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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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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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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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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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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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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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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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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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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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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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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06

一月份学生活动

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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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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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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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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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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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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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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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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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学生活动

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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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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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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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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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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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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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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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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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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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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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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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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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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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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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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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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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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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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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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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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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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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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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11

一月份学生活动

四、探索咨询与战略的奥

秘——我院 MBA 学生北大

纵横访学行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践部组织的“社科 MBA 企

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圆满落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 30 余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

次访学。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

宝山、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以及社科校

友候憧接待了我院师生的来访。

北大纵横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

和领导者，不仅熟悉深奥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规

律，更是把世界上先进、成熟、实用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运用于企业，变成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

义的可操作和执行的方案，这既是管理咨询顾

问的价值体现，也是北大纵横主张的教授、咨询

顾问和企业家管理“三层面”理论的实现方式。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

践部组织者代表访学团感谢北大纵横领导的热情

接待。

随后，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向各位同

学介绍展示了北大纵横的业务范围、工作模式、工

作策略方法及具体实例。高总介绍到，作为中国本

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北大纵横牢记

“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个性

服务和终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与服务过的客户建立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受到客户的尊重，

更要受到同行的尊重和员工的尊重。北大纵横愿意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愿成为企业家挑战新高度时

手中的那根撑杆，帮助企业跳得更高、跃得更远。

接下来，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

长宝山先生给大家深入地讲解了咨询行业更深刻

的含义。宝总谈到在北大纵横走过的十余年发展

历程中，成功地为近千家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这

是本土咨询业探索和发展的缩影。通过专一小组、

专一服务的驻场式工作方式和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已成功地解决了规模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解决了保证服务质量与保持企业发展

速度之间的关系。

宝总认为，客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方案的价

值，更是咨询公司通过把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拼

命”工作的敬业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知识转移”与

“示范效应”的价值，同时借助品牌和声誉的积累

提供强大的影响力价值。

  图 1：社科 MBA 企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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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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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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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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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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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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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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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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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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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咨询与战略的奥

秘——我院 MBA 学生北大

纵横访学行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践部组织的“社科 MBA 企

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圆满落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 30 余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

次访学。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

宝山、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以及社科校

友候憧接待了我院师生的来访。

北大纵横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

和领导者，不仅熟悉深奥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规

律，更是把世界上先进、成熟、实用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运用于企业，变成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

义的可操作和执行的方案，这既是管理咨询顾

问的价值体现，也是北大纵横主张的教授、咨询

顾问和企业家管理“三层面”理论的实现方式。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

践部组织者代表访学团感谢北大纵横领导的热情

接待。

随后，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向各位同

学介绍展示了北大纵横的业务范围、工作模式、工

作策略方法及具体实例。高总介绍到，作为中国本

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北大纵横牢记

“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个性

服务和终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与服务过的客户建立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受到客户的尊重，

更要受到同行的尊重和员工的尊重。北大纵横愿意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愿成为企业家挑战新高度时

手中的那根撑杆，帮助企业跳得更高、跃得更远。

接下来，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

长宝山先生给大家深入地讲解了咨询行业更深刻

的含义。宝总谈到在北大纵横走过的十余年发展

历程中，成功地为近千家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这

是本土咨询业探索和发展的缩影。通过专一小组、

专一服务的驻场式工作方式和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已成功地解决了规模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解决了保证服务质量与保持企业发展

速度之间的关系。

宝总认为，客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方案的价

值，更是咨询公司通过把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拼

命”工作的敬业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知识转移”与

“示范效应”的价值，同时借助品牌和声誉的积累

提供强大的影响力价值。

  图 1：社科 MBA 企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

12

一月份学生活动

 经过宝总、高总近两个小时的分享，每位同

学对北大纵横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企业

咨询行业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在互动环节

中，同学们分别从自身出发，提出不同行业和领

域方面的问题，宝总均给出了极为专业的解答，

同学们都收获颇丰。

随后，在北大纵横项目经理侯憧的带领下，

参访学员参观了北大纵横位于盘古大观的办公

场所。在这里学员们更直观地接触了北大纵横

的企业管理氛围、办公环境、办公场所。侯总介

绍说，由于多数员工都是在项目企业现场办公，

所以公司办公的人看着会比较少。整面墙的荣

誉奖牌以及多所院校实习基地的牌子都说明了

北大纵横的专业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图 3：参访学员与宝总面对面交流

  图 2：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宝山做演讲

本次活动参观结束后，学员们不仅从行业角

度看到了咨询行业的良好发展趋势，更是深刻地

体会了专业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触动。本次访学

之行启发了思路、开拓了眼界，对学员今后的学

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最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为本次北大纵横

