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Workshop 简介

       哥伦比亚大学社科研习 Workshop 由哥伦比亚大学和青少

年创新与挑战计划 (ICP) 共同举办，如今已走到了第五个年头。

与哥伦比亚大学暑期社科研习项目、哥伦比亚大学社科 High 

School Research Fellow( 秋冬季 ) 项目并称为哥伦比亚大学社

科系列三大项目，覆盖全年学季。2019 年 Workshop 旨在提

升学生对当今社会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并用科学的

研究方法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拓展学生

的知识面和思维，为学生今后的学业和职业方向提供有价值的

指导。

       在为期三天的 Workshop 中，四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将

讲授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全程指导参赛同学

们的研究项目，并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师生正在执行的研究项目。

参加 Workshop 学生最后以团队的方式完成一个独立研究项目

（项目主题将在 Workshop 前告知学生），每场 Workshop 都

将评出一二三等奖。参加 Workshop 的学生均将获得哥伦比亚

大学颁发的证书。

哥伦比亚大学社科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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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向学生

        哥伦比亚大学社科研习 Workshop 面向关注社

会问题、善于独立思考和探究的 9-12 年级学生。

Workshop 全程使用英语，学生需具备熟练的英语

水平。往年参与并入围的学生团队来自全国各地的

优秀高中，包括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师大附属

实验中学、北京 101 中学、深圳中学、深圳国际交

流学院、东北育才中学、东北师大附中、上海中学、

上外附中、复旦附中、上海星河湾学校、南京师大

附中、杭州高级中学、宁波效实中学、华南师大附

中、广东省实验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郑州外国

语中学等。

三、如何参与

Qualifying Round  - 学生以团队的方式报名参

加 Workshop，每个团队至少 3 人，不超过 6

人。团队报名后按照要求递交一份英文研究论文。

在对递交的论文进行评审后，哥伦比亚大学将分别

选取 8-10 个队伍（各约 50 人）参加在成都或上海

举行的 Workshop。

Workshop - 入围的队伍将应邀参加哥伦比亚

大学社科研习 Workshop。成都 Workshop

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5-27 日，上海 Workshop 时

间为 2019 年 1 月 29-31 日。两场 Workshop 都将

评出一、二、三等奖，其中获得第一名的团队将获

得人民币 8000 元的奖励，其成员将在 Workshop

结束后优先获邀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社科系列其他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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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9:00-10:00 

Registration

10:00-11:00 

Welcome / Icebreaker

11:00-12:00 

Social Science Introduction

12:00-13:00 

Lunch

13:00-16:00 

Faculty Lecture

16:00-17:00 

Group Discussion

Day 3

9:30-11:30 

Student Presentation 

11:30-13:00 

Lunch 

13:00-14:00 

Fellow Session 

14:00-14:30 

Evaluation 

14:30-15:00 

Awarding 

15:00-16:00 

Closing and Farewells

Day 2

9:00-10:00 

Team Debriefing

10:00-11:00 

Faculty Lecture

11:00-12:00 

Faculty-Team Advising Time

12:00-13:30 

Lunch and Group Meeting

13:30-16:30 

Social Investigation (Off-site)

16:30-17:30 

Group Meeting

Workshop 日程
（供参考，以 Workshop 前公布的正式日程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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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orkshop 时间表

报名截止时间：

2018 年 11 月 10 日北京时间晚 12 点之前

研究论文递交截止时间：

2018 年 12 月 10 日北京时间晚 12 点之前

Workshop 入围队伍宣布时间：

2018 年 12 月 17 日

Workshop 时间： 

2019 年 1 月 25-27 日（成都），1 月 29-31 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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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往年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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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015 年哥伦比亚大学社科研习 Workshop 于 2015 年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中心举行，约 50 名全国各地的学生应邀
参加，各个队伍围绕 Urban Change 的主题开展了研究项目。

2017 年

2017 年哥伦比亚社科研习 Workshop 于 2017 年初在苏州和北京两地举行，经过选拔，最终有 22 个队伍从总共 80
多个学生队伍中脱颖而出，获邀参加 2017 年在北京和苏州两地举行的哥大社科 Workshop。在苏州的 Workshop 中，
Oriental Bohemian 队伍获得 Best Fieldwork Presentation Award，该队伍的成员为：刘念（苏州德威国际学校）、
黄旻（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姜翰秦（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刘书玉（苏州新加坡国际学校）、陈信羽（济宁孔
子国际学校）。在北京的 Workshop 中，Violet 队伍获得 Best Fieldwork Presentation Award，该队伍成员为：刘倩（深
圳外国语学校）、林宇典（深圳中学国际交流学院）、阎伊宁（万科梅沙书院）、张婉琪（深圳蛇口国际学校）、罗
心微（万科梅沙书院）。

2018 年

2018 年哥伦比亚社科研习 Workshop 于 2018 年初在上海和深圳两地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了全国近千名同学报名，
通过层层选拔，共有 100 余名来自全国各地名校的优秀学生入选。在上海的 Workshop 中，Future Beacons 队伍获
得了一等奖，该队伍的成员为：Anidrei Chon Ke Chen, Nikki Ip Chi Kio ( 均来自澳门国际学校 )。在深圳的 Workshop 中，
Unknown known 队伍获得了一等奖，该队伍成员包括：张东潇、陈嘉辉、郭星欣、高雨川、王海路、车茈依 ( 均来
自华南师大附中国际部 )。

升学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超过 70% 的学生进入排名前 30 的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
剑桥大学、Swarthmore 学院、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范德堡大学、圣母大学、埃默里
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耐基梅隆大学、南加州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吉尼亚大学等。

2016 年

2016 年哥伦比亚社科研习 Workshop 于 2016 年初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长春、
武汉等 22 个队伍最终获邀参加 Workshop。在上海的 Workshop 中，Brooklyn 队获得 Best Fieldwork Presentation 
Award，队伍成员为：施筱卓（复旦附中）、朱倩雯（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刘子睿（上海中学）、许弘怡（上海星
河湾双语学校）、郑珺谦（东北育才学校）、皇甫玲竹（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刘若辰（广东省实验中学）；在北京
的 Workshop 中，Queens 队获得 Best Fieldwork Presentation Award，队伍成员为：马由川（北大附中）、杜宇轩（东
北育才学校）、李冀丞（东北育才学校）、钟昊洋（华南师大附中）、张亦弛（华中师大一附中）、罗嘉乐（华南师
大附中）、郭柏辰（东北育才外国语实验学校）、张天（郑州外国语学校）、温皓炀（华南师大附中）、冯赛琳（上
海中学国际部）。



六、学生感言

“The three-day experience at Columbia Global Center in Beijing was one 

that’s transforming. During the Columbia Social Science Workshop, I was 

endowe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closely with the truly exceptional