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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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中心要闻

一、“东方绮丽杯”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第五届 MBA 校

内案例大赛圆满举办
2017 年 1 月 7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MBA 教育中心主办、案例中心和学生管理部承

办，由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责任公司独家

冠名赞助的“东方绮丽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第五届 MBA 校内案例大赛暨第五届全国案例精

英赛校园突围赛在 1978 咖啡厅隆重举行。大赛采

用案例为“东方绮丽经营战略升级之路”，由 MBA

特聘导师，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宝山老师及其

团队编写。来自 MBA2015 级、2016 级的同学共组

成 6支队伍参赛。是一场由学校、企业、学生共同

参与的盛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MBA 教育中

心主任黄晓勇教授，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

公司副总裁张晓东先生，北大纵横高级副总裁、

1978 咖啡厅副董事长、MBA 教育中心特聘导师宝

山老师，北京服装学院姜蕾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BA 案例中心主任罗仲

伟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执行副主任赵卫星博士，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

合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特聘导师、

案例中心副主任郝继涛老师出席了本次大赛并担

任评委。本届大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副教授主持。

本次大赛自 11 月开始筹备，并以全国管理案

例精英赛模式为依据，结合历届比赛经验，在比赛

形式、比赛规则上进行了完善创新。12 月，案例

中心组织老师前后到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

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进行调研走

访，就案例合作开发、合作开展案例大赛事宜进

行接洽沟通。12 月，学生管理部启动赛事报名

征集，并开展多渠道比赛宣传工作。1 月 3 日下

午，8 名参赛队员代表到东方绮丽进行调研，掌

握第一手资料。

本次比赛分为赛前盲审和现场竞技两个阶

段，大赛开始前一小时，评委在 1978 咖啡厅对参

赛队提交的案例分析报告进行盲审打分。

  图 1：参赛队员代表到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调研

  图 2：评委正在进行盲审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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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开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

长、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教授为本次案例

大赛致辞，并对第五届 MBA 校内案例大赛的召

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衷

心的感谢。

紧接着，杨小科副教授介绍出场队伍先后顺

序，比赛规则及会场注意事项，并宣布大赛正式开

始。各参赛队按编号顺序出场参赛，围绕“东方绮丽

经营战略升级之路”展开角逐，参赛队伍分别对案

例进行分析阐述以及 PPT 展示，各队运用不同方

式、不同视角正对案例中提出的问题给出解决方

案、建议和对策。现场比赛氛围浓郁，由于受比赛

时间规则限制，队员们语速较快，但表达流利，思

路清晰。

  图 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副
　　　　教授主持

  图 6：比赛环节

接着，东方绮丽副总裁张晓东先生致辞，他

希望通过本次大赛，MBA 学生对企业能献言献

策，学生们在案例大赛答辩过程中能有所突破，

在 PK 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最后，他祝愿本

次 “东方绮丽杯”第五届 MBA 校内案例大赛能圆

满成功。

  图 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MBA 教育中心主任黄晓勇
　　　　教授致辞

  图 4：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晓东先生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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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比赛环节   图 8：比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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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赵卫星主任点评寄语

图 12：姜蕾教授点评寄语

  图 13：罗仲伟教授点评寄语

随后，七位评委老师为本次大赛做出了精彩

的点评，评委们指出本次大赛非常有意义，对各参

赛队比赛中的表现表示肯定，但评委们同时也对

部分团队“泼了冷水”，不少团队演讲技巧存在不

足，没有能够在有限时间内把自己的分析特色和

竞争优势充分表达出来，缺乏把握机会的能力。评

委们不仅对参赛队的方案提出点评，而且也将自

己在案例企业和所属行业的观点提出来与同学们

分享。同学们也为评委老师在行业的资深、专业赞

叹不已。

  图 9：宝山老师点评寄语

  图 10：张晓东先生点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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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旭日东升队”获得三等奖

图 17： “运筹帷幄队”获得三等奖

图 18：“山高水远队”获得三等奖

最后，经过激烈的打分环节之后，“步步为赢”

队表现出色，荣获比赛一等奖，“勇攀高峰队”荣获

二等奖，“山高水远”队、“运筹帷幄”队、“旭日东

升”队荣获三等奖，来自“步步为赢”队的余晖同学

更是征服了现场评委，获得 MVP 最有价值队员奖

项，“旭日东升 ”队的孙檀同学获得最佳风采队

员。领导和嘉宾为本次大赛获奖队伍颁发证书并

合影留念。

  图 14：郝继涛老师点评寄语

  图 15：“意气风发队”获得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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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最有价值队员奖”颁奖