访学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以访促学，知行合

一，相信未来的企业访学活动中会有更多的老

师、同学参与，也为社科 MBA 品牌的提升做出积

极的贡献。

 图 5：我院 MBA 访学团与北大纵横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

  图 4：北大纵横侯总带领 MBA 访学团队参观办公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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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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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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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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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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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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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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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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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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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咨询与战略的奥

秘——我院 MBA 学生北大

纵横访学行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践部组织的“社科 MBA 企

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圆满落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 30 余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

次访学。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

宝山、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以及社科校

友候憧接待了我院师生的来访。

北大纵横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

和领导者，不仅熟悉深奥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规

律，更是把世界上先进、成熟、实用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运用于企业，变成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

义的可操作和执行的方案，这既是管理咨询顾

问的价值体现，也是北大纵横主张的教授、咨询

顾问和企业家管理“三层面”理论的实现方式。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

践部组织者代表访学团感谢北大纵横领导的热情

接待。

随后，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向各位同

学介绍展示了北大纵横的业务范围、工作模式、工

作策略方法及具体实例。高总介绍到，作为中国本

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北大纵横牢记

“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个性

服务和终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与服务过的客户建立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受到客户的尊重，

更要受到同行的尊重和员工的尊重。北大纵横愿意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愿成为企业家挑战新高度时

手中的那根撑杆，帮助企业跳得更高、跃得更远。

接下来，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

长宝山先生给大家深入地讲解了咨询行业更深刻

的含义。宝总谈到在北大纵横走过的十余年发展

历程中，成功地为近千家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这

是本土咨询业探索和发展的缩影。通过专一小组、

专一服务的驻场式工作方式和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已成功地解决了规模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解决了保证服务质量与保持企业发展

速度之间的关系。

宝总认为，客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方案的价

值，更是咨询公司通过把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拼

命”工作的敬业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知识转移”与

“示范效应”的价值，同时借助品牌和声誉的积累

提供强大的影响力价值。

  图 1：社科 MBA 企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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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宝总、高总近两个小时的分享，每位同

学对北大纵横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企业

咨询行业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在互动环节

中，同学们分别从自身出发，提出不同行业和领

域方面的问题，宝总均给出了极为专业的解答，

同学们都收获颇丰。

随后，在北大纵横项目经理侯憧的带领下，

参访学员参观了北大纵横位于盘古大观的办公

场所。在这里学员们更直观地接触了北大纵横

的企业管理氛围、办公环境、办公场所。侯总介

绍说，由于多数员工都是在项目企业现场办公，

所以公司办公的人看着会比较少。整面墙的荣

誉奖牌以及多所院校实习基地的牌子都说明了

北大纵横的专业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图 3：参访学员与宝总面对面交流

  图 2：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宝山做演讲

本次活动参观结束后，学员们不仅从行业角

度看到了咨询行业的良好发展趋势，更是深刻地

体会了专业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触动。本次访学

之行启发了思路、开拓了眼界，对学员今后的学

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最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为本次北大纵横

访学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以访促学，知行合

一，相信未来的企业访学活动中会有更多的老

师、同学参与，也为社科 MBA 品牌的提升做出积

极的贡献。

 图 5：我院 MBA 访学团与北大纵横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

  图 4：北大纵横侯总带领 MBA 访学团队参观办公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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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代新气象  筑梦社

科砥砺前行——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隆重举行

 春秋风雨，华光绽放。2018 年 1月 13 日晚，

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在宁夏大厦隆重举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

科老师；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

国际合作部主任刘晓红老师；MBA 教育中心吕

世亮老师、周建杰老师、姚雪梅老师、车欣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贾超出

席了本次晚会。各位与会嘉宾与我院 2016 级、

2017 级 MBA 同学，历届校友，相关赞助商及媒体

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了晚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

理杨小科老师为本次晚会致辞，杨老师在致辞

中回顾了 2017 年我院 MBA 同学取得的辉煌成

绩，并向全体与会人员致以新年的祝福。放眼

2018，希望同学们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共同砥砺

前行，争创更加傲人的成绩！同时，杨老师对我

院 MBA 分会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我院

MBA 分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希望。

  图 1：本次晚会主持人

整场晚会精彩连连，高潮迭起。在“车祸现

场”乐队一首激情四射的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中，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正式拉开

