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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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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中心动态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

会顺利举行

9 月 9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隆重举行 2017 级工商管理硕士（以下简称

“MBA”）迎新会。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金昌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

究室依绍华研究员、中国油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玉新先生等。出席迎新会的还有 MBA 授课教

师及案例教学教师代表、校内导师代表、特聘导师

代表、2016 级 MBA 同学代表、2017 级 MBA 新生以

及各大媒体记者的朋友们二百余人。迎新会由工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卫星主持。

张菀洺院长首先致辞。她对 2017 级 156 名

MBA 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

向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她还向大家介绍了研究生院的历史沿革和优

良传统，以及新成立的工商学院的组成，并为同学

们介绍了社科 MBA 雄厚的学术资源和强大的师资

力量。张菀洺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时代发展的要

2016 级学生代表贾超、2017 级新生代表刘建

闽先后在会上发言。随后，会议举行 MBA 优秀授课

教师及优秀案例教学教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校内

导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特聘导师颁奖仪式和 2017

级新生入学奖学金颁奖仪式。优秀授课教师及优秀

案例教学教师代表张金昌老师、优秀校内导师代表

依绍华老师、优秀特聘导师代表李玉新老师结合自

身研究和教学经验，强调“教学相长”，鼓励同学们

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加强与老师的沟通和反馈，全

面提升学术理论与实践水平和素养，真正做到“知

行合一”。紧接着， 社科 MBA 各职能部门为 2017 级

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并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细致的解答。在热烈的掌声中，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顺利结束。

迎新会结束后，2017 级 MBA 新生进行了拓展

破冰活动，随后前往拓展基地进行为期两天的拓展

训练，开始入学“第一课”。（工商学院）

求，要求学子们独立思考、务实创新、知行合一，鼓

励学子们要善于创新并勇于应对各种挑战，刻苦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努力提升人文品德修养，将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严谨治学、勇为国家社会担

当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现场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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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学生活动

一、我院MBA足球队员和啦啦

队员在新生足球冠军杯赛中齐

展风采
2017 年 9 月 3 日，我院 MBA 足球队在 2017

年 MBA 冠军杯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取得胜

利，实现完美收官。比赛当天，万里无云，微风轻

拂。奥信体育馆的绿茵场上人头攒动，12 支球队

都在紧张地进行最后一轮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是

中国农业大学足球队，比赛过程精彩激烈，同时也

温馨满满，两队啦啦队都为双方喝彩，完美诠释了

友谊第一的比赛宗旨。

本年度冠军杯足球赛共有来自北京的 12 所

高校商学院新生联合发起，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开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院多名

MBA 同学积极参与组委会监督、数据、宣传等部门

的工作，在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公平如实反映比赛

情况等方面居功至伟，得到了各校同仁的认可。

我院 MBA 新生代表队得到了 MBA 教育中心、

校友会、MBA 分会和 2016 级学长的大力支持，队

员们在整个赛事中积极、团结，展现了良好的精神

面貌，得到了各校的认可和赞扬。尤其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最美啦啦队，在开幕式上的惊鸿一瞥，

光芒四射，震惊全场。在 8支啦啦队的评选中，我

们力压北大、清华，惜败于东道主人大。

附参赛人员名单：

球员：刘黎鑫、张翔、毛思澎、董权、张夏添、潘

哲、田龙、任晓明、单单、康占国、张飞、李春光、何霄、

刘记瑛、郭东、辛翔宇、贾超，黄成智、张庆猛、张昊、田

宇然 、韩杜新、王月宁；

啦啦队员：欧阳卓珩、徐嘉南、赵晓庆、车禹萱；

报道团队：王欣、吴宇、赵昭、于赫、庞云龙；

进驻组委会成员：哈晓喆、梁潇、张阳阳、杨亚

萍、袁志勇。

至此，新生足球冠军杯赛已告一段落，新学期

即将开展，敬请期待我们 2017 级新生的精彩表

现！

  图 1：比赛结束后球员和助威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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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学生活动

