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BA 教学，与本科教学完全不同。 上好一堂 MBA 课，虽
内容上自己下足功夫，但效果仍不太理想。 ’有着 27 年教龄的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师梁丽对 《公益时报》
记者讲起正在教授的 MBA 课程颇感困惑。

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在中国实施已接近 30 年，但由
于开设时间早晚和地域教育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存在，导致不同
院校的 MBA 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西部 MBA 教育更是有不少
短板。

梁丽的困惑并非她一人的感觉， 而是很多新近开设 MBA
课程高校共同的挑战：短板如何破除？

12 月 2 日，一个名为‘西部 MBA 师资培训’的项目在深圳
开课，项目旨在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倾斜为西部高校这一短板
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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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益手段
补齐西部 MBA 师资短板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西部 MBA 教育师资
亟待加强

1993 年大学毕业后，梁丽成
为重庆交通大学的本科会计学
教师。 2019 年， 学校迎来首届
MBA 班， 梁丽被委托任教该班
会计学。 由于 MBA 与本科在教
育方式及招生生源上有着差别，
这一度令她有些苦恼。 教学方
式、学习效果、学员质量如何能
够多管齐下，取得“疗效”成为她
探寻的方向。

重庆交通大学 MBA 教育的
招生对象大多来自成都和重庆
两地的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这与本科阶段培养对象
有着明显差别，按照原先本科教
学手段难以满足当前 MBA 培养
需求。

“MBA 与本科教育教学方
式上完全不一。 MBA 大多以案
例为导向，如何运用常年研究的
理论知识去解构企业实际案例，
这是新进 MBA 教师业务能力提
升的关键。 ”梁丽说，“应该将理
论知识运用解决企业的实际问
题中，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这
种单方面提升，教师要进一步实
践，走进企业进行深度合作。 ”

两年间，梁丽通过收集大量

MBA 教学内容，学员课下交流，
企业实际探访，在教学上自己取
得了一定成绩，但她觉得还有着
较大提升空间。

渴望提升 MBA 教学水平的
不止梁丽一位， 在 MBA 学界如
何上好一门 MBA 课程并非易
事，教师教学水准和学习能力首
当其冲。

贡晓军是西安财经大学商
学院会计系的系主任，她最大的
困惑就是如何不站在会计学层
面来教授 MBA，而要在 MBA 学
生层面来表现。“学生有创业经
历，创业过程中急需知识，我们
如何将案例实践与理论学习融
会贯通，这是当前的最大挑战。 ”
贡晓军表示。

“案例教学与实践结合，全
国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指
导委员会给了学校大纲，明确基
本教学内容，但课程怎样讲得更
有特色还需探索， 这是新设立
MBA 学校应该解决的问题。 ”西
安财经大学商学院 MBA 中心副
主任孙华表示。

重要的“引路者”

12 月 2 日，由全国工商管理
硕士（MBA）教育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全国 MBA 教指委”）秘

书处、 长江商学院主办的西部
MBA 培养院校“会计学”师资培
训在深圳开课。

根据“西部 MBA 师资培训”
项目教学安排， 本次教学共计 3
天，分为开班、授课、参访。 其中，
集中授课时间为一天。

这样的安排能否保证达到
培训效果？ 长江商学院派出了创
始院长之一、从事会计研究与教
育超过 30 年的薛云奎教授领衔
“西部 MBA 教师培训”项目。

“四维分析法”是薛云奎多
年潜心研究独创的一套企业解
读方法， 通过此原理从经营面、
管理面、财务面、业绩面四个维
度分析企业案例，有机地将公司
战略、经营、管理、财务与公司财
报相融合，成为企业家、公司高
层管理人员，以及投资人分析和
理解公司内在价值的有效工具。