帷幕。

随后，MBA 教育中心刘晓红老师演唱歌曲

《祖国你好》，刘老师专业的唱功点燃了全场观

众的热情，演唱结束后刘老师还为大家送去了

由衷的新年祝福。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老师
　　　致辞

  图 3：“车祸现场”乐队表演《don’t break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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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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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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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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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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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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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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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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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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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咨询与战略的奥

秘——我院 MBA 学生北大

纵横访学行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践部组织的“社科 MBA 企

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圆满落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 30 余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

次访学。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

宝山、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以及社科校

友候憧接待了我院师生的来访。

北大纵横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

和领导者，不仅熟悉深奥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规

律，更是把世界上先进、成熟、实用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运用于企业，变成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

义的可操作和执行的方案，这既是管理咨询顾

问的价值体现，也是北大纵横主张的教授、咨询

顾问和企业家管理“三层面”理论的实现方式。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

践部组织者代表访学团感谢北大纵横领导的热情

接待。

随后，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向各位同

学介绍展示了北大纵横的业务范围、工作模式、工

作策略方法及具体实例。高总介绍到，作为中国本

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北大纵横牢记

“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个性

服务和终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与服务过的客户建立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受到客户的尊重，

更要受到同行的尊重和员工的尊重。北大纵横愿意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愿成为企业家挑战新高度时

手中的那根撑杆，帮助企业跳得更高、跃得更远。

接下来，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

长宝山先生给大家深入地讲解了咨询行业更深刻

的含义。宝总谈到在北大纵横走过的十余年发展

历程中，成功地为近千家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这

是本土咨询业探索和发展的缩影。通过专一小组、

专一服务的驻场式工作方式和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已成功地解决了规模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解决了保证服务质量与保持企业发展

速度之间的关系。

宝总认为，客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方案的价

值，更是咨询公司通过把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拼

命”工作的敬业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知识转移”与

“示范效应”的价值，同时借助品牌和声誉的积累

提供强大的影响力价值。

  图 1：社科 MBA 企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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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宝总、高总近两个小时的分享，每位同

学对北大纵横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企业

咨询行业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在互动环节

中，同学们分别从自身出发，提出不同行业和领

域方面的问题，宝总均给出了极为专业的解答，

同学们都收获颇丰。

随后，在北大纵横项目经理侯憧的带领下，

参访学员参观了北大纵横位于盘古大观的办公

场所。在这里学员们更直观地接触了北大纵横

的企业管理氛围、办公环境、办公场所。侯总介

绍说，由于多数员工都是在项目企业现场办公，

所以公司办公的人看着会比较少。整面墙的荣

誉奖牌以及多所院校实习基地的牌子都说明了

北大纵横的专业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图 3：参访学员与宝总面对面交流

  图 2：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宝山做演讲

本次活动参观结束后，学员们不仅从行业角

度看到了咨询行业的良好发展趋势，更是深刻地

体会了专业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触动。本次访学

之行启发了思路、开拓了眼界，对学员今后的学

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最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为本次北大纵横

访学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以访促学，知行合

一，相信未来的企业访学活动中会有更多的老

师、同学参与，也为社科 MBA 品牌的提升做出积

极的贡献。

 图 5：我院 MBA 访学团与北大纵横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

  图 4：北大纵横侯总带领 MBA 访学团队参观办公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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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代新气象  筑梦社

科砥砺前行——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隆重举行

 春秋风雨，华光绽放。2018 年 1月 13 日晚，

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在宁夏大厦隆重举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

科老师；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

国际合作部主任刘晓红老师；MBA 教育中心吕

世亮老师、周建杰老师、姚雪梅老师、车欣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贾超出

席了本次晚会。各位与会嘉宾与我院 2016 级、

2017 级 MBA 同学，历届校友，相关赞助商及媒体

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了晚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

理杨小科老师为本次晚会致辞，杨老师在致辞

中回顾了 2017 年我院 MBA 同学取得的辉煌成

绩，并向全体与会人员致以新年的祝福。放眼

2018，希望同学们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共同砥砺

前行，争创更加傲人的成绩！同时，杨老师对我

院 MBA 分会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我院

MBA 分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希望。

  图 1：本次晚会主持人

整场晚会精彩连连，高潮迭起。在“车祸现

场”乐队一首激情四射的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中，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正式拉开

帷幕。

随后，MBA 教育中心刘晓红老师演唱歌曲

《祖国你好》，刘老师专业的唱功点燃了全场观

众的热情，演唱结束后刘老师还为大家送去了

由衷的新年祝福。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老师
　　　致辞

  图 3：“车祸现场”乐队表演《don’t break my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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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学们自导自演的相声快板《傻女婿