二、以爱之名  携手同行——

社科善行者完美收官

善行者简介：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

的一项徒步筹款活动。善行者鼓励大家 4 人组

成一队，日夜兼程共同克服困难，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 50 公里徒步挑战，以“每一步都会带

来改变”的信念，动员身边的人以实际行动支

持公益。爱心善款让高寒地区的贫困儿童有了

抵御寒冷的羽绒服；让山区学校的小学生有

了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让留守的孩子有了

童伴妈妈的呵护和陪伴，全面助力贫困地区儿

童全面发展。

这一天，你们是我们的善行英雄

2017 年 9 月 9 日，2017 年北京善行者公益徒

步活动在居庸关吹响集结号。伴随着清晨蓬勃的

朝气和清脆的鸣笛声，我院两支队伍：“社科同心

11”队（王庆华（队长）、啜亮、冯卫杰、王月宁）和

“社科 MBA——每一步”队（张铭泽（队长）、王春峰、

吕顺才、严焱）开始出发，踏上征程。

 图 1：活动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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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学生活动

群策群力，团结互助

我院MBA同学在收到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后，

便开始启动该公益项目，活动自发起之初，便得到

了社科 2010 届到 2017 届各届校友和同学的大力

支持，很多校友毕业多年，也热心参与到母校的集

体活动中，2017 级新生们入学前也踊跃参与活动

策划与善款筹集，活动一天之内预报名人数达 36

人，经过选拔，由两支队伍代表社科 MBA 参赛。队

伍善款筹集，也得到了社科 MBA 各届校友积极捐

款，截止 9月 11 日，总共累计 103 人次参加捐款，

两支队伍分别筹得 4040 元和 5637 元善款。通过

策划组织此次活动，不仅激励同学们参与体育运

动，也加强了各届校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

不惧困难，勇于挑战

50 公里徒步充满挑战，社科 MBA 同学为了一

次不凡的挑战，以爱之名，携手同行，为了集体荣

誉，克服困难，坚持完赛。此次活动，社科 MBA 同学

们身体力行、不惧困难、勇于挑战的精神将作为一

种传承。也期待更多同学们关注善行者，热心公

益，下一届善行者，期待你的参与！ 图 3：我院参赛队伍“社科 MBA——每一步”队

  图 2：我院参赛队伍“社科同心 1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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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现场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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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MBA足球队员和啦啦

队员在新生足球冠军杯赛中齐

展风采
2017 年 9 月 3 日，我院 MBA 足球队在 2017

年 MBA 冠军杯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取得胜

利，实现完美收官。比赛当天，万里无云，微风轻

拂。奥信体育馆的绿茵场上人头攒动，12 支球队

都在紧张地进行最后一轮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是

中国农业大学足球队，比赛过程精彩激烈，同时也

温馨满满，两队啦啦队都为双方喝彩，完美诠释了

友谊第一的比赛宗旨。

本年度冠军杯足球赛共有来自北京的 12 所

高校商学院新生联合发起，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开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院多名

MBA 同学积极参与组委会监督、数据、宣传等部门

的工作，在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公平如实反映比赛

情况等方面居功至伟，得到了各校同仁的认可。

我院 MBA 新生代表队得到了 MBA 教育中心、

校友会、MBA 分会和 2016 级学长的大力支持，队

员们在整个赛事中积极、团结，展现了良好的精神

面貌，得到了各校的认可和赞扬。尤其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最美啦啦队，在开幕式上的惊鸿一瞥，

