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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凤金桥：中国第一所国际商学院的创建

[口述前记]翁史烈，1932年5月生。1952年，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获得

苏联列宁格勒造船学院科学技术副博士学位；回囯后继续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先后任讲

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1984—199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88—

1992年，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委员会主席；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8—2003年，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曾任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主题演绎总

策划师，中国动力工程学会会长和名誉会长。翁史烈在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期间，推

动、见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于1994—1999年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任董

事长，离任后被聘为名誉董事长。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立是浦东开发中一个

重要的亮点，对于它在中国现代管理教育方面

的影响要有足够的估计。中央支持中欧与上海

交通大学联合办学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一、联合办学的全新探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联合

办学并非偶然。当时，学校的条件都很困难，

一个铜板要掰两半用。这种情况下，上海交大

的方针对策，就是合作办学、联合办学。它的

本质，就是利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

帮助我们办学，来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这也

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实验。而且联合办

学的力量是很大的，交大与中国科学院签订的

联合办学协议，挽救了当年风雨飘摇中的生命

科学系，成就了今天生命科学学院的辉煌。所

以对于合作办学，我们是非常能够接受的。

管理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它很重要，没

有一流的管理，就没有一流的大学，也没有一

流的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背景下，管理学跟过去大不一样。当时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学科，体系、内容、方法

这些问题怎么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因此从联合办学这一思想出发，我们积极探

索，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跟以管理著称的

美国宾州沃顿商学院合作，举行计算机和管理

双学位的培养。再比如，我们跟德国的巴登—

符腾堡州联合办学，培养中小企业的企业家。

德方派教师过来教学，每年我们的优秀学员可

以到巴符州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去实习，这是

非常好的条件。学员不仅可以学到外国企业是

怎么管理的，而且双方企业家还能建立起联

结。这个项目完全是巴登—符腾堡州出资，办

了16年，非常不容易。另外在国内，我们和锦

江集团联合开设宾馆管理专业，锦江集团下面

所有的宾馆，都是我们的实习宾馆，这样教学

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3月号
33



条件一下子就提升了。我们还请到香港中文大

学的潘光迥教授来这里跟教师讲课，介绍香港

中文大学的管理学科是如何建设的。

意识到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又感觉到

自己老的一套基本上是不能用，迫切需要改

革，所以我们尽力了解管理科学最前沿，不断

积累、博采众长，希望最后能够有一个适合我

们国家实际情况的国际化的管理教育体系。这

是个大工程，但是必须要攻克。这样一个任务

就摆在我们面前，为了这一设想，我们做了很

多努力。一天晚上，交大管理学院的名誉院

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家镐同志，和

我们那时党办的张国华同志，还有欧共体派来

的一位代表杨亨博士，三个人一起到我办公室

里面谈，谈的内容就是欧共体与交大合作，筹

建一所国际化的商学院。这么好的条件，北京

没有谈成。在上海第一个就找到交大，我一口

答应。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

会。不管学院将来是不是属于交大，这么一个

国际化的学院搬到上海来，是把一个完整的体

系带过来，让我们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吸收很

多的经验，所以我一口答应。第二天我们就找

教委，可能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大家思想已

经比较开放了，这件事情后来在上海推进得还

是比较顺利的。而且当时的一批市领导，对管

理教育的改革创新都非常重视，他们也考虑到

交大在合作办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因此市

委、市府、教委各方面对于交大与欧共体联合

办学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二、攻坚克难开启新篇

总体来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筹划过程，

我们与欧方合作得很好，欧方曾表示这是一个

最愉快的合作。我们双方没有大的分歧，当

然，特别在初期，还是会有一些难处。大体上

碰到过这五个难题。

第一个问题最难，就是领导权。这个新的

学院是什么地位？如果它是交大的一个两级学

院，那就不能是独立法人。如果它是一个独立

的学院，交大作为中方办学单位，管理上与学

院是什么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个问

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比较巧妙的。后来签订

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财务协议》指出，学院

“享有充分的法人资格，以使它能够执行所有

财务、行政和契约活动”。这样一来，学院就

能够承担起相应的所有责任。另外一方面，学

校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上海交通大学

的校长一定是董事会的董事长，外方最高只能

做到副董事长。欧方第一任副董事长——比利

时的原副首相、满头银发的德克莱尔先生，年

纪比我大很多，相当有政治家的风度，任期内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一来就说，你放心，我