拜年》，小品《天使面馆》爆笑全场。《乐饮茶香》将

古乐、茶与香巧妙结合，尽显窈窕温柔之美。教师

家属李枫小朋友献上的啦啦操独舞《花球自选》

更是将全场的气氛推入了高潮。其中，社科 MBA

篮球队的漫威主题走秀向大家展示了阳光积极、

朝气蓬勃的精神气息。紧接着，各个班级共同完

成了歌曲合唱，在声声传唱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集

体的凝聚力和温暖，正如歌词中所唱，用相知相

守换地久天长。

  图 4：MBA 教育中心刘晓红老师演唱歌曲《祖国你好》

 图 5：小品《天使面馆》

  图 6：《乐饮茶香》节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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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科院之忆——北京交

流学习记
北京是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交融的

城市，初来乍到的第一天迎接我的是北京的蓝

天。呼吸到北方干爽的空气，听到爽朗的儿化

音，原来这就是北京。是呀……北京我来了！

一学期的交流就这样结束了，感谢在北京认

识了情深义重的各位。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和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北京…

…我走了，却不曾离开。

北京城四格方正，骑着共享单车去认识二

环内的京城。建国门大街一路向西，两旁的各

单位总部建筑有新式也有古式。东单，在台湾

的时间就想来这朝圣，日落东单是篮球同好来

北京要拜访的圣地，野球的氛围很重，这才是

地道的北京球场，而对面则是东方广场和王府

井步行街。再往前走，红墙黄瓦印入眼帘，高

墙院落古色照人，紫禁城是宏伟的。走过景山

前街，看了鲁迅、梁实秋、老舍等名人的故居，

想想他们曾在这里生活、写作，就好像回到了

当年。钟鼓楼下胡同深，每次在胡同里穿梭和

大爷大妈问路时他们总会跟你说很多故事，你

就会知道这才是老北京的生活。

为期四个月的实习，在学校和企业间来回穿

梭，接触到了实习公司来自大江南北的同仁，代表

着不同的思维和相处模式，有的直白也有的含蓄，

抱持着学习的态度，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各

同仁之间的相处方式。同是天涯北漂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相互关照彼此竞争是我们最好的沟通。

在每一次与社科院研究生院同学的交流中，总

能听到不同的思想观点，学习用更开放的角度去分

享与接受新的事物。休娱时间里，爬西山、看大地、

喝花茶、谈文学，芳华岁月里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在

生活中深刻的观点，这些我都会记得，谢谢你们。

  图 2：紫禁城墙边角楼

  图 3：不散筵席盼重逢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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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短暂而永恒的

110 天
2017 年 10 月，带着些许欣喜与期待，我踏上

了美丽宝岛——台湾，有幸来到南投埔里镇的暨

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近 4 个月的交换学习经历

让我收获满满，110 天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期间

所有的经历却让我有了深刻的感悟，成为了我永

恒的记忆。

回来之后，很多人都会问这 4 个月学到了什

么，收获了什么。是眼界？是见识？还是……

其实，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说了很多，但令

我刻骨铭心的有两样：一种是无论何种境地都可

以有很好的自理生存能力；一种是宠辱不惊看庭

前花开花落的平常心态。我想这两样足以让我终

身受益。

一、对台湾的总体印象：热情、清洁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湾人的热情、环境的洁

净、人们的从容和文化的多元。

1．温情无处不在

在我的印象里，“微笑”就像是台湾的名片。你

去小“7”，family-mart 等商店买东西时店员总是

会对你面带微笑地说“谢谢”，这两个字拉近了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了感恩，给

生活添加了几分温情。同时无论你走在哪里，遇到

困难找当地人帮忙似乎都比较容易，他们都会热

情积极地帮助你。

台湾的人情味让我印象深刻。台湾人带有着

南方人特有的细腻软糯，而他们的热情真诚也深

深地打动着我。记得刚到台湾没多久，一次没有赶

上回学校的班车，由于学校在一个山里，交通不是

很方便，除了学校班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前

往学校。正在发愁之时，问旁边餐厅的老板有何方

法，这位老板竟然自己主动说他驱车带我们回学

校，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给我们讲了台湾的一些

风土民情。这一举动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体会到台

湾的温情与温暖。

  图 1：台湾暨南国际大学

  图 2：我们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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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清洁整齐