“培训内容如何组织更好？
示范性教学还是教案性解析，每
个听课老师所处的自身阶段不
一，都有着自己的解读，学员课
后反映已经说明一切。 ”薛云奎
表示。

一次课程时间虽短， 但引路
人很重要， 拥有一个好的引路人
哪怕时间再短也能让学员受益匪
浅， 举一反三， 这种影响是终身
的，绝不在乎这样短短几天时间。

薛云奎觉得，努力要有成就，首先
要有方向， 如果有人指引会成长
更快，这与时间长短关系不大。

MBA 教育在中国

教育是影响和改变社会的
一个杠杆。

MBA 教育， 中国与国外相
比起步较晚，但到明年，也将满
30 年，总体上呈现快速稳定发展
趋势。 开办院校数量不断增加，
质量呈上升趋势，但不同时期开
设 MBA 教育的高校教育者对其
认识不一。 办学质量不高的院校
在 MBA 教育中还有些较大成长
空间。

成立于 1994 年 10 月 26 日
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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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志宏是全国 MBA 教指委
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
授，在她看来，MBA 教育质量的
高低分两块，一是生源、二是教
师水平。 这两者正是东、 西部
MBA 教育差别的关键所在。 东
部即发达地区的高校，利用自身
资源帮助西部地区高校，这有着
较好的示范意义。

“东部教育水平较高的学校
有责任和奉献精神去帮助西部
地区院校， 东部院校为 MBA 整
体发展做出贡献，这应该得到鼓
励。 ”伊志宏说，“历届 MBA 教指
委都非常重视 MBA 教育工作，
让社会力量参与东、 西部 MBA
教育协作， 是一个非常好的示
范。 长江商学院有着国际化背景
和高水平师资，并愿意帮助培养
师资是个非常好的举措，应该得
到鼓励。 ”

“通过开展西部 MBA 师资
培训相关活动，我们希望为西部
院校的教师们提供学习交流平
台，改进 MBA 教育教学方法，提
升 MBA 办学质量。 ”伊志宏说。

助“教”源于
长江公益基因

2008 年， 全国 MBA 教指委
发起东、 西部 MBA 高校携手计
划，旨在通过东部高校力量帮助
西部高校成长。 这一年，长江商
学院参与到该项目中，用公益授
课的形式支持着“携手计划”。
2018 年， 全国 MBA 教指委再次
选择与长江商学院携手，共同推
进东、西部高校携手计划。

“作为全国 MBA 教育机构
的组织方———全国 MBA 教指委
能够给长江商学院一个机会，参
与到东西部高校携手计划中来，
这是长江人的荣幸，用公益力量
推动社会发展。 ”长江商学院学
术事务副院长、经济学及人力资
源学教授王一江表示，“长江商
学院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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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商学院院长助理杨晓
燕表示，长江商学院教授从国外
学成归来想为国内贡献，教授先
进思想能够为学员带来一些启
发就特别有意义。 长江商学院不
仅号召企业家公益，更多的要动
员学校老师公益，这也成为了长
江的公益因子。

杨晓燕表示， 长江商学院
的公益基因非常深厚， 学院就
因捐资成立， 公益就是长江商
学院的基因。“长江商学院汇聚
了一批优秀企业家， 他们都是
时代的受益者， 最大的责任就
是回报社会。 长江商学院成立
18 年里一直都在践行这个理
念，通过西部 MBA 教师培训项
目， 长江商学院培训一批批西
部教师，通过他们再去传播，这
对于西部整体 MBA 教育有着
实实在在的帮助。 ”

从 2008 年开始， 全国 MBA
教指委就携手长江商学院进行
公益项目合作。 2018 年，又再次
携手至今。

杨晓燕说：“我们希望能够
做十年， 每年一门核心课程培
训， 十年正好上完 MBA 全部十
门核心课程，受训教师今后有何
需求来找我们，我们定会努力帮
助他们。 ”

薛云奎也表示，“西部 MBA
教师培训”项目应该坚持参与下
去， 将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扩散效果意义非凡。

西部 MBA 师资培训项目现场

长江商学院会计学教授薛云奎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