们一起，把学院搞好。领导权的问题就这样比

较顺畅地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外方后来想要扩大学院规模，

到北京去办学，这个叫异地办学，教育部当时

是不允许的，搞得很僵。后来交大出力，派

人到教育部去谈，其实教育部也很支持学校，

希望能够将矛盾化解。化解的方案很快就出来

了，学院可以在北京办学，但不是独立办学，

学员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上海来完成一部分学习

任务。异地的学员本身也有必要到本部进行了

解，所以这个方案也很合理。这样教育部就同

意了学院在北京办学，外方非常高兴。

第三个问题就是教师队伍的建设组成。当时

学院在国内聘请的教师不多，大部分教师来自

欧盟各国，好处是可以博采各家之长。从欧盟

聘请的著名商学院教授，他们所带来的教学经

验、教学内容等丰富了我们的课程体系，为我

们积累了大量最新的教学材料，这是交大的管

理学院无法做到的。但从长远看，这样一个师

资队伍流动性很大，不够稳定，我们觉得要办

好这个商学院，必须要逐步培养起自己的教师

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必须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

响力、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第四个问题是在课程设置、教学标准等教

育理念方面。本来我以为双方在教育理念方面

可能会有很大矛盾，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学院

的第一任执行院长Frohn（冯勇明），他来自德

国，非常务实，办学上兢兢业业。他把在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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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些安排和想法跟我一谈，结果我们两个

人非常合拍。可能是因为不管国内还是国外，

办学是有共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冲突。

如果开董事会时预计会产生什么矛盾，他也会

悄悄地跟我说，让我有个准备。因为董事会就

应该讨论怎么解决问题，如果争论不休，这不

解决问题。学院外方的董事基本上来自企业

界，就办学方面来说，中方的董事更有经验。

所以总体上大家沟通起来还是比较顺畅，对于

如何办学没有很大争议。

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办学的场所。1994年11

月8日，上海交大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签署

了办学合同，同时正式宣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在上海成立。但这时我们面临一系列难题，如

教学大楼在哪里？学生和老师住什么地方？特

别是外国来的教师怎么安排？等等。后来经过

努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连最基本的教

室、宿舍也没有，到运作起一个完整的办学实

体，并在社会上打出了形象，这个效率是非常

高的。我们第一个高层经理培训课程在学院宣

布成立当年年底就开始了。第二年5月份，首届

MBA和EMBA班开学。我们把交大闵行新校区由

莫若愚先生捐资、江泽民同志题名的学术活动

中心拿出来作为办学和生活的用房。学术活动

中心有报告厅，有教室，有餐厅，边上有标准

房，可以作为宿舍，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用

来室外活动，配套全部解决。包玉刚图书馆我也

拨出一部分给学院，那是我们交大最好的建筑。

这样就解决了办学场所的问题，大家都很满意。

我担任董事长期间所经历的这些大大小小的

事情，不仅见证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创建和

发展，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一开始，

外方认为自己都是来自世界著名的商学院，对我

们并不十分信任。经历了中欧建院的过程，他们

认识到我们办事有能力，工作效率高，遇到问题

也容易沟通，就从不太信任到后来慢慢相互尊

重，我觉得这还是比较愉快的一个合作。  

三、中国管理教育的特区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整个办学体系为我们

国家的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分析的

样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要求中欧“办

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学院从成立之

初就充分利用“教育特区”的政策支持，积极

探索办学体制机制的创新。“特区”到底特别

在什么地方呢？我的体会有三点。

第一点，学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我在交

大做校长，和在中欧做董事长，感觉是不一样

的。中欧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董事会领导

下开展各种各样的教学实践、教学活动，这一

点从全国范围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点，中欧在极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

个崭新的教育基地。所谓崭新，就是教育内容

崭新、教育模式崭新。当时国内还只有MBA，没

有EMBA，中欧的EMBA是中国第一家，很受企业

家、企业界的欢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企业家

在这里进修EMBA是最合适的，所以尽管当时费

用很高，EMBA仍旧非常热门，大家都抢着进。

教学上，我们进行案例教育，使用大量国际上

有名的案例，这种教育模式也是崭新的。中欧

为我们国家管理教育革新所提供的参照，是系

统的、完整的、有价值的。并且，中欧带来的

国际化的办学理念与方法对我们国家培养自己

的人才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

须头脑清晰，不是为外国培养人，是为中国培

养人。尽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但我们董事

会，特别是中方的董事们，始终紧盯为中国培

养管理人才这一目标，没有迷失方向。

第三点，中欧学院的国际化发展得非常快，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与国际上十几家著名的商学