光芒四射，震惊全场。在 8支啦啦队的评选中，我

们力压北大、清华，惜败于东道主人大。

附参赛人员名单：

球员：刘黎鑫、张翔、毛思澎、董权、张夏添、潘

哲、田龙、任晓明、单单、康占国、张飞、李春光、何霄、

刘记瑛、郭东、辛翔宇、贾超，黄成智、张庆猛、张昊、田

宇然 、韩杜新、王月宁；

啦啦队员：欧阳卓珩、徐嘉南、赵晓庆、车禹萱；

报道团队：王欣、吴宇、赵昭、于赫、庞云龙；

进驻组委会成员：哈晓喆、梁潇、张阳阳、杨亚

萍、袁志勇。

至此，新生足球冠军杯赛已告一段落，新学期

即将开展，敬请期待我们 2017 级新生的精彩表

现！

  图 1：比赛结束后球员和助威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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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爱之名  携手同行——

社科善行者完美收官

善行者简介：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

的一项徒步筹款活动。善行者鼓励大家 4 人组

成一队，日夜兼程共同克服困难，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 50 公里徒步挑战，以“每一步都会带

来改变”的信念，动员身边的人以实际行动支

持公益。爱心善款让高寒地区的贫困儿童有了

抵御寒冷的羽绒服；让山区学校的小学生有

了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让留守的孩子有了

童伴妈妈的呵护和陪伴，全面助力贫困地区儿

童全面发展。

这一天，你们是我们的善行英雄

2017 年 9 月 9 日，2017 年北京善行者公益徒

步活动在居庸关吹响集结号。伴随着清晨蓬勃的

朝气和清脆的鸣笛声，我院两支队伍：“社科同心

11”队（王庆华（队长）、啜亮、冯卫杰、王月宁）和

“社科 MBA——每一步”队（张铭泽（队长）、王春峰、

吕顺才、严焱）开始出发，踏上征程。

 图 1：活动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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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团结互助

我院MBA同学在收到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后，

便开始启动该公益项目，活动自发起之初，便得到

了社科 2010 届到 2017 届各届校友和同学的大力

支持，很多校友毕业多年，也热心参与到母校的集

体活动中，2017 级新生们入学前也踊跃参与活动

策划与善款筹集，活动一天之内预报名人数达 36

人，经过选拔，由两支队伍代表社科 MBA 参赛。队

伍善款筹集，也得到了社科 MBA 各届校友积极捐

款，截止 9月 11 日，总共累计 103 人次参加捐款，

两支队伍分别筹得 4040 元和 5637 元善款。通过

策划组织此次活动，不仅激励同学们参与体育运

动，也加强了各届校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

不惧困难，勇于挑战

50 公里徒步充满挑战，社科 MBA 同学为了一

次不凡的挑战，以爱之名，携手同行，为了集体荣

誉，克服困难，坚持完赛。此次活动，社科 MBA 同学

们身体力行、不惧困难、勇于挑战的精神将作为一

种传承。也期待更多同学们关注善行者，热心公

益，下一届善行者，期待你的参与！ 图 3：我院参赛队伍“社科 MBA——每一步”队

  图 2：我院参赛队伍“社科同心 1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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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新生

拓展训练在良乡校区举行

9 月 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

院 2017 级 MBA 新生拓展训练在良乡校区举行。正

式上课前，学院举办这样一场活动十分有必要。在

多年工作以后，MBA 新生重回校园，这对学院以及

新生都是一个挑战。学院盼望通过拓展训练鼓舞

新生士气，调整学习心态，使新生更加彼此熟悉，

也能够更快的融入 MBA 学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MBA 教育中心学生管理部主管