除了五都之外，台湾的建筑和城市风格大

多是矮矮的楼房和小小的街道，就如大陆的小

县城模样，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小小的，同时也

给人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虽然小，但是无论你

走在哪里，呈现在你面前的大街小巷都是干净

整齐的样子，所以让你非常的放心。在学校及

寝室，垃圾车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来收垃

圾，同学们都是自主地将垃圾做好分类，并且

做得非常细致，这正是台湾的生态环境如此天

然的原因。同时在大街小巷你也会发现很少有

垃圾桶，这不是他们不爱干净，恰恰是他们爱

干净的表现，正是他们爱护环境、垃圾分类内

化于心的表现。

二、多元化的教育方式

1. 灵活风趣的授课方式

我个人认为，作为交换生不只纯粹是文化知

识的交流，而人文方面的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所

以在交换学习期间，我深有感触。学校老师的授课

方式与大陆不同，上课形式灵活多样，课堂气氛总

能在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下变得格外生动风趣。调

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都会围绕一个主题将

班级分成几个小组，大家讨论，然后老师会针对专

业内容风趣幽默的将国内外案例讲解 1—2 次课，

之后的课程便是各小组围绕自己的主题上台演讲

讨论，这样很好地锻炼了每个学生的组织思考能

力，也在完成作业的同时增强了团队协作的能力。

    2. 多元的文化交融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深刻体会到文化的多元

性，这与台湾的历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不管是学

校，还是社会，经常会举办各种会展和演讲等活

动。例如，学校经常会组织创业分享会。通过学习

聆听分享会，可以从中体会到创业背后的故事及

创业需要了解掌握的政策、文件与经验等内容，这

些知识可是课本中不可能学到的，很好地实现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 无条件提供企业参观学习的机会

在台湾，师生之间没有界线，凡事可以畅所欲

言。只要你提出任何老师教学范围之内的学习要

求，老师们都会无条件地为你去解决。例如，我向

郭元庆老师提出想去参观学习一下在硬件自主研

发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企业，老师爽快地答应了，

并很快帮我联系好。通过去实地调研学习，以及与

企业家深入沟通交流，了解到市场与产品的互生

关系，这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进步很快。  图 3：台湾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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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让人宁静致远的校园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内心的那份宁

静，坚守人生信念何等重要。走进校园，就会给

人一种非常宁静又优雅的感觉。学校在山城，被

群山环绕，被苍荫覆盖。学校又是花城，被繁花

点缀，被乱红迷眼。可谓是一个静谧的园地，适

合学子静心求学。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时

不时伴有青蛙的叫声……一切都那么原生态，

校园里不愁没有散步和思考问题的地方。

以整天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这也是最让我惬意

的场所。

运动馆对于学生的使用价格也是非常优惠。

里面有游泳馆、跑步机、机械区等，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健身项目。在学习之余让

自己运动出一身汗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暨南国际大学，我最爱的就是图书馆和运

动馆。

图书馆设计得非常细致，不仅有常规的图书

阅览区，而且还有特意设置的会议讨论室，这对小

组讨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场所。当阅读疲惫了，可

以走到视野宽广的风景区放松精神，图书馆还为

学子提供了休息区，所以只要你愿意，在图书馆可

近4个月的交换学习生活，多了见识，多了选项，

多了对生活的那份平常心，也许这就是意义本身 。

  图 4：宁静致远的校园

  图 5：暨大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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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奥尔良密西西比河的

