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6 日至 28 日， 由全国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处与长江商
学院共同主办的西部 MBA 培养
院校“管理经济学”师资培训在
青海省西宁市开课。 长江商学院
学术副院长王一江教授、MBA
学术主任李伟教授等担任此次
培训项目讲师。 来自西部地区近
30 所院校的 50 余名教师参加了
此次培训。

据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
对外事务与行政事务副院长阎
爱民介绍， 从 MBA 教育现状分
析， 我国西部商学院在教学、师
资、科研等方面确实与一线城市
存在一些差距。“长江商学院拥
有通晓东西方管理理论的世界
级教授团队， 他们具备全球视
野、格局和思维，产生了一系列
源自本土的学术管理思想及中
国洞见。 我们也愿意发挥所长，
为西部 MBA 教育的均衡和充分
发展贡献力量。 这也是长江商学
院行人文、勇担当，一贯承担社
会责任的延续。 ”

基于此， 全国 MBA 教指委
秘书处与长江商学院今年正式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组织并实
施西部 MBA 师资培训项目，以
进一步推动西部 MBA 教育和课
程改革的全面实施， 提升我国

MBA 教育均衡全面发展。 该项
目是以“支持西部教育，培养精
英教师” 为宗旨的公益性项目，
在 2007 年至 2009 年期间曾举办
过三期，累计有来自西部各省 30
余所院校的 300 余名 MBA 教师
参加培训。

推动管理教育模式创新

全国 MBA 教指委是全国工
商管理硕士（MBA）教育的指导
与咨询组织，其工作接受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领导与
监督。 记者了解到，此次培训项
目涵盖了 MBA 十大核心课程，
由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处从西
部 MBA 培养院校中选拔一定数
量的教师参加。 长江商学院选派
熟悉中西方管理理论、教学和研
究经验丰富的教授，与西部院校
的老师们充分交流，同时分享长
江商学院的教学实践、研究成果
和案例资源。

全国 MBA 教指委副主任委
员、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伊志
宏教授谈道，近年来，委员会不
断推出促进我国管理教育创新
的新举措，此次培训也是其中之
一。“通过开展西部 MBA 师资
培训相关活动，我们希望为西部
院校的教师们提供一个学习交
流平台，改进 MBA 教育教学方

法， 提升 MBA 办学质量。 感谢
长江商学院对此项公益项目的
大力支持与辛勤付出 ， 西部
MBA 院校得以近距离体验一流
商学院的学术思想、前沿课程及
管理模式。 ”

为教师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及人力
资源学教授、学术事务副院长王
一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长江商学院期望通过参与西
部 MBA 师资培训项目等方式，
与国内院校一起培养更多的优
秀管理人才，分享长江最新的管
理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为提升
中国的管理教育水平贡献绵薄
之力。“开展这种社会性的、公益
性的项目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
任，其意义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
教学或授课。 ”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MBA 学术主任、 长江商学院案
例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商学院中
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李伟是此次西部 MBA 师资
培训项目的主讲教授。 在课程
中，李伟教授分享了他的最新学

术研究成果。
他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公益

项目为西部院校 MBA 教师带来
一些新的思维方式和授课方式，
启发他们更多的思考，进而逐渐
提高教学水平。“我觉得通过长
江商学院这种公益模式开展教
学项目、 交流活动是必不可少
的，公益也是保证社会公平的有
力手段。 但如何做好公益、如何
才能更加专业，也是一件很难的
事情，因为做公益也需要考虑投
入和成本问题，需要具备商业思
维，用商业模式开展公益。 我们
也希望通过此次项目进一步了
解西部院校的需求，开展更有针
对性的活动。 ”

在参与此次培训的西部院
校中， 不少学校派出了教授、副
教授团队，也有一些学校派出了
刚刚从事 MBA 教育不久的讲师
代表。 在他们看来，此次公益项
目为他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交
流和学习机会，而能够与世界级
水平的专家学者进行探讨，对他
们的教学来说也是一次启发和
激励。

兰州理工大学国际经济管
理学院院长张清辉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西部地区教育资源
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比较匮乏，教
师水平也有待提高。“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处与长江商学院合
作开展的这次公益项目对于提
升我们的教学水平非常有帮助、
有价值。 今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派
出学校负责相关工作的教师代
表参加后续培训， 也愿意为
MBA 教育贡献我们自己的力
量。 ”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胡宜挺今年刚刚从其他
学科转到 MBA 教学岗位， 在他
看来，此次项目是一次很好的学
习机会。“作为一所西部院校的
教师，我觉得能够接触到不同学
校的老师尤其是长江商学院的
教授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
们的老师可能在教学技能和方
法等方面还有一些欠缺，因此这
种公益培训项目对我们来说帮
助和启发也非常大。 ”

据悉 ， 今后全国 MBA 教
指委秘书处将和长江商学院
一起按照国家 MBA 教育核心
课程安排，在未来五年针对每
个科目开展持续的学习分享
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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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 MBA教育均衡发展

“西部MBA师资培训”公益项目在西宁启动
■ 本报记者 皮磊

2018 年 9 月 27 日， 利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持中国
人口福利基金会“营养早餐”项
目捐赠暨启动仪式在四川省凉
山州金阳县桃坪乡中心校顺利
举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项目
官员张倩、杜洁然，利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志愿者代表，金
阳县教科局督导室主任张志坚、
桃坪乡政府党委书记阿力尔杰
以及桃坪乡中心校的师生们约
650 人参加仪式。随后，利安人寿
代表现场考察孩子们用餐情况，
并进行入户家访，了解学生的家
庭生活状况，表达了亲切关怀和

慰问。
“营养早餐” 公益项目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正式启动实
施，其项目理念是“天天早餐，健
康成长”， 旨在通过动员社会力
量，为凉山州农村贫困地区儿童
提供免费早餐、补充营养，保障
其生长发育。 同时，项目带动当
地形成一日三餐健康生活习惯，
阻断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助力
当地扶贫脱困。 项目实施两年以
来， 在各合作方的共同努力下，
已经累计为桃坪乡中心校 1~6
年级学生提供免费早餐 20 万余
份，为两个幼教班儿童提供课间

加餐 3.8 万余份。通过学校统计，
本学期 1~6 年级学生 508 人，幼
教班儿童 100 人。

本次利安人寿捐资 45 万元
支持大凉山地区“营养早餐”项
目，将为桃坪乡中心校提供约 10
万份早餐及 2 万份课间加餐。 利
安人寿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保障社
会民生，不仅在资金方面资助孩
子们吃上营养早餐，还非常重视
孩子们的用餐情况、学习及卫生
健康状况。 利安人寿志愿者代表
表示，希望帮助他人、服务大众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武胜男）

利安人寿赴大凉山发放“营养早餐”

李伟教授与西部院校 MBA 教师进行分享

授课现场

� �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项目官员张倩（左）向利安人寿志愿者代表
颁发捐赠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