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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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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要闻

一、MBA 教育中心第二届学

位评定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顺

利召开
2017 年 6 月 1 日下午，工商管理硕士教育中

心（以下简称“MBA 教育中心”）第二届学位评定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望京

办公区 108 会议室举行。MBA 教育中心学位评定

委员会主席黄群慧，副主席赵芮、文学国，委员黄

晓勇、张车伟、王镭、郭金龙、杜莹芬、任朝旺共 9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

卫星主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 MBA 教育

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

中回顾了过去一年 MBA 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成

绩，对中心在教学、学位等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予

了肯定，也对学位评定委员会诸位委员的支持致

以谢意。黄院长指出，MBA 教育中心在研究生院一

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学生规模，还是论文

质量，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黄院长还对工

商学院的组建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希望各位委员

能够继续支持工商学院的发展。

MBA 教育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对 153 位

学位申请人的材料进行了认真审查、讨论，表决通

过了最终学位授予者名单。经表决，MBA 教育中心

学位评定会员会建议授予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会议听取了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

对 2017 年学位工作的总结汇报。汇报包括学位管

理的日常工作和改进情况、2017 年学位申请各个

环节的工作情况及不足之处，以及在学位申请过

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同时，赵卫星副主任还针对

双匿名评阅以及论文评阅流程的进一步细化等重

要举措与与会委员进行商议。随后， MBA 教育中

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对本次审议论文的学术规范检

测情况和评定规则作了详细汇报。

  图 1：与会委员合影

  图 3：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汇报工作情况

图 2：黄晓勇院长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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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要闻

150 人。此外，与会委员还认真审议了答辩委员会

评定的 5篇优秀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根据《MBA 教

育中心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与会委员进

行了激烈讨论和表决，最终有 4 篇论文获 MBA 教

育中心 2017 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作为本届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各位委员回

顾了MBA教育中心从成立之初到现在取得的成绩，

从最初面对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到随后 MBA 教育

中心在院领导支持下进行的各项改革和改进措施

等。与会委员对中心现在取得的成绩予以了充分

肯定，对 MBA 教育中心今后的发展寄予厚望，同时

各位委员也表示将继续支持 MBA 教育中心的各项

工作。

最后，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黄群慧作会议总

结，指出尽管与其它院校的专业学位相比，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的学位流程显得更为严格和严谨，

学生的平均学位论文质量更高一些。但是，从大的

层面来讲，与学术型学位相比，MBA 学生的论文质

量还是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这就要求 MBA 教育中

心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优化现有流程，加强指导

教师队伍建设，严格把控论文质量，切实提高 MBA

学生的培养质量。

  图 4：与会委员审议学位申请材料

图 5：黄群慧主席作会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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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中心动态

一、我院MBA学生参加美国杜

兰大学 EMBA 学生在京学术

交流活动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美国杜兰大学

弗里曼商学院 EMBA 学生来到北京参加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我院 MBA

教育中心 2015 级周龙环、2016 级邹颖、2017 级

张杨飞、于新红、何霄、任晓明、康占国、夏新沛、

张媛媛、刘黎鑫等多名 MBA 学生参加了本次学术

交流活动。

杜兰大学在 2017 年美国综合大学排名位列

第 39 名，素有“南方哈佛”的美誉，其弗里曼商学

院被誉为全美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EMBA 项目排

名全美前 25 位。美国杜兰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生院经过多年的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本次来我院交流的 EMBA 学生均为美国金

融、能源、电气等行业领先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我

院 MBA 学生在与美国顶尖商学院学生的交流分

享过程中收获良多；同时，本次活动也让杜兰大

学 EMBA 学生了解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

本次学术交流活动主要通过案例讨论课程、

学术讲座、实地考察方式向杜兰大学 EMBA 学生

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文化。

案例讨论课程旨在让杜兰大学 EMBA 学生与

我院 MBA 学生共同进行案例讨论课程学习，互相

交流分享。在案例课程上，美国杜兰大学教授

Arup Varma 精选了亚新科中国人力资本开发案

例作为本次课程的主要内容。亚新科是总部位于

中国的大型跨国外资零部件制造企业，作为领先

外企的亚新科，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中国本地经

理队伍，2001 年荣获中国最佳雇主称号，其公司

业务也获得长足发展。亚新科管理团队的中国本

地化成功经验，以及本地化管理团队对公司的贡

献，成为本次案例课程的主要内容。

案例讨论课程采用小组讨论方式授课，

Arup Varma 教授将杜兰大学 EMBA 学生与我院

MBA 学生分成四组，四组中各有双方的学生。

Arup 教授让四组学生从 SWOT 分析法的优势、劣

势、机会、威胁四个角度分析亚新科管理团队的

本地化。讨论过程中，双方学生结合各自在美国

与中国学习的管理知识和商场实战经验，充分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两国文化在讨论过程中激