法式记忆——记杜兰大学弗

里曼商学院 EMBA 国际周

2018 年 1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 MBA 学生于北京出发前往

新奥尔良，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顺利抵达中转点

美国北部城市底特律，经过一个半小时安检和移

民局审查，我们顺利入境，进入底特律机场。经过

3 小时继续飞行，我们到达新奥尔良路易斯阿姆

斯特朗机场，时至深夜，加上下雨，地面温度虽没

北京深寒，但也有一丝凉意。

经过一天的修整，1月 11 日，我们正式开启

在杜兰大学弗里曼商学院的学习。我们注册了两

门 课 程，一 门 M a n a g i n g  P e o p l e  

Internationally, 一 门 Leadership and 

Ethics。总共六天课程，每天早上 8 点半到 12 点

半是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午休 1

小时，下午 1 点半到 5 点半是 Leadership and 

Ethics。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由

杜兰大学的客座教授 Dr.Varma 授课，他于马里兰

商学院博士毕业后，留在学界从事研究工作。

Dr.Varma 有着二十年的商学院授课经验，在人力

资源管理和跨文化沟通领域具有很高的建树。他

授课风趣幽默，在他的课堂上即使打瞌睡也会被

他善意提醒，顿时睡意全无。Dr.Varma 喜欢拿自

己开玩笑，也喜欢开同学们的玩笑，且总是在幽默

中引出课程理论，这种教学方式在学生中颇受欢

迎。Leadership and Ethics 的授课老师是 Sean，

他曾在美国军中服役，退役后进入业界而后转入

学界，他是美国 Wake Forest 大学的全职教授，这

次的课程是他在杜兰大学开的第一堂课，他开玩

笑说，他和我们一样，都是新生。Sean 的课偏重理

论系统及知识结构框架，他对领导力开发核心要点

的梳理和再发展是课程的一大亮点，上完 Sean 的

课后，对知识结构体系及脉络的梳理会让人思维清

楚，逻辑清晰，形成一张严密的知识网。

  图 1：杜兰大学鸟瞰

  图 2：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授课老师 Dr.V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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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EMBA 国际周的学生共 121 人，其中有来

自杜兰大学本部新奥尔良校区的学生，同时也包

含了来自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哥斯达黎加大学

联合培养项目、哥伦比亚联合培养项目、立陶宛联

合培养项目、智利联合培养项目、ESCP 欧洲高等

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学生。除了

ESCP 欧洲高等商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的学生是受邀进行项目学习，其他学生都是来

自杜兰大学或联合培养项目，国际周的课程是他

们的必修课。所以，除了 ESCP 和我们，其他学生都

是正式注册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唯

一的亚洲代表学校。

个小组任务，两个大案例，几个小问题进行头脑风

暴。鉴于时间有限，团队展示会按照自愿顺序轮流

进行，每个小组至少上台展示一次，但每次讨论结

果都必须以邮件形式发给两位教授。每天的阅读量

很大，一个案例多至 30 页，通读一次至少一小时，

还需要梳理要点找答案。商学院课程要求参与性和

情景设置角色扮演，因此两门课都涉及角色扮演。

Managing People Internationally 课程要求每

个小组出一个小情景剧，展示跨文化交流中的问

题。我们小组的情景剧设定是商务谈判中拉美、美

国和亚洲的不同谈判模式和文化差异。我的角色是

亚洲某汽车公司的美国分区 CEO，我和我的美国职

员需要和一个拉美供应商洽谈合作。Leadership 

and Ethics 课程中有一个角色扮演游戏，A公司对

外有偿征集 Slogan，全班同学被分为三个组，一个

组是 A公司高层代表两人，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高

级管理层，一个组是竞标公司的中低层职员。我和

杜兰大学休斯顿校区的 Banarld 有幸被教授选为

A公司高层代表，体验了一次拍板。

弗里曼商学院的教学体制是全球通用的商学

院体制。课堂授课主要分为教授讲授、案例讨论、团

队展示。课后为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课程成绩也

分为三部分，考勤、团队作业和个人作业。与我院

MBA 教育中心的体制并无大的差别。案例讨论是分

小组进行，考虑到多样性，我们一行五人被分到不

同的小组参加小组讨论。半天的课程几乎有 3 至 5   图 4：学习小组合照

  图 3：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一行五名学生于杜兰大学校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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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邀请和他们一起吃饭。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尝试

低酒精的 Hurricane Drink，对我来说还是太苦太

咬舌，可乐才是我真爱。饭后，我们一个 bar 一个

bar 的走走停停听听，一直没找到能抓住耳朵的音

乐。直到走到转角的一家，观众都随着歌手的嘶吼

跳跃。同学 Camilo 兴奋地示意我们进去，我们点了

饮料坐下来。第一场是嘻哈，第二场是 Rock&Roll，

第三场是流行音乐。音乐上乘，乐队合作和谐，现场

氛围很好。正式开课第五天是马丁路德金的纪念

日，学校部分企业公休一天，我的小组决定一起讨

论小组作业，早上一起去法区最有名的咖啡屋 Café 

du Monde 吃 Beignets（法式甜甜圈）。Beignets 是

源自法国的甜点，是新奥尔良特有的早餐食物，新

炸出炉的软面包裹上厚厚的糖霜，软糯劲道，口中

回甜。课程倒数第二天因为新奥尔良下雪，全城关

闭，学校和企业都关闭，我们有一天自由时间。在和

小组讨论完作业后，热爱中餐的当地朋友 Michelle

带我去了她钟爱的中餐馆 Express Chinese Food

吃午饭，穿着旗袍的当地服务员给我们下了单，经

理看到我熟练点餐后过来和我闲聊，谈到非常喜欢

我的家乡，交换了通讯地址还送了我们年历和

Fortune Cookies。我把杜兰吉祥物小羊驼送她，她

兴奋地拿着地址告诉我，一旦来中国一定找我玩

儿。在新奥尔良，善意对待，必然同样被善意拾起。

整个学习过程紧张有趣，课余活动丰富多彩，在和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同学和老师的交流中，增加了