吕世亮老师以及班主任周建杰老师和姚雪梅老师

的带领下，2017 级 MBA 新生进行了一天半的拓展

训练活动。

随后，全体学员被分为 8组，选队长、起队名、

选队秘、设计队徽、创作队歌和队训。各组队员各

尽其能，在策划、绘图、音乐等方面都展示其丰富

的知识储备。“学霸天下”、“战狼”、“战狼 3”、“学

霸 666”“有才”“拍个黄瓜”“社科老司机”“王者荣

耀”等 12 支队伍各自喊出了自己的口号，各支队

伍口号响亮，服装整齐，斗志昂扬！

团队展示后，教练告知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

行的是“急速 60 秒”。在指定的区域范围内教练放

了许多代表不同数字的图片，每队必须在 60 秒内

依次找到代表数字的图片，每队每次只能由一个

人进入指定区域，例如三国魏蜀吴则代表数字 3。

在这第一项挑战中，同学们需要有条不紊各司其

职的配合才能效率完成，大家体会到各小组目标

9日下午，通过“破冰游戏”打破了学生之间

彼此陌生的坚冰，为接下来的活动互动打下基础。

学员们在教练的指导下，彼此按摩肩部使得同学

们有第一次的“零距离”接触。

  图 2：热身活动

  图 3：破冰课程

  图 1：集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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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

会顺利举行

9 月 9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隆重举行 2017 级工商管理硕士（以下简称

“MBA”）迎新会。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金昌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

究室依绍华研究员、中国油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玉新先生等。出席迎新会的还有 MBA 授课教

师及案例教学教师代表、校内导师代表、特聘导师

代表、2016 级 MBA 同学代表、2017 级 MBA 新生以

及各大媒体记者的朋友们二百余人。迎新会由工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卫星主持。

张菀洺院长首先致辞。她对 2017 级 156 名

MBA 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

向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她还向大家介绍了研究生院的历史沿革和优

良传统，以及新成立的工商学院的组成，并为同学

们介绍了社科 MBA 雄厚的学术资源和强大的师资

力量。张菀洺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时代发展的要

2016 级学生代表贾超、2017 级新生代表刘建

闽先后在会上发言。随后，会议举行 MBA 优秀授课

教师及优秀案例教学教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校内

导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特聘导师颁奖仪式和 2017

级新生入学奖学金颁奖仪式。优秀授课教师及优秀

案例教学教师代表张金昌老师、优秀校内导师代表

依绍华老师、优秀特聘导师代表李玉新老师结合自

身研究和教学经验，强调“教学相长”，鼓励同学们

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加强与老师的沟通和反馈，全

面提升学术理论与实践水平和素养，真正做到“知

行合一”。紧接着， 社科 MBA 各职能部门为 2017 级

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并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细致的解答。在热烈的掌声中，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顺利结束。

迎新会结束后，2017 级 MBA 新生进行了拓展

破冰活动，随后前往拓展基地进行为期两天的拓展

训练，开始入学“第一课”。（工商学院）

求，要求学子们独立思考、务实创新、知行合一，鼓

励学子们要善于创新并勇于应对各种挑战，刻苦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努力提升人文品德修养，将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严谨治学、勇为国家社会担

当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现场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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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MBA足球队员和啦啦

队员在新生足球冠军杯赛中齐

展风采
2017 年 9 月 3 日，我院 MBA 足球队在 2017

年 MBA 冠军杯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取得胜

利，实现完美收官。比赛当天，万里无云，微风轻

拂。奥信体育馆的绿茵场上人头攒动，12 支球队

都在紧张地进行最后一轮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是

中国农业大学足球队，比赛过程精彩激烈，同时也

温馨满满，两队啦啦队都为双方喝彩，完美诠释了

友谊第一的比赛宗旨。

本年度冠军杯足球赛共有来自北京的 12 所

高校商学院新生联合发起，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开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院多名

MBA 同学积极参与组委会监督、数据、宣传等部门

的工作，在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公平如实反映比赛

情况等方面居功至伟，得到了各校同仁的认可。

我院 MBA 新生代表队得到了 MBA 教育中心、

校友会、MBA 分会和 2016 级学长的大力支持，队

员们在整个赛事中积极、团结，展现了良好的精神

面貌，得到了各校的认可和赞扬。尤其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最美啦啦队，在开幕式上的惊鸿一瞥，