烈碰撞与交流，气氛十分活跃融洽。最后，四组

同学各派两名代表，一名来自杜兰大学的 EMBA

学生，一名来自我院的 MBA 学生，进行最后的总

结发言，每组精彩的发言都赢得了全场师生的

喝彩及掌声。课程结束后，Arup 教授感谢我院

MBA 学生的参与，我们也表达了欢迎对方再次来

访的意愿。最后，双方师生合影留念，并互留联

系方式、赠送礼物。

案例讨论课程使我院 MBA 学生感受到了美

国顶尖大学的授课内容与教学方式，学习到了

杜兰大学的商业知识理念，杜兰 EMBA 学生也感

受到了我院 MBA 学生作为优秀管理者的素质和

能力。

  图 1：杜兰大学 Arup Varma 教授进行案例讨论课程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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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讲座活动上，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徐奇渊教授进行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讲

座，徐奇渊教授对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

展的辉煌历程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讲解，充分展

示了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来自 IBM 的

Kevin Woo 教授进行了“中国的商业文化”讲座，

详细讲解了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需要学习的中国

传统文化，包括“关系”、“面子”等。通过学术讲座，

杜兰大学 EMBA 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经济文

化的认识，学生对来中国进行下一步投资、工作等

问题进行了详细咨询，表达了强烈兴趣和想法。

在实地考察活动中，我院 MBA 师生与杜兰大

学 EMBA 师生共同参观了位于望京的阿里巴巴中

心。阿里巴巴作为国内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代

表着新兴产业的中国实力，拥有强大的全球竞争

力。阿里云国际部的领导向双方学生介绍了阿里

巴巴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杜

兰大学 EMBA 学生在 Q&A 环节踊跃提问，对阿里

巴巴的成功发展有着浓厚兴趣。之后，杜兰大学

最后，我院 2015 级 MBA 同学周龙环盛情邀

请杜兰大学 EMBA 学生参观了自己的公司，并宴

请了他们，这也进一步加深了我院 MBA 学生与杜

兰大学 EMBA 学生的交流与友谊。

EMBA 学生参观了代表创新力的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以及腾讯众创空间，感受

了我国蓬勃活跃的创新力量。最后，杜兰大学

EMBA 学生参观了我国传统行业的代表企业牛栏

山酒厂和蒙牛乳业，看到了我国优秀传统制造业

的生产工艺魅力。

  图 3：全体师生参观望京阿里巴巴中心

 图 4：杜兰 EMBA 学生参观我院 MBA 学生的公司

  图 2：全体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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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杜兰大学 EMBA 学生来京学术交流活动

获得了圆满成功。我院 MBA 师生应邀参与了本次

学术交流活动，与杜兰大学 EMBA 师生在活动中进

行了深入的交流及分享。在活动过程中，不仅我院

MBA学生学习了美国顶尖商学院的优秀商业思想，

开拓了国际视野，结下了国际友谊，而且杜兰大学

师生通过各类活动，也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

本次学术交流活动进一步加深了两校的友好合作

关系，相信我院和杜兰大学的友谊将历久弥新，未

来将有更深入的交流与合作。  图 5：两校学生在我院 MBA 学生公司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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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明优倍”杯2017（第十五

届）中国MBA创业大赛北方赛

区决赛隆重举行
2017 年 6 月 18 日，“光明优倍”杯 2017（第

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北方赛区决赛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科会堂隆重举行。共有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地质大学、哈尔滨

商业大学十所商学院的 15 支 MBA 创业团队亮相

决赛舞台。经过一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超长航时氢燃料无人

机”项目勇夺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牛

小厨智能菜板”项目和中国人民大学“众力积木”

项目获得二等奖，中国传媒大学“鱼乐娱乐”项

目、天津大学“基因测序与人工智能应用”项目以

及中国传媒大学“现场 360°”项目获得三等奖。

按照“光明优倍”杯 2017（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

业大赛北方赛区决赛赛事规则（每所院校最多只

能有一支代表队晋级总决赛），最终确定“超长航

时氢燃料无人机”、“众力积木”、“鱼乐娱乐”、“基

因测序与人工智能应用”四个项目晋级 2017（第

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

行副主任赵卫星出席大赛并致辞，赵主任指出双

创时代的来临给中国 MBA 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中国 MBA 创业大赛历经十四届，已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代表全国 MBA 创业实力的经典