世界见闻，也进一步拓展了国际化视野。感谢我院

MBA 教育中心老师、杜兰大学 Alicia 老师及同行伙

伴们的支持和帮助，祝我院 MBA 教育中心与杜兰大

学合作常青，让大洋彼岸的美洲更加了解中国。

校园学习紧凑，而新奥尔良的生活却在繁华中

透露着一丝慵懒的恬静。抵达的第二天是我们的休

整日，雨过天晴的天空透着丝绒般的蓝，被雨水清

洗过的路面熠熠发光，空气中充斥着草地泥土的芬

芳。询问几位友好的路人，踱步到密西西比河的

Riverwalk Outlets，这 个 新 奥 尔 良 French 

Quarter 最大的奥特莱斯商场，坐在河边吃过午

饭，别有一番惬意。第三天课程结束后，学生自发到

一家餐厅用餐后，一起去了法区的爵士酒吧。新奥

尔良有着悠久的爵士乐文化传统，每年4月和5月，

French Quarter Fest 和新奥尔良爵士乐文化遗

产节都会吸引数十万游客参加。新奥尔良爵士酒吧

不同于现代爵士，而是美国 20 世界 80 年代的经典

爵士，音乐雅痞舒缓，舞蹈以点动跳跃为主，多呈现

欢乐感和滑稽感。在酒吧能看到不少现场乐队表

演，观众伴随音乐起舞。身在罗马，要像个罗马人一

样生活，在新奥尔良，也得入乡随俗。民以食为天，

当然少不了吃。课程第四天结束后是公休日，因此

课程结束当晚大家外出觅食放松。受哥伦比亚分队

 图 5：Manage People Internationally 情景剧国际人才市场
　　　招聘面试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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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新奥尔良当地饮料 Hurricane Drink
　　　

 图 7：人气咖啡店 Café du Monde 的经典新奥尔良早餐
　　　　Beignets（法式甜甜圈）

 图 8：爵士乐 Bar 乐队表演

图 9：弗里曼商学院开放日暨 EMBA 国际周欢迎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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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咨询与战略的奥

秘——我院 MBA 学生北大

纵横访学行圆满落幕

 2018 年 1 月 12 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践部组织的“社科 MBA 企

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圆满落幕。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共 30 余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

次访学。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

宝山、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以及社科校

友候憧接待了我院师生的来访。

北大纵横是中国本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

和领导者，不仅熟悉深奥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规

律，更是把世界上先进、成熟、实用的管理理念

和方法运用于企业，变成对管理实践有指导意

义的可操作和执行的方案，这既是管理咨询顾

问的价值体现，也是北大纵横主张的教授、咨询

顾问和企业家管理“三层面”理论的实现方式。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分会实

践部组织者代表访学团感谢北大纵横领导的热情

接待。

随后，北大纵横高级项目经理高璟琳向各位同

学介绍展示了北大纵横的业务范围、工作模式、工

作策略方法及具体实例。高总介绍到，作为中国本

土管理咨询业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北大纵横牢记

“推动企业变革与成长”的企业使命，始终坚持个性

服务和终生服务的理念，努力与服务过的客户建立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受到客户的尊重，

更要受到同行的尊重和员工的尊重。北大纵横愿意

不断接受新的挑战，更愿成为企业家挑战新高度时

手中的那根撑杆，帮助企业跳得更高、跃得更远。

接下来，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

长宝山先生给大家深入地讲解了咨询行业更深刻

的含义。宝总谈到在北大纵横走过的十余年发展

历程中，成功地为近千家企业提供了咨询服务，这

是本土咨询业探索和发展的缩影。通过专一小组、

专一服务的驻场式工作方式和三级质量保证体

系，已成功地解决了规模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之

间的关系，解决了保证服务质量与保持企业发展

速度之间的关系。

宝总认为，客户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方案的价

值，更是咨询公司通过把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拼

命”工作的敬业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知识转移”与

“示范效应”的价值，同时借助品牌和声誉的积累

提供强大的影响力价值。

  图 1：社科 MBA 企业访学系列活动之北大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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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宝总、高总近两个小时的分享，每位同