光芒四射，震惊全场。在 8支啦啦队的评选中，我

们力压北大、清华，惜败于东道主人大。

附参赛人员名单：

球员：刘黎鑫、张翔、毛思澎、董权、张夏添、潘

哲、田龙、任晓明、单单、康占国、张飞、李春光、何霄、

刘记瑛、郭东、辛翔宇、贾超，黄成智、张庆猛、张昊、田

宇然 、韩杜新、王月宁；

啦啦队员：欧阳卓珩、徐嘉南、赵晓庆、车禹萱；

报道团队：王欣、吴宇、赵昭、于赫、庞云龙；

进驻组委会成员：哈晓喆、梁潇、张阳阳、杨亚

萍、袁志勇。

至此，新生足球冠军杯赛已告一段落，新学期

即将开展，敬请期待我们 2017 级新生的精彩表

现！

  图 1：比赛结束后球员和助威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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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爱之名  携手同行——

社科善行者完美收官

善行者简介：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

的一项徒步筹款活动。善行者鼓励大家 4 人组

成一队，日夜兼程共同克服困难，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 50 公里徒步挑战，以“每一步都会带

来改变”的信念，动员身边的人以实际行动支

持公益。爱心善款让高寒地区的贫困儿童有了

抵御寒冷的羽绒服；让山区学校的小学生有

了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让留守的孩子有了

童伴妈妈的呵护和陪伴，全面助力贫困地区儿

童全面发展。

这一天，你们是我们的善行英雄

2017 年 9 月 9 日，2017 年北京善行者公益徒

步活动在居庸关吹响集结号。伴随着清晨蓬勃的

朝气和清脆的鸣笛声，我院两支队伍：“社科同心

11”队（王庆华（队长）、啜亮、冯卫杰、王月宁）和

“社科 MBA——每一步”队（张铭泽（队长）、王春峰、

吕顺才、严焱）开始出发，踏上征程。

 图 1：活动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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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团结互助

我院MBA同学在收到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后，

便开始启动该公益项目，活动自发起之初，便得到

了社科 2010 届到 2017 届各届校友和同学的大力

支持，很多校友毕业多年，也热心参与到母校的集

体活动中，2017 级新生们入学前也踊跃参与活动

策划与善款筹集，活动一天之内预报名人数达 36

人，经过选拔，由两支队伍代表社科 MBA 参赛。队

伍善款筹集，也得到了社科 MBA 各届校友积极捐

款，截止 9月 11 日，总共累计 103 人次参加捐款，

两支队伍分别筹得 4040 元和 5637 元善款。通过

策划组织此次活动，不仅激励同学们参与体育运

动，也加强了各届校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

不惧困难，勇于挑战

50 公里徒步充满挑战，社科 MBA 同学为了一

次不凡的挑战，以爱之名，携手同行，为了集体荣

誉，克服困难，坚持完赛。此次活动，社科 MBA 同学

们身体力行、不惧困难、勇于挑战的精神将作为一

种传承。也期待更多同学们关注善行者，热心公

益，下一届善行者，期待你的参与！ 图 3：我院参赛队伍“社科 MBA——每一步”队

  图 2：我院参赛队伍“社科同心 1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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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步调一致，高效执行力能够带来的工作效