赛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北方赛区的

主办方，以服务好参赛队伍，扶植好创业项目，培

育好创业精神为宗旨，用赛事推动创新创业理念

的发展，敏锐把握时代脉搏，争做创业创新的推

动者。

随后，中国 MBA 创业大赛赛事总监、上海交通

大学安泰 MBA 创业基金项目主任施凯讲述创业大

赛的发展历程，并希望创业大赛真正成为创业资

源整合共享的平台。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赵卫星
　　　出席大赛并致辞

 图 3：北京新板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刘峰宣读比赛
　　　规则

 图 2：中国 MBA 创业大赛赛事总监、上海交通大学安泰 MBA 创业
　　　基金项目主任施凯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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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并担任此次大赛的评委嘉宾有北大纵

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副总裁宝山老师，壹创投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浤伟老师，心

流资本合伙人苏征宇老师 , 中社创科资本董事

长梁磊老师 ,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孵化器联盟秘

书长陈静老师 , 微合空间创始人韩树杰老师 ,

赛伯乐投资集团合伙人胡青凡老师 , 北航投资

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孙齐老师 , 北京新板

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兼副总裁刘

峰老师。赛前，北京新板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高级合伙人刘峰宣读了比赛规则。

比赛正式开始，代表各高校最高水平的 15

支 MBA 创业团队带着他们创业的激情与梦想先

后登场。本次大赛的创业项目涵盖了医疗、教育

培训、消费升级等热点行业产业，其中，大部分都

涉及当下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互联网＋”概念，项

目贴近市场、直击痛点，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

致好评。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牛小

厨智能菜板”项目、中国人民大学“众力积木”项

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航时氢燃料电

池无人机”项目、中国传媒大学“现场 360°活动

会展现场全景在线营销现场”项目更是将互联网

与实体产品相结合，既有实体产品，又通过智能

制造进行了产品升级。河北地质大学“三个医生”

项目、哈尔滨商业大学“美丽阳光健康”项目、天

津大学“基因测序 + 人工智能”项目，这三个项目

涉及医疗健康产业，通过互联网服务与医疗健康碰

撞出智慧的火花。北京理工大学“财经金融职业发

展生态圈”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米学

院”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徒步教育专家”项目

都与教育相关，方向涉及职业培训发展与儿童户外

教育，这三个项目为教育产业的细化与升级带来了

创新理念和发展方向。这十五支代表队用大胆的创

意、缜密的构思向评委和观众展示了一个个精彩的

创业方案。最后，9 位评委基于项目的创新性和价

值、发展前景、商业模式、创业团队、路演技巧以及

临场的发挥，决出了本次大赛的一、二、三等奖及其

他奖项。

 图 4：评委及嘉宾合影留念

 图 6：评委针对比赛项目进行提问并做出点评（二）

 图 5：评委针对比赛项目进行提问并做出点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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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评委老师为获奖队伍颁奖并进行点

评，评委老师纷纷表示，本次大赛的参赛队伍水

平高、项目接地气且质量好。其中，北京理工大学

“金考拉”项目、中国石油大学“小车匠”项目、河

北地质大学“三个医生”项目荣获最具投资价值

奖，中国人民大学“U- 渥氏果蔬净”项目、南开大

学“蓝创盒子”项目、哈尔滨商业大学“美丽阳光

健康”项目荣获最具创新团队奖，北京师范大学

“亲自猫”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米

学院”项目、哈尔滨商业大学“帮农宝”项目荣获

最具价值商业模式奖。评委老师还透露，参赛项

目中有些已开始 A 轮融资，期待他们在未来有更

广阔的发展。

 图 7：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航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 项目
　　　荣获一等奖

 图 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牛小厨智能菜板”项目获得二等奖

 图 10：中国传媒大学“鱼乐娱乐”项目获得三等奖

 图 11：天津大学“基因测序 +人工智”项目获得三等奖

 图 9：中国人民大学“众力积木”项目获得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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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光明优倍”杯 2017（第十五届）中国

MBA 创业大赛，启动于 2017 年 1 月，赛事设南方

赛区、北方赛区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

三个赛区。参加此次北方赛区决赛的 15 支代表

队从北方赛区报名的 69 支队伍中晋级成功，而

此次比赛中晋级全国总决赛的 4 支代表队更是

代表了北方赛区的顶尖水平。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预祝这 4 支代表队能够在 7 月

份在上海交大举办的全国总决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在未来的创业路上勇攀高峰。感谢中国经济