图 23：合影留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今后

也将继续组织学生参加类似的比赛，促进 MBA 同

学间的交流和学习，同时也将安排与案例相关的

实践学习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帮助学生获得第一

手的企业及行业资讯。

比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了帷幕。本次

“东方绮丽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五届

MBA 校内案例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 MBA 学生

提供了良好的自我展示及团队协作的锻炼机会，

并且使每位参赛者在管理知识整合及运用方面有

了很大的收获。到场观摩的同学也开阔了思路，学

到了多角度分析处理问题的思考方法。

  图 19：“勇攀高峰队”获得二等奖

  图 21：“最佳风采队员奖”颁奖

  图 20：“步步为赢队”获得一等奖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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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三位老师到北

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调研访问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

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主任助理杨小科、案例研究

中心李振爽等三位老师，以及北大纵横副总裁宝

山、咨询顾问李卓华、刘海新等一行到北京东方绮

丽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调研访问，就合作开展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五届 MBA 校内案例大赛事

宜进行接洽沟通。北京东方绮丽服装服饰有限公

司总裁王涛先生、人力资源总监王君红女士参加

此次交流。

案例“东方绮丽的系统升级之路” 素材来源

于北大纵横在为东方绮丽做管理提升过程中的

咨询方案及企业访谈资料。罗仲伟老师就案例编

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介绍了案例大赛的基本情

况和需求，并感谢企业给予的支持。王涛总裁介

绍了东方绮丽的发展历程，并表示通过此次案例

大赛，能够给企业、给我们的社会进步提出更有

价值、更有实际作用的建议，以学生新的想法助

力企业的发展。随后，访问人员参观了东方绮丽

的研发、设计、展台等工作场所。

  图 1：MBA 教育中心三位老师到北京东方绮丽服饰有限公司调研
　　　　访问   图 2：参观北京东方绮丽服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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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月份中心动态

二、2017 北 京 地 区 首 场

MBA/EMBA 调剂政策发布

会成功举办
2017 年 2 月 25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 MBA 教育中心联合社科赛斯教育集团及中

国 MBA 教育网共同举办的 2017 北京地区首场

MBA/EMBA 调剂政策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1345 会议室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物资学

院、北方工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新华都商学院、北京建筑大学、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中心主任、招

生主管老师亲临现场为考生讲解 2017 年 MBA 调

剂最新资讯。

此次发布会吸引了 200 余名 2017 年 MBA 考

生参加，会场座无虚席，现场十分火爆。本次发布

会由中国 MBA 教育网总监张晶波先生主持。

下午 14 时，2017 北京地区首场 MBA 院校调剂

政策发布会正式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

致辞，孙老师首先欢迎和感谢各院校老师的到来，

感谢社科赛斯教育集团的鼎力承办，并祝愿在座的

每一位同学不虚此行，考取理想学校。

  图 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任
　　　　孙晓晖老师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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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社科赛斯教育集团李发进校长从院校

的调剂指标、分数线、结果公布时间等方面为广大

考生提供了诸多信息，建议考生通过此次活动了解

意向院校的各项调剂政策，把握与院校主任或招生

主管面对面的机会。李校长充满激情的演讲赢得了

在场考生及嘉宾的阵阵掌声。

面地介绍。现场考生有时认真聆听，有时伏案疾书，

有时拍照记录，十分认真。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招生与职

业发展部主任孙晓晖老师为在场学员准备了 MBA

面试礼仪讲座。孙老师从 MBA 面试的重要性、面试

礼仪和面试的注意事项三个方面，与考生们分享了

面试礼仪知识，考生纷纷表示获益良多。

发布会接近尾声，考生们就个人情况向院校各

位老师提出相关调剂问题，在场老师给予了详细的

解答。至此，2017 年北京地区首场 MBA/EMBA 调剂

政策发布会圆满落幕。

14:40，院校宣讲正式开始，各院校中心主任或

招生主管老师围绕项目特色、项目优势、招生政策

等方面进行项目介绍。MBA 教育中心招生与职业发

展部主管周建杰老师从社科 MBA 项目的品牌优势、

项目情况、2017 年招生与调剂政策方面进行全

  图 2：会议现场

  图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中心招生与职业发展部主管
　　　　周建杰老师为学员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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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杜兰大学 EMBA 国