率。这一项活动不仅使同学们突破思维，在规则中

寻求创新，更是增强了学员之间共同为集体荣誉

而奋斗的品格。

接下来进行的是凝聚力挑战赛。“蛟龙出海”队

所有人都站成一排，相邻两人的两只脚绑在一起，

让队员横向走到终点。这一项目主要为了锻炼团队

间的沟通和默契程度，也通过身体的接触打破队员

之间的隔阂，增进团队个体之间的友谊。同时也特

别需要团队统一的指挥，以及大家步调和谐一致。

“不倒森林”则是另一个项目，大家围成一个

圈，彼此之间相隔 1米，每人手里一根短杆，大家

需同时移动，后面的人要扶住前一个人松开的木

棍，整个团队要保证所有的木棍都不倒，最短时间

每人旋转一圈回到原位算完成任务。这一项游戏

使队员晓得一个优秀的团队肯定是具备付出、谦

让、责任感、能够承受压力等品格。

接着，“能量传输”则要求所有队员一字排

开，每人手持接力棒（PVC 空心管），用最少的时

间以接力的方式 , 依靠团队的合理分工，将“能

量”（乒乓球）传输到杯子内，算完成挑战，要有

良好的工作心态和勇于接受挑战的精神才能顺

利完成。这一项目充分挑战了团队成员的领导

力，沟通协调能力，工作计划的严谨与时间控

制，以及具备在规定时间内调动各种资源解决

问题的能力。

“一圈到底”游戏要求所有队员手拉手围

成一圈，团队成员被要求用绳圈穿过所有人

的身体并回到原位。在活动过程中大家需要

保持拉手状态，也不可使用手指协助游戏。这

一项目需要有良好心态与敢于挑战的精神才

能顺利完成，充分体现团队成员彼此沟通协

调能力。

“激情节拍”是第一个半天拓展训练的结束

项目，所有小组队员间隔适当的距离围成一个

圈 , 用鼓掌的方式共同大声喊出 " 我们是最棒

的团队 "。完成此项需要大家完成几个步骤，首

先双手轻拍左边同伴的肩膀，再双手轻拍右边

同伴的肩喊“1”, 然后在自己胸前击掌喊“我”，

以此类推，可以用多次计时来挑战自己的团队 ,

最后以完成时间定输赢 , 这一项主要目的是建

造学员的责任心。

经过一下午烈日下的训练，大家都有些疲

惫，队员们一起享用晚餐后，回到安排好的房间

进行休息。第二天早上，大家再次集合开始了第

二天的拓展训练。 图 4：团队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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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在教练安排的热身活动后，开始了“最

强战队”游戏。队员们微信扫码进入游戏系统，

根据内容提示，大家需要摆拍与提示内容一致

的图片或视频发送至群内即完成任务。此项任

务内容非常繁琐，需要队员齐心协力，一起各职

己任完成，用时最短算为第一名。这一项游戏主

要考验团队沟通和配合分工的能力。

在欢声笑语中，时间过得飞快，本次的素质

拓展就要结束了。在拓展训练活动结束前，通过

积分排名教练评出此次表现最优秀队伍即“战

狼 3”队。2017 级 MBA 新生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

收获了美好的友谊和温馨的回忆。参训人员通

过体验式活动，共同感受信任、付出、沟通、协作

等在学生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教练最后也鼓励

MBA 新生要将坚持积极向上、懂得配合的良好

品质，用在 MBA 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与团队

的突破和成长。

支队伍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教练给到的工

具和材料制作一辆质量好、颜值高、速度快的赛

车，并通过最后的赛车比拼，进行计算成绩。每

组队员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通过剪

刀、木锯等制作出了极具各队特色的“超级赛

车”。在各队一一进行了自己的作品展示之后，

开始了两轮激烈的角逐，不问输赢，大家均体会

到了创新的快乐。

此后，经过简单的热身游戏，便即刻开始了最

后的一个训练项目“超级赛车”。在这个项目中，每

  图 7：训练活动

  图 5：团队展示

  图 6：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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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院MBA同学参加第 37

届北京马拉松比赛

2017 年 9 月 17 日 ,“2017 华夏幸福”北

京马拉松赛鸣枪开跑。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

影响力最强的马拉松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了

来自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 万名参赛者同场竞

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在校生

及校友组成的 6 人团队在天安门广场前蓄势

待发。

北京马拉松作为中国水平最高的马拉松赛事，

一直“领跑”着国内马拉松赛事，是中国的“国马”。

来自我院的宋元明、李巍、张铭泽、陈明、康凯、杜晓

楠六名 MBA 同学参与了此次马拉松比赛。早上 7 点

30 分本届北马赛事正式鸣枪，选手从天安门广场

开跑，一路经过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四区，最终抵

达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中心区庆典广场。

  图 1： 赛场一角   图 2： 志愿者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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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