网、网易教育、央广网、腾讯新闻、中国青年网、新

华社北京分社、和讯财经、人民网等媒体对赛事

的现场报道。

 图 13：评委嘉宾和选手合影留念

 图 12：中国传媒大学“现场 360°活动会展现场全景在线营销”
　　　　项目获得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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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第七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

顺利召开
2017 年 6 月 10 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第七届 MBA 分会纳新见面会在马研院

1345 报告厅顺利召开，第七届 MBA 分会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以及第七届 MBA 分会新成员参加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由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贾超主持，

第七届 MBA 分会各部门副主席就各部门职能做了

介绍并接受了新生咨询。

在纳新见面会现场，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

贾超重点介绍了学生会的组织架构、运行情况

和主要活动，阐述了 MBA 分会的自愿性、公益

性、服务性的特点，强调了学生会的服务意识、

协作原则和奉献精神。体育部副主席缪久保介

绍了部门组织体育联赛的职能和主要联赛的概

况。文艺部副主席孙方博介绍部门组织文艺活

动的情况。生活部副主席乔睿智介绍了生活部

协助 MBA 学生处理生活方面的事务职能。外联

部副主席刘永建介绍了外联部参与学生会各项

活动的外联工作情况。实践部副主席刘宇峰介

绍了实践部的工作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案例

部王军涛介绍了案例收集和组织案例大赛的情

况。秘书处秘书长兼副主席王阳介绍了秘书处

协商各部门活动的职责。宣传部副主席纪鹏介

绍了部门宣传工作的开展情况。

初夏时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级

MBA 新生抱着火热的情怀积极参与了为期一周的

MBA 分会网上招募活动。微信群内讨论热烈、申请

邮件纷至沓来。本次纳新活动得到了 2017 级 MBA

新同学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截至2017年 6月 7日，

学生会共收到有效申请八十余份，为我院 MBA 分

会纳新活动营造了良好氛围。

本次纳新活动的圆满举办，为本届 MBA 分会

注入了新的能量。同时，MBA 分会为 2017 级新同学

提供了家的感觉并送上了温暖。  图 2：2017 级 MBA 新同学积极响应和支持纳新活动

  图 3：会后合影留念

  图 1：第七届 MBA 分会主席贾超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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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级 MBA3 班开展密

室逃脱和集体生日会活动

2017 年 6 月 17 日，2016 级 MBA3 班组织

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同学聚会。聚会既有考验团

队合作、挑战逻辑思维的密室逃脱，又有集体

生日晚宴。MBA3 班同学在欢声笑语声中度过

了难忘的一晚。

聚会当天，全班同学首先来到位于崇文门

搜秀城的 z3 密室逃脱，分成 6 组开展逃脱竞

赛。密室中神秘的符号、难解的密码，以及会活

动的地板迷宫，各种各样的谜团等着大家一一

揭开。在各种密室中，每名小组成员相互协作、

发动智慧，努力寻找线索，破解层层谜题，找到

最终的“钥匙”。密室逃脱活动不仅增进了同学

间的情谊，又提高了大家团队合作的意识和逻

辑推理能力。

每月为班中同学过集体生日一直是 MBA 3 班的

常设项目，在密室逃脱游戏之后，6月份的集体生日

会在便宜坊烤鸭店举行。由于本次的生日会是专业

分班前的最后一次班级聚会，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

意义。生日会上，班长秦道锦同学首先为在密室逃脱

竞赛中获得前三名的小组颁发了奖品，随后三位寿

星同学一起吹蜡烛、切蛋糕，将生日会的气氛推向了

高潮。大家齐聚一堂，推杯换盏，幸福萦绕其中。  图 1: 密室逃脱合影留念

 图 3:6 月生日的三位同学

  图 2: 密室逃脱商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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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院 MBA 第六届毕业联