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展了学生交流项目。像

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美国沃顿商学院

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这一点跟我们的合作

办学形式有关系，跟我们的教师来自四面八方

有关系，所以学院国际化程度提升迅速。

四、大力争取引凤金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初期在闵行交大办学，

中外双方对教学条件都很满意。但我们与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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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经开始研究新的校区到底放在哪里以及

新校区选址确定以后怎么建设的问题。当时徐

匡迪同志向我建议，新校区选址最好要考虑学

院的相对独立性，以利于它进一步的发展和广

泛的国际国内影响，这一点我记忆犹新，充分

理解将学院从交大搬出去。搬出去以后，学院

的影响力一定会不一样。参照市里面的意见并

经过讨论，我们做出了两个决定：第一，新校

址选定在浦东新区并且金桥开发区是首选。第

二，校园的建设委托贝聿铭设计。

为什么首选是金桥呢？选择浦东新区可以

理解，它是改革开放的新热土。为什么没有选

浦东其他地方？这里有一小段故事。当时浦东

一片农田中唯一的一栋高楼，叫由由宾馆，是

农民办的。农民种田出头了，就是“由”，所

以宾馆取名由由。我们跟外方开会一般都在那

里。一次会上讨论学院的选址，金桥开发公司

总经理朱晓明带着人“冲”我们的会场。我说

你要做什么？他就说，我要介绍金桥的条件。

很坚决，一定要把中欧拉到金桥，而且开出的

条件都是比较优惠的。当时交大还在金桥办了一

家公司，也是朱晓明提供的条件。那家公司我还

请了清华和北大加入进来，一共是三所大学，所

以公司名称取了“三大”的谐音“杉达”。有了

这三所大学的引入，金桥开发区的地位就不一

样了，如果再加上中欧，广告效应就更不得了

了。朱晓明是交大的博士生，后来还成为了中

欧的中方院长。我认为他很有眼光，当时外方也

被他的闯劲打动了，最后将学院落户在金桥。

为什么请贝聿铭设计呢？当时我还是有点

意见的，我觉得请贝聿铭太贵了。但是，外方

非常坚持要请贝聿铭。他们认为学校将来一定

需要募款，如果校园是由贝律铭设计的，募款

就会容易，我也理解了，最终就确定由贝聿铭

先生领衔创办的P.C.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浦东校

园。他们的设计确实出彩。我们开始的50亩土

地经过布局，一点也不局促，反而让人感觉内

容非常丰富。这块地当时是比较靠近农村的，

记得第一次在浦东校园举行开学典礼，周边的

环境可以说相当简陋。25年过去，现在那里是

大不一样了。

金桥开发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贝聿

铭的设计展现了独特的风格，我觉得这两个重

大的决策，还是对的。

五、25年再出发

25年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中国经济共

同成长，在中国管理教育界屡创第一。中欧在

2019年美国CEOWORLD杂志全球最佳商学院排名

中位列23，并且是亚洲唯一一所MBA和EMBA同时

进入英国《金融时报》全球排行榜5强的商学

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所取得的成绩，是浦东

开发开放的成果。进入新时代，中欧要凝心聚

力，再创辉煌。

第一，要建设一支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这

支教师队伍中可以有中国人可以有外国人，他

们需要在学校长期任职。然后我们再聘请国外

著名的学者，他们可以有一定的流动性。这样

两者相结合的模式应该是我们师资设置的发展

方向。师资队伍建设是百年大计。我们要大力

提高学院自身教师队伍的水平、知名度、社会影

响力等，师资建设不能全部依靠流动性的教师。

第二，现在的教学内容，要大量收集中国发

展的案例。国内过去没有案例教育，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使用的案例多数是从国外来的。中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发展，管理方面

一定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如此丰富的中国案

例，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可以成为科

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下功夫把它们组

织好、利用好。

第三，学院要结合我们国家战略发展的需

要，开展研究工作。中欧的研究工作要聚焦发

展的重点热点问题，向国家献计献策，从而扩

大学院的社会影响力，提高知名度。作为国际

一流的商学院，中欧应该更多地参与到国内的各

类咨询事务中去，发表自己的看法，为国家提出

宝贵的意见。我希望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能够逐渐

发展成为服务上海、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智库之一，为国家的科学决策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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