会顺利举行

9 月 9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

商学院隆重举行 2017 级工商管理硕士（以下简称

“MBA”）迎新会。出席此次会议的领导和嘉宾有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

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金昌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流通产业研

究室依绍华研究员、中国油气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李玉新先生等。出席迎新会的还有 MBA 授课教

师及案例教学教师代表、校内导师代表、特聘导师

代表、2016 级 MBA 同学代表、2017 级 MBA 新生以

及各大媒体记者的朋友们二百余人。迎新会由工

商学院常务副院长赵卫星主持。

张菀洺院长首先致辞。她对 2017 级 156 名

MBA 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

向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

谢。她还向大家介绍了研究生院的历史沿革和优

良传统，以及新成立的工商学院的组成，并为同学

们介绍了社科 MBA 雄厚的学术资源和强大的师资

力量。张菀洺结合当前经济形势和时代发展的要

2016 级学生代表贾超、2017 级新生代表刘建

闽先后在会上发言。随后，会议举行 MBA 优秀授课

教师及优秀案例教学教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校内

导师颁奖仪式、MBA 优秀特聘导师颁奖仪式和 2017

级新生入学奖学金颁奖仪式。优秀授课教师及优秀

案例教学教师代表张金昌老师、优秀校内导师代表

依绍华老师、优秀特聘导师代表李玉新老师结合自

身研究和教学经验，强调“教学相长”，鼓励同学们

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加强与老师的沟通和反馈，全

面提升学术理论与实践水平和素养，真正做到“知

行合一”。紧接着， 社科 MBA 各职能部门为 2017 级

新生进行了入学教育，并对学生们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细致的解答。在热烈的掌声中，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顺利结束。

迎新会结束后，2017 级 MBA 新生进行了拓展

破冰活动，随后前往拓展基地进行为期两天的拓展

训练，开始入学“第一课”。（工商学院）

求，要求学子们独立思考、务实创新、知行合一，鼓

励学子们要善于创新并勇于应对各种挑战，刻苦学

习专业理论知识，努力提升人文品德修养，将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严谨治学、勇为国家社会担

当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 2017 级 MBA 迎新会现场

  图 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商学院院长张菀洺教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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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院MBA足球队员和啦啦

队员在新生足球冠军杯赛中齐

展风采
2017 年 9 月 3 日，我院 MBA 足球队在 2017

年 MBA 冠军杯足球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取得胜

利，实现完美收官。比赛当天，万里无云，微风轻

拂。奥信体育馆的绿茵场上人头攒动，12 支球队

都在紧张地进行最后一轮的比赛。我们的对手是

中国农业大学足球队，比赛过程精彩激烈，同时也

温馨满满，两队啦啦队都为双方喝彩，完美诠释了

友谊第一的比赛宗旨。

本年度冠军杯足球赛共有来自北京的 12 所

高校商学院新生联合发起，自 2017 年 7 月 30 日

开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院多名

MBA 同学积极参与组委会监督、数据、宣传等部门

的工作，在保证赛事顺利进行、公平如实反映比赛

情况等方面居功至伟，得到了各校同仁的认可。

我院 MBA 新生代表队得到了 MBA 教育中心、

校友会、MBA 分会和 2016 级学长的大力支持，队

员们在整个赛事中积极、团结，展现了良好的精神

面貌，得到了各校的认可和赞扬。尤其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们的最美啦啦队，在开幕式上的惊鸿一瞥，

