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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足西部教育短板

长江商学院开启“西部MBA师资培训”项目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1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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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行为学”师资培训在西安开课。
全国 MBA 教指委委员、 西安交
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苏秦与会并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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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对
外事务、校区建设、行政事务副院
长阎爱民等出席并授课。 开班仪
式由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处办
公室主任王萍主持，来自全国 36
所院校的 50 余名教师齐聚西安
参加了为期 3 天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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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开展西部 MBA
师资培训相关活动，提供学习交
流平台， 改进 MBA 教育教学方
法，从而提高 MBA 教学水平，提
升 MBA 办学质量。

补足西部 MBA 教育资源
短板

全国MBA教指委委员、西安
交通大学管西部 MBA 师资培训
讲座涵盖MBA的十大核心课程，
由全国MBA教指委从西部MBA
培养院校中选拔一定数量的教师

参加。长江商学院选派熟谙中西方
管理理论、教学和研究经验丰富的
教授，与西部MBA教师们充分交
流，共同分享长江商学院的教学实
践、研究成果和案例资源。

苏秦指出， 从上世纪 90 年
代初至今， 中国 MBA 教育规模
及辐射区域不断扩大，社会影响
力持续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的质量不断提高，国际化发展
路径日益拓宽，国际影响力逐渐
增强，但不同区域、不同批次培
养院校在发展速度、培养质量等
各个方面仍客观存在着差距，发
展存在着不均衡性。

全国 MBA 教指委自 1991
年成立以来，非常重视推动和促

进西部 MBA 教育的发展。 2017
年， 全国 MBA 教指委推出了针
对西部院校的案例培训。 2018
年， 全国 MBA 教指委秘书处与
长江商学院一起启动了西部
MBA 师资培训项目， 此举是希
望给西部培养院校和新增的院
校老师们创造一个平台和机会，
提升西部院校 MBA 师资水平，
帮助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王一江教授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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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长江商学院最新的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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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王一江教授
在西宁授课，为西部
老 师 讲 授 希 腊 历
史 ， 从欧洲文明的
源头顺理人类发展
的进程。 今年，他在
西安又再次开讲 ，
以“生存博弈与行
为”为主题，分享其
最新的思考。

行人文
勇担社会责任

阎爱民教授受邀
作为这次西部 MBA

师资培训项目的主讲教授。 阎爱
民教授表示， 长江商学院愿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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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1月 7日的培训中，阎爱
民教授为参与培训的各位教师，
开展了精彩的《组织行为学》课
程。课程中，阎爱民教授以实际案
例入手， 深入剖析企业的竞争战
略中的基本概念与思路； 引出实
体行业的组织变革与转型， 以及
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变革管理。
阎教授专业风趣的授课风格，深
受大家欢迎。 各参会人员得知阎
教授出版的个人诗集《长江咏 戈

壁情》后，反响热烈纷纷要求阎教
授赠书签字，作为个人珍藏留念。

阎爱民说，组织行为学不神
秘，就是研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
规律。 阎教授以美国西部航空的
独特商业模式作为案例进行分
享。 西南航空在美国航天界是一
个奇迹般的存在，在绝大多数航
空公司亏损的行业背景下，西南
航空逆势飞扬，走出了一条独特
的商业模式。

来自新疆人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的努尔兰别克·哈巴斯老师，
是此次“西部MBA师资培训”公
益项目的学员之一。他表示：“长江
教授各具特色，把组织行为学的核
心方法论告诉了西部的老师们，这
样实打实的课程千金难求。 ”

来自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
蒋满霖老师表示，他去年参加了
在青海西宁的培训，这次积极参
与西安学习，让他重新刷新了对
这门课程的认知。

据悉，“西部 MBA 师资培
训” 项目从 2007 年至 2009 年期
间举办过 3 期，累计已有来自西
部各省 30 余所院校的 300 余名
MBA 教师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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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的 5 年时
间内，针对每个科目开展持续的
学习分享培训课程。

罗氏制药中国为胃癌患者搭建互助平台

首届“胃癌关爱日”公众宣教活动启动
� � 近日， 由中国抗癌协会胃
癌专业委员会、 中国抗癌协会
医院管理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防治科普专委会、 中国抗
癌协会康复分会共同发起，北
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主
办，罗氏制药中国支持的“胃爱
喝彩”2019 首届“胃癌关爱日”
公众宣教活动在京举办。 活动
当天将每年 11 月 29 日定为