际周学习之旅顺利结束
2017 年 1 月 19 日到 1 月 27 日，我们一行

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

2015级学生周龙环、王丽杰和2016级学生秦宇、

刘静慧）前往美国南部名校杜兰大学，与来自世

界各地的 100 多位企业管理者共同参与了杜兰

大学商学院举办的 EMBA 国际周学习活动。在与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企业管理

者的频繁互动与交流过程中，收获颇丰，大家不

仅学习了知识，还收获了友谊，同时也在课余时

间欣赏了美国南部旖旎的风光。

我们一行四人是穿着冬天的衣服来到春暖

花开的美国南部城市新奥尔良的，与来自其它国

家的学员一起受到了校方的热烈欢迎。杜兰大学

商学院院长专门召开了欢迎仪式并且选择了第

三天的晚上在他家中举办了酒会。在学校设计的

两大学习板块“全球领导力”与“管理伦理”的学

习过程中，教授以分组的方式让不同国家的学员

一起交流学习，而且学员之间的互动交流超过了

整个学习时间的一半以上，这一创新式教学方式

加强了小组成员的充分互动，增进了学员之间的

友谊。

跨国公司在管理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跨文

化管理，而文化的差异给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

扰，所以熟悉不同背景国家的文化对于管理者来说

是必须的。商学院给每位学员布置的介绍各自国家

文化的作业给大家带来了不少乐趣，中国学员展示

的书法、园林建筑艺术、戏曲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的素材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

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也让其它国家的学员

满是欢喜和感激。来自南非的一位学员在与我们交

流的过程中对中国的家庭文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她认为，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相互照顾和共同进

步，而她们更多的是考虑自己。

一个星期的学习为我们增加了人生阅历，带来

了无尽的乐趣

美国之行离不开两位美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首先是杜兰大学亚太区负责人 Alicia 老师，她是

一位精通好几国语言尤其熟练掌握中文的美女，作

为本次活动中国学员的领队她不仅给我们协调了

校车接送而且全程陪同大家度过了学习的每一个

环节，必要时 Alicia 老师会及时和每一个人谈心，

解决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最后

环节她还为大家从学校争取颁发了结业证书。  图 1：课堂互动

 图 2：与老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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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值得一提的美女是我院派往杜兰大学

的访问学者石颖博士，在美国学习期间，石博士在

生活细节上给予了我们巨大的支持，让大家倍感

温馨。无论是学习、租房，还是吃饭、购买生活用品

等她都是我们的全天候向导。可以说，两位美女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是我们美国之行的得力保障。

紧张的学习之余，考虑到授课老师也需要休

息调整一下，学校特意给大家留出了一天的空余

时间。

一月份的美国南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新

奥尔良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在阳光明媚的日子

里时不时也会有片刻的雨下起来，雨中的杜兰大

学清凉而又舒适。我们在校友的带领下分别参访

和游览了新奥尔良的一号公墓以及密西西比河

沿岸风光。

  图 3：杜兰大学亚太区负责人 Alicia 老师和我院访问学者
　　　　石颖博士  图 4：杜兰大学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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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次学习与交流，我们对于国际化跨文化

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跨国管理是伴随着经营和生

产的国际化，特别是国际企业的生产和发展而成为

日趋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

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行为表

现。第一、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不同国家间语

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对同一信息的翻译理解会

产生差异，甚至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同时不同

的文化模式有不同的沟通方式，从而导致信息理解

的偏差和沟通障碍。第二、不同国家民族的差异。不

同国家民族有不同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特质，不同民

族之中的群体及成员有着特定的价值取向，遵循着

特定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规范，容易导致偏见。第三、

思维方式的差异，例如西方人更富有竞争性，乐于

改变和突发情况，不看重权利权威，而东方人讲究

以和为贵，尊重权威，不喜欢改变，富有计划性。这

次活动让我们有机会和来自多个国家地区的同学

一起学习和生活，进行深入的交流。通过这一个星

期多次深入交流，在以上差异之外，我们发现了寻

求合作共赢、崇尚正直和友好的共同点。这次课程

不仅帮助我们建立了跨越国家和民族的友谊，更重

要的是加强了彼此的了解，增加了互信。相信在今

后的工作中，能够使我们更加紧密地同来自不同国

家地区的商业伙伴合作。

到美国学习一周感慨良多，现总结如下：

1. 到美国去学习并感受一下美国的风土人情

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夙愿，此次学习第一次把我们放

在了一个全球化的平台上，内心的冲击大，收获也

大。只要有机会，还是多出去走走、看看，能学习得

更好。

在肃穆以及空无一人的一号公墓我们这些来

访者了解了新奥尔良建城的历史，也见证了中国人

曾经在这座城市留下的足迹。

驱车沿密西西比河沿岸浏览以及穿梭在美国

的乡村公路上让人身心愉悦，在密西西比河沿岸我

们不仅为水天一色的风光所陶醉，更被印第安人沿

河岸而居的人文环境所震撼。在美国的乡村公路上

我们看到所有的车为校车让路的情景，不仅扪心自

问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图 5：密西西比河沿岸印第安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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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活动 1：台湾暨南大