光芒四射，震惊全场。在 8支啦啦队的评选中，我

们力压北大、清华，惜败于东道主人大。

附参赛人员名单：

球员：刘黎鑫、张翔、毛思澎、董权、张夏添、潘

哲、田龙、任晓明、单单、康占国、张飞、李春光、何霄、

刘记瑛、郭东、辛翔宇、贾超，黄成智、张庆猛、张昊、田

宇然 、韩杜新、王月宁；

啦啦队员：欧阳卓珩、徐嘉南、赵晓庆、车禹萱；

报道团队：王欣、吴宇、赵昭、于赫、庞云龙；

进驻组委会成员：哈晓喆、梁潇、张阳阳、杨亚

萍、袁志勇。

至此，新生足球冠军杯赛已告一段落，新学期

即将开展，敬请期待我们 2017 级新生的精彩表

现！

  图 1：比赛结束后球员和助威团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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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爱之名  携手同行——

社科善行者完美收官

善行者简介：

善行者是中国扶贫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

的一项徒步筹款活动。善行者鼓励大家 4 人组

成一队，日夜兼程共同克服困难，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 50 公里徒步挑战，以“每一步都会带

来改变”的信念，动员身边的人以实际行动支

持公益。爱心善款让高寒地区的贫困儿童有了

抵御寒冷的羽绒服；让山区学校的小学生有

了香喷喷、热腾腾的午饭；让留守的孩子有了

童伴妈妈的呵护和陪伴，全面助力贫困地区儿

童全面发展。

这一天，你们是我们的善行英雄

2017 年 9 月 9 日，2017 年北京善行者公益徒

步活动在居庸关吹响集结号。伴随着清晨蓬勃的

朝气和清脆的鸣笛声，我院两支队伍：“社科同心

11”队（王庆华（队长）、啜亮、冯卫杰、王月宁）和

“社科 MBA——每一步”队（张铭泽（队长）、王春峰、

吕顺才、严焱）开始出发，踏上征程。

 图 1：活动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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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团结互助

我院MBA同学在收到中国扶贫基金会邀请后，

便开始启动该公益项目，活动自发起之初，便得到

了社科 2010 届到 2017 届各届校友和同学的大力

支持，很多校友毕业多年，也热心参与到母校的集

体活动中，2017 级新生们入学前也踊跃参与活动

策划与善款筹集，活动一天之内预报名人数达 36

人，经过选拔，由两支队伍代表社科 MBA 参赛。队

伍善款筹集，也得到了社科 MBA 各届校友积极捐

款，截止 9月 11 日，总共累计 103 人次参加捐款，

两支队伍分别筹得 4040 元和 5637 元善款。通过

策划组织此次活动，不仅激励同学们参与体育运

动，也加强了各届校友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

不惧困难，勇于挑战

50 公里徒步充满挑战，社科 MBA 同学为了一

次不凡的挑战，以爱之名，携手同行，为了集体荣

誉，克服困难，坚持完赛。此次活动，社科 MBA 同学

们身体力行、不惧困难、勇于挑战的精神将作为一

种传承。也期待更多同学们关注善行者，热心公

益，下一届善行者，期待你的参与！ 图 3：我院参赛队伍“社科 MBA——每一步”队

  图 2：我院参赛队伍“社科同心 11”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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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赛事顺利完成，大赛全程共设立 15 个

饮水、能量补给站。我院与北京大学等十四所在京

高校组成的“商学院北马联合补给点”成为补给点

中一道青春的风景线。“商学院联合补给点”共两

处，分别设置在 35.6 公里处和终点。为方便参赛

队员中途补给，35.6 公里处主要为补给、医疗、拍

照等功能，终点处则为放松和摄像区。据了解，“商

学院联合补给点”已连续设置三届，我院作为发起

者的四校之一，积极参与北马志愿者工作。此次比

赛中，我院 2016 级郭东、2014 级徐达开积极参与

志愿者工作，服务运动员，丰电科技集团董事长白

俊刚也为赛事提供了友情赞助。

我院 MBA 参赛队员和志愿者的表现得到了各

校的一致好评，参赛运动员跑出了社科精神，志愿

者团队展现了团结奉献的社科风采！  图 3：15 所商学院联合补给区

  图 5：赞助商与运动员合影

  图 4： 补给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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