“胃癌关爱日”。

胃癌早筛意识需提高

胃癌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发
病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据相关
数据显示， 中国胃癌年新发病
例数排位中国常见恶性肿瘤第
三位， 平均每 1~2 分钟就有 1
名国人因胃癌失去生命， 被称
之为“中国式癌症”。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
加孚教授介绍：睡眠不规律、嗜
爱宵夜、抽烟喝酒、重口味饮食
等， 这些不良习惯可能引起胃
部出现疼痛、 恶心、 呕吐等症
状，甚至导致体重下降等症状。
我国目前胃癌现状是发病率
高、早期诊断率低、死亡率高，
很多国人对早期胃癌筛查意识
薄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消化内科主任令
狐恩强教授表示： 科学的认识
胃癌以及所患胃癌的类型是获
取最佳治疗的第一步， 第二步
就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概念，
防治胃癌要有更“早”的行动意
识 ，即“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
疗”。“病理活检+胃镜检查”是
胃癌诊断的“金标准”，是最有
效的胃癌筛查方法。 大部分早
期胃癌在内镜下局部切除病灶
即可获得根治性治疗， 早期胃
癌及时治疗后 5 年生存率高达
92%以上。

随着我国的胃癌规范化诊
疗水平的巨大进步， 我国胃癌
防治也已迈入精准时代。 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
任沈琳教授介绍，从病理上看，
胃癌并非单一疾病， 在所有胃
癌患者中，约 16.6%胃癌患者为
HER2 阳性， 每 6 名胃癌患者
中就有 1 名 HER2 阳性胃癌患
者。 HER2 阳性胃癌是一类独
特的疾病亚型， 这类患者病情
也相对更容易恶化。 曲妥珠单
抗是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的中国首个治疗 HER2 阳性胃
癌的靶向药物。

北京爱谱癌症患者关爱基
金会管理委员会主席、 中国抗

癌协会康复分会主任委员史安
利教授介绍， 今年仅仅是向胃
癌宣战的开始，此后每年 11 月
29 日“胃癌关爱日”都将会开展
不同形式的胃癌关爱及科普宣
教公益活动。

在史安利教授的倡议和呼
吁下， 抗 HER2 药物进入医保
目录， 让普通患癌百姓也能用
得起昂贵进口药。

患者组织是精神力量

史安利教授也是癌症患
者， 从第一次患癌到现在已经
有 30 年。 在这 30 年中，她患过
三次癌症： 第一次一侧患乳腺
癌；第二次直结肠癌；第三次，
另一侧乳腺癌。 通过自己的患
癌的亲身经历， 史教授认识到
患癌者抱团渡难关的重要性，
于是搭建癌症患者互相帮助的
平台。 而她本人的经历，对于患
者来说已经是巨大鼓励， 让患
者们更有信心， 在接受规范化
治疗的同时，以积极、乐观的心
态战胜癌症。

“心理因素的疏导特别重
要。 再坚强的人， 一旦得了癌
症，情绪会消极。 因为我自己是
癌症病人， 知道积极治疗和乐

观的心态的重要性。 ”史安利教
授告诉《公益时报》，让患者组
织起来，互相帮助太重要了。

“很少看到有胃癌患者自
发组织起来去互相交流的，相
比起乳腺癌患者自发组织起来
的程度要差很多。 ”罗氏制药中
国肿瘤第一事业部总经理钱巍
告诉《公益时报》，随着对胃癌
认识越来越深， 癌症的治疗是
系统性工程， 在整个治疗过程
中， 药物治疗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 病友之间的鼓励和关心是
建立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能够帮助患者在心理上克服恐
惧、痛苦。 因此胃癌患者教育意
义非常大， 需要各方力量去加
入齐心协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据钱巍介绍， 罗氏每年都
会参加患者组织大会， 也希望
患者组织越来越有价值， 能够
对于整个公司的研发， 政府的
医疗决策提供帮助。 钱巍认为，
患者组织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力
量，在一些成熟国家，这些患者
组织都会为政府决策和医疗资
源配置以及新药研发， 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患者第一要发出
声音， 第二这个声音要让决策
层听到。 当我们在最早研发的
时候就听到了患者声音， 知道

了患者的痛点到底在哪， 会引
导我们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 ”
钱巍说，“罗氏的价值观就一句
话， 先患者之需而行———这也
是我们每天刻在脑子里面，脱
口而出的。 ”

罗氏深耕中国 25 年，始终
秉承“先患者之需而行”宗旨，
在为患者提供创新药品和个体
化诊疗方案同时，积极与政府、
医疗机构及患者组织合作开展
疾病认知公众教育活动。 这次
希望通过“胃癌关爱日”这一平
台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对胃癌的
重视以及胃癌的规范化治疗，
帮助到更多中国胃癌患者。

除了当天活动， 今年胃癌
关爱日还将陆续在上海、广州、
杭州、 沈阳等地持续开展疾病
宣教，此外，罗氏制药中国还将
支持中国抗癌协会、 北京爱谱
癌症患者关爱基金会开展《中
国胃癌患者疾病认知和就诊情
况》调研，并支持建立胃癌关爱
社区， 帮助患者和医生们更便
捷地在线上展开交流。“可能明
年有十几个城市一块参与进
来，集合当地专家力量，联合当
地公认的是治疗胃癌最好的医
院。 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宣传教
育活动。 ”钱巍说。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