欢会——“小黑裙之夜”毕业

派对顺利举办

绚丽的灯光、劲爆的音乐、精致的妆容、性

感的小黑裙……2017 年 6 月 27 日晚，华丽而

热情的第六届 MBA 毕业联欢会——“小黑裙之

夜”毕业派对在北方温泉会议中心拉开帷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吕世

亮老师、李振爽老师、程冉老师、单重阳老师以

及 2017 届 MBA 毕业生参加了本次晚会。晚会

由 2017 届 MBA 毕业生马辉、刘虎成、张艺琼、

崔一佳主持。

待同学们华丽入场后，第六届 MBA 毕业联欢

会——“小黑裙之夜”毕业派对正式开始。首先，由

2017届 MBA毕业生刘楚潇、杜晓楠、毕楠、杨帆、董新

芽带来开场舞蹈《炫舞心飞》，曼妙的身姿、优美的曲

调瞬间点燃了晚会的激情，开启了狂欢的夜晚。

本次晚会入场仪式是最大的亮点，近百名 MBA

毕业生男女配对走红毯，进入会场并在签到墙上签

字留念，然后交换印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

教育中心标志的纪念戒指，同学们走红毯的方式各

有新意，直接将本次派对推向高潮。

 图 1：晚会主持人  图 3:6 月生日的三位同学

  图 2: 密室逃脱商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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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学习生活丰满了梦想的羽翼，同学们将

以毕业为新的起点，创造各自人生新的辉煌！最后

联欢会在李芳、刘楚潇、苑文波、张庆猛、王晓同学歌

曲联唱中落下了帷幕。MBA 师生一起合影留念，为本

次毕业联欢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致辞结束后，毕业晚会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

目掀起了现场阵阵热烈的掌声。文艺节目表演中，

2017 届 MBA 毕业生通过诗歌朗诵、歌舞、古筝独奏

等热情洋溢的节目表演，表达了对老师、对同学两

年来的成长历程最美好的祝福。其中陈璐专业的

古筝独奏《秦土情》；毕楠、刘楚潇、董新芽表演的

古典舞蹈《倾城佳人》；罗燕、王丽杰、杜晓楠、毕

楠、刘楚潇、董新芽表演的旗袍舞蹈《夜来香》；杨

帆的诗朗诵——《岳阳楼记》；杨小龙的诗朗诵《今

天，我们毕业》等节目的精彩表演给 MBA 师生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这种声音和色彩记忆将永远

印刻在 MBA 师生的脑海中。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

心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为晚会致辞，首先吕老

师向顺利完成学业 2017 届 MBA 毕业生表示祝贺；

随后对 2017 届 MBA 毕业生两年来的勤奋与努力

表示肯定；最后希望每一个毕业后的我院 MBA 学

子都能够在未来的校友会平台上，互通有无，携手

共进，希望今天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位我院 MBA

同学都能秉持“笃学、慎思、明辨、尚行”的校训精

神，经过辛勤的努力，成就青春的梦想。

 图 4：爵士舞蹈《炫舞心飞》

  图 6：陈璐古筝独奏《秦土情》

图 5：MBA 教育中心学生管理部吕世亮老师为晚会致辞

图 7：2017 届 MBA 毕业晚会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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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不放弃 勇往直前——

我院 MBA 足球队在 M 超联

赛中拼搏进取并收获胜利
2017 年 4 月 22 日下午，2017“商客行”M超联

盟足球联赛隆重开幕。本届足球联赛北京赛区共

有 13 支高校代表队参赛，分别是：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

都经贸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北工邮联队（北

京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我院 M超足球队秉承“永不

放弃，勇往直前”的球队精神，为社科 MBA 荣誉全

力拼搏。

2017年 7月 1日，我院MBA足球队迎来本届联

赛小组赛第九轮的比赛，对阵方为北京科技大学。除

此之外，我院 MBA 足球队还要参加 21:45 分和北京

建筑大学的30分钟补赛。7月的北京，烈日炎炎，然

而炎热的天气并没有阻挡我院 MBA 足球队员的斗志

和激情，下午15:00，我院MBA足球队的队员们整装

出现在奥体中心3号场地，进行着热身训练。

  图 1：赛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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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7:00，对阵北京科技大学的比赛正式开

始。队员们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着比赛，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努力拼搏，最终憾负对手。然而大家并没

有太多时间去叹息第一场的失利，所有人都知道大

家还要面对接下来的比赛。晚上 21:45，对阵北京

建筑大学的 30 分钟补赛准时进行。最终，经过全体

队员精诚合作、顽强拼搏，我院 M超足球队 4:3 战

胜了北京建筑大学足球队。

比赛结束的那一刻，胜利的喜悦让大家忘记了疲

劳，团队的凝聚力空前一致，大家都为自己是社科人

感到自豪。一个小小的足球，短短的30分钟，让大家

体会到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许这就是体育运动的精神

所在，在困境中不抛弃不放弃，顽强拼搏永不停歇。

球队的发展和传承需要新鲜血液，我院 MBA

足球队欢迎 2017 届新同学的加入，希望他们在未

来的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的能力特点，完成球队的

传承，为我院的荣誉继续拼搏！

 图 2：加油助威

 图 3：赛后欢呼

 图 3：赛后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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