学来访交换生实习心得

作为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硕士班的学生，我们在 2016 年的九月中旬来到

北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实习活动，最终在 1 月顺

利地结束这段实习生活。透过这次的实习我们学

习到了许多在学校或是在台湾实习所无法获取

的宝贵经验，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受到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及中心实习基地

企业的许多帮助，我们都非常感谢！以下就分享

每位参与实习的同学的心得及感谢的话语。

黄美淇 :

我是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国际企业管理学系

硕士班的黄美淇，这次透过学校提供的实习机会

来到北京实习。一直都很希望到中国看看当地的

人文风貌，很荣幸能透过这次机会，到北京当地

待了快四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除了在企业实习

之外，我们趁着假日到北京各地参观知名景点，

感受一下北京的历史。

很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老师们

不只帮我们跟各企业进行实习安排，还安排好宿

舍让我们入住，也时常关心我们的实习状况、生

活状况，这段期间有老师们的帮助及关心，真的

感到非常温暖！

蓝筱筑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已

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国际企业学系合作多年，为

两岸学生提供学术交流的机会，同时与北京本地

优秀企业配合，为交换生提供符合学生背景的实

习的单位和职位。我在实习企业学习了该公司的

企业文化和公司大小事务的实战经历，企业提供

优良的工作环境，氛围轻松愉快，与同事也能合

作融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良乡校区为交

换生提供校舍住宿，离公司稍有距离，北京步调

繁忙，尤其上班时段大众运输系统更是拥堵。这

次实习过程，我充分体验了上班族通勤生活，彻

底了解了大都市生活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彷佛

都历历在目。同时，也见识到许多与其他国家不

同的文化风情，增广见闻，也为自己提升工作能

力增加了经验。

许恩睿 :

回想起老师热情地接待宛如是昨天发生的

事情，细心地为我们介绍周遭环境，也提供我们

舒适的生活环境，使我们在北京有个地方可以安

顿，可以为隔天实习做更充分的准备，让我们的

实习更有效率。短短的四个月时间，让像白纸般

的我们有着充实的收获，很谢谢老师们的辛苦奔

波。这次我不仅仅来实习，而且感受到北京青年

积极的工作态度，认真负责并充满竞争力，企业

处理事务的态度也都只有用专业一词可以形容。

同时，我还感受到北京未来的光景也是我努力的

标杆。除此之外，北京市里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

穿梭在古代和现代之间，让我在北京有一个美好

又充实的实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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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育良 :

这次的实习的确给予了我很多，我懂得了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获益良多，这对我今后

的生活和学习都有很大程度上的启发。这次的实

践是一个起点，我相信这个起点将会促使我逐步

走向社会，慢慢走向成熟。实践，就是把我们在学

校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客观实际中去，使自己

所学的理论知识有用武之地。只学不实践，那么所

学的就等于零，理论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另一方

面，实践可为以后找工作打基础。通过这段时间的

实习，学到一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因为环境

的不同，接触的人与事不同，从中所学的东西自然

就不一样了，要学会从实践中学习，从学习中实

践。今后，我将继续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进

一步充实自己，争取在以后的学习中更好地完善

自己，在以后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知识。

总体而言，这次的北京实习让我们十分惊艳

及赞叹。首先，得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MBA 教育中心能给予我们这次实习机会，也给我

们这群小伙伴提供很多的帮助及提醒，让我们这

趟实习能够平安顺利。同时，很感谢暨大安排这

次实习，让我们获益良多。

陈建忠 :

时光飞逝，转眼就来到了离别的日子，看着原

本陌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突然多了一

丝的惆怅。窗外的场景也从我们刚来时的绿意盎

然变成了一屡屡的枯叶，看著熟悉的房间，似乎

跟它的缘份也到此为止。广阔的校园似乎装不下我

满满的哀愁，离别即将到来，实习也将画下一个完

美的句点，公司与实习生活中满满的回忆，也变成

了人生中宝贵的经验。每天穿梭在繁华的都市与宁

静的校园间的例行公事，虽然辛苦却也变成以后回

忆中的一件趣事。每天通勤的三、四个小时，便像是

搭乘一座移动的城市带领我们游遍北京的各地，虽

然辛苦却收获丰富。最后，再见了我熟悉的校园，再

见了辛苦的老师们，再见了我熟悉的同事，虽然只

是一段短暂的时间，却也值得让我回味一生了，而

且人生就像是一场无止尽的旅途，我相信我们将来

还是会再相遇的！

最后还是要再次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的合作，让我们能够有这样

宝贵的实习经验。现在我们都已经顺利回到台湾

了，在最后附上一张我们顺利到达台湾的合影，也

期望在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到北京再次与老师们及

同事们相聚，敬祝各位新年快乐！

图：台湾暨南国际大学来访交换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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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想你的 125 天

2016 年 9 月 11 日，有幸来到台湾南投埔里

镇的暨南国际大学交换学习。2017 年 1月 13 日，

离开宝岛，途径香港与澳门，最终返回北京。结束

了漫漫的 125 天，也是无限想你的 125 天。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从踏进校园的第一天

起，这句话就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其实台湾的基础

设施建设很落后这一点我在去之前已经有心理准

备，但是还是被现实打了一个猝不及防。首先是狭

窄的宿舍，只有大学宿舍一半大小，我的幽闭恐惧

症都要爆发了。其次是两米高的床，要不是我睡觉

老实，真是分分钟想搬个垫子打地铺。收拾了很

久，在我能够躺下来的时候，已经是翌日清晨。好

在暨大的校园风景优美，教室宽敞明亮，老师风趣

有料，极大地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

关于课程

在严格的课程互换条件之下，课程可以选择

的空间并不大。必修课集中在周三周四两天，我根

据兴趣选修的课程在周二周五，所以周一基本没

课，可以连着周末出去流浪了。

关于运动

学校有个不大的健身房，可以举铁，一般我都

会先去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做热身，一共只有六七

台跑步机，需要早点到。旁边的有氧操厅不知道什

么时候开放，也不准随意进入，所以我都是和助工

打个招呼，然后一个人霸占诺大的操厅安然地做

keep。一身大汗之后就可以下楼去 spa 池放松一下

肌肉，蒸蒸桑拿，泡泡温泉，当然还有体力的话也可

以去游泳池里游几圈。

关于食物

一直在抱怨台湾东西不好吃，大家都有疑问说

台湾小吃很有名的，怎么会吃不好？首先，小吃随

便吃个两天当然不错，但是你连续吃个二十天试试

看？另外，作为一个山坡上的学校，食堂一共不超

过 10 个窗口，审美疲劳发作得太快。最后，这里的

酱油都是带甜味的，让我一个无辣不欢的人简直是

欲哭无泪。虽然后来发现埔里镇一些对胃口的店，

但是那时已经去日苦多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初

到台湾体重超过 120 斤的我，离开的时候只有 111

斤，掉秤 10 斤以上！

  图 1：暨大校园美景

图 2：台湾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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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购物

从十月起，各大百货店就陆陆续续地开始

店庆了，周年庆的活动比较给力，差不多等于九

折优惠。

关于旅游

台湾不大，交通便利，主要是人少，所以只

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基本在交换期间可以把

台湾玩个遍。因为去交换之前我已经有环岛游

的经历，所以这次更多的选择是深度游，兴趣

游，和马拉松游。

当然也有遗憾，就是没有去兰屿，因为想起

来要去的时候已经入了冬季，去兰屿的船次减

少，又不想翘课，故未成行。最想推荐的地方有

两个，一个是绿岛，另一个是垦丁。其实花莲也

算不错，只是一个超级峡谷马拉松跑下来，我对

这个地方的爱也消失殆尽了。

关于感悟

在台湾的这四个月，真的是发生了很多，思

考了很多，成长了很多，看淡了很多。人说读书

万卷，行路千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深以

为然。感悟很多，就不一一道来了，毕竟有些道

理说出来也没什么意思，自己有体会的才是真

道理。

就说一点感悟最深的：台湾的人。之前一

直说台湾属于发达地区，这一点本来我很不赞

同，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硬件设施绝对比不

上北上广，甚至二线城市。但是台湾的软件，就

超越我们太多了。台湾人温和、淡定、从容、热

心，他们帮助了我很多，也教会了我很多，在和

台湾人接触的过程中，我才能肯定的说：台湾

确实属于发达地区。还是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

景，是人。

图 3：旅途中合影 图 4：暨大校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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