学对北大纵横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同时对企业

咨询行业也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在互动环节

中，同学们分别从自身出发，提出不同行业和领

域方面的问题，宝总均给出了极为专业的解答，

同学们都收获颇丰。

随后，在北大纵横项目经理侯憧的带领下，

参访学员参观了北大纵横位于盘古大观的办公

场所。在这里学员们更直观地接触了北大纵横

的企业管理氛围、办公环境、办公场所。侯总介

绍说，由于多数员工都是在项目企业现场办公，

所以公司办公的人看着会比较少。整面墙的荣

誉奖牌以及多所院校实习基地的牌子都说明了

北大纵横的专业和行业内的影响力。

  图 3：参访学员与宝总面对面交流

  图 2：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吾祺纵横董事长宝山做演讲

本次活动参观结束后，学员们不仅从行业角

度看到了咨询行业的良好发展趋势，更是深刻地

体会了专业的力量以及对自己的触动。本次访学

之行启发了思路、开拓了眼界，对学员今后的学

习工作起到了积极的帮助。

最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为本次北大纵横

访学之行画上圆满的句号。以访促学，知行合

一，相信未来的企业访学活动中会有更多的老

师、同学参与，也为社科 MBA 品牌的提升做出积

极的贡献。

 图 5：我院 MBA 访学团与北大纵横企业负责人集体合影

  图 4：北大纵横侯总带领 MBA 访学团队参观办公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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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时代新气象  筑梦社

科砥砺前行——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隆重举行

 春秋风雨，华光绽放。2018 年 1月 13 日晚，

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在宁夏大厦隆重举行。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

科老师；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综合办公室、

国际合作部主任刘晓红老师；MBA 教育中心吕

世亮老师、周建杰老师、姚雪梅老师、车欣老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主席贾超出

席了本次晚会。各位与会嘉宾与我院 2016 级、

2017 级 MBA 同学，历届校友，相关赞助商及媒体

欢聚一堂，共同观看了晚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

理杨小科老师为本次晚会致辞，杨老师在致辞

中回顾了 2017 年我院 MBA 同学取得的辉煌成

绩，并向全体与会人员致以新年的祝福。放眼

2018，希望同学们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共同砥砺

前行，争创更加傲人的成绩！同时，杨老师对我

院 MBA 分会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对我院

MBA 分会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希望。

  图 1：本次晚会主持人

整场晚会精彩连连，高潮迭起。在“车祸现

场”乐队一首激情四射的歌曲《don’t break 

my heart》中，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正式拉开

帷幕。

随后，MBA 教育中心刘晓红老师演唱歌曲

《祖国你好》，刘老师专业的唱功点燃了全场观

众的热情，演唱结束后刘老师还为大家送去了

由衷的新年祝福。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助理杨小科老师
　　　致辞

  图 3：“车祸现场”乐队表演《don’t break my heart》

14

一月份学生活动

此外，同学们自导自演的相声快板《傻女婿

拜年》，小品《天使面馆》爆笑全场。《乐饮茶香》将

古乐、茶与香巧妙结合，尽显窈窕温柔之美。教师

家属李枫小朋友献上的啦啦操独舞《花球自选》

更是将全场的气氛推入了高潮。其中，社科 MBA

篮球队的漫威主题走秀向大家展示了阳光积极、

朝气蓬勃的精神气息。紧接着，各个班级共同完

成了歌曲合唱，在声声传唱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集

体的凝聚力和温暖，正如歌词中所唱，用相知相

守换地久天长。

  图 4：MBA 教育中心刘晓红老师演唱歌曲《祖国你好》

 图 5：小品《天使面馆》

  图 6：《乐饮茶香》节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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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互动，惊喜不断。晚会期间，晚会筹备组

还为大家准备了激动人心的抽奖环节，一个个幸

运观众的诞生，一个个实用且精致的奖品颁发，

为大家送去了温馨的新年祝福。

新时代，新风采，新气象。在近 3 个小时的精

彩演绎和游戏互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同学们独特的艺术造诣及青春活力淋漓展

现。至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MBA

新年晚会圆满落幕。祝愿我院 MBA 学子在未来的

发展和生活中谱写更加精彩绝伦的时光之歌！

祝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砥

砺前行，再创辉煌！

  图 7：诗朗诵节目表演

  图 8：MBA 同学张文芳获得一等奖

在晚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

生会 MBA 分会举行了任命仪式，MBA 分会主席贾超

公布了新当选 MBA 分会副部长的名单，刘晓红老

师和吕世亮老师为新当选的副部长颁发了证书。

  图 9：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会 MBA 分会任命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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