英，英翻中在不断交替，用

英语思维确实是理想状态，需要更多时间的语言

“浸入”。在小组讨论时语言问题会更加明显。因

为小组成员来自各个国家，他们的语音、语速并

不像老师那么标准。需要理解他们所讲的内容，

同时思考和表达怎样去完成任务。语言劣势在大

部分中国学生中都有体现。很多平时非常健谈的

同学在课堂表达时会因为词汇量有限而让观点、

表现大打折扣。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在留学前打

下更坚实的语言基础还是必要的。当然，在国外

的环境下，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机会去锻炼。课堂之

外，英语书籍刊物、电视、日常交流、活动，都是提

升的方式， 重要的还是“走出去”，这里所说的走

出去绝不仅是地域，更重要的是心理。

教学方式。在社科一年多的学习，已经相对熟

悉了 MBA 的教学方式，尤其是案例式教学。但

TIAS 商学院的教学方式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新

的体验。在这里，每门课都有 1/3 的时间用于小组

讨论，团队展示。小组表现在科目分数中占很大比

重，所以每个成员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讨论时的任

务分工、团队协作、观点碰撞是随时进行的。每个

人也都需要到所有人面前用 PPT 等形式讲解团队

成果。这对于领导力、协作力、演讲能力等都是一

个锻炼。而且这些小组任务形式非常多样，比如

consulting 的一次练习是案例模仿，通过情景

模拟、视频录制的方式找到管理沟通中出现的问

题；digital marketing 课程的一个小组任务是

在 Google 上用关键词推广某一产品，学校给每个

小组“真金白银”去实际在线操作，学生可以真实

的看到受众的点击量，消耗的金额，以及带来的收

入。这种实际的操作无疑会让学习效果加倍。此

外，学校还有每年两次的 study trip，到欧洲其

他国家学习，以及多次的企业访学。



07

三月份学生活动

思维方式，文化碰撞。在一个有着 18 个国家

生源的学校，思维方式的不同，文化的多样性是必

然的，这当然也是国际化的商学院的一个优势。很

多学生感慨，到这里学会的第一件事是理解不同

的文化和包容。当然，这种交流不仅局限于学校

内，生活中更是无处不在。比如我们居住的公寓里

就有荷兰、爱尔兰、哥伦比亚、法国、德国、意大利、

智利、墨西哥等国家的室友，关于各个国家的经

济、政治、人文、国际关系等经常会成为讨论话题。

“我可以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

权力”在我们看来是最应当遵循的原则。

时间管理能力。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在 TIAS 商

学院本校学生和我们交换生身上都体现得非常明

显。商学院的课程节奏非常快，基本一周就要完成

一门课程的教学，接下来是作业和考试，而在准备

这门课程的作业和考试的同时，下一门课程也在进

行，学生们要适应这样快节奏的教学，必须充分利

用时间。而对于我们交换生来说，虽然没有这边学

业的压力，也需要准时提交社科的作业，准备毕业

论文，再加上带过去的工作和出行计划，也是感觉

“马不停蹄”，让人感慨有效利用时间、战胜“拖延

症”的重要。

图 2：TIAS 商学院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图 1：TIAS 商学院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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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经常有人说“一出国，就爱国”，其

实很简单，每个人聊天的第一句话都是“where 

are you from ？”，国家是每个人最重要的背景。

而在作为交换生学习的这段时间，也切实感受到

了中国在世界的重要位置，基本上每门课的老师

在举例时都会提及中国，小组讨论在选择市场拓

展目的地时 90% 的学生会选择中国，路上有人见

到会主动用汉语说“你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

快和市场之大使其成为世界的焦点，这是令我们

骄傲的。但同时，空气质量、社会保障、幸福指数等

方面的问题又让人非常无奈。这种又爱又恨的复

杂感受便是一个公民对于他的国家的真实情感。

这些也算是旅行的乐趣之一了。当很多“梦想之地”

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内心的震撼还是非常强烈的。

这些行走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世界，了解到不同

地方的文化、历史、建筑和生活方式。

思考，感悟。一直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无法

抽身的我们，终于有了一次暂时从陀螺般的日子抽

身的机会，可以跳出来重新审视原来的生活，有机

会看清自己，看清一些人一些事。我也曾经说“领悟

到了人生的真谛”，有些夸张和玩笑成分，但确实有

了新的感悟，明白对于自己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两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从接到通知时的兴

奋，到充满期待，再到初到时的文化冲击，第一天到

学校的忐忑，遇到困难时的低落，有了新朋友的喜

悦，看到不同地方景观的震撼，同胞互助的感动以

及对家的想念。短短两个月，心情经历了各种跌宕

起伏。回来一周的时间，还觉得过去的两个月如同

一场梦。这趟如梦般的旅程结束了，它给我们留下

了很多美好回忆。如果说人生就是一场旅行，那么

这次交换生生活必定是旅程中重要的一个段落。

最后，不能免俗地“谢谢 CCTV、MTV”。对于母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提供的这次机会，对于

MBA 教育中心老师的工作、对于在荷兰的社科同学

的帮助、对于家人的支持，对于同行的彼此，发自内

心的道一声“感谢”，因为你们，才有了这次美好的

旅程，和一生难忘的回忆。而这次旅程，也将是我们

未来前行的动力。

走走看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两个月的

生活当然不能仅限于课堂。利用没有课的时间，我

们走了周边几个国家。在国外独自出行本身就是一

种锻炼，搜索信息、规划行程、定机票、定酒店、找路

……虽然要操的心很多，也出现过一些小状况，但

图 3：在 TIAS 商学院的中国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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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院 MBA 学生举行第六

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

赛校内选拔赛

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是在亚太地区

顶级商学院 MBA 学员群体中展开的一项竞技体

验式文化赛事。各院校参赛的 MBA 学员通过徒步

穿越 70 公里沙漠的竞技比赛，亲自体验和践行

环保、协作、坚持、责任的赛事理念。我院 MBA 同

学在总结往届比赛经验的同时，为第六届亚太地

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2017 年 3 月 5日下午，阳光明媚，晴空万里。

我院预备参加第六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

赛的同学放弃了休息时间齐聚北京奥林匹克森

林公园南园，开启了首次“沙六”训练及选拔活

动。同学们不惧寒冷，迎着 4 级以上的强风开始

了拉练准备，参加本次选拔赛的同学有：郭东、

李莉、雷洁、郭彤彤，董环、纪鹏、秦宇、杜晓楠、张

洋等。本次训练赛中，同学们统一使用咕咚跑步

软件进行了计时，起点、终点和补给点同为“壹季

训练营”南园店，赛程每 5 公里后签到确认一次。

我院第六届亚太地区商学院沙漠挑战赛校内选拔

赛的最终成绩将根据选拔成绩、平时训练表现和

出勤率等方面综合评定。

最终郭东同学以 2 小时零 3 分完成了 20.07

公里的里程，李莉同学 2 小时 37 分跑完了 21.42

公里的里程，雷洁同学以 2 小时 52 分完成了

21.12 公里的里程，纪鹏同学以 2 小时 39 分完成

了 21.28 公里的里程，其他同学也都根据自己的

身体状况跑完了不同的里程。通过室外集体训练

大大提高了同学们参赛的热情和积极性，同学们

也纷纷表示愿意继续参加后面的选拔和训练，为

集体和学校争光。

图 1：参加本次校内选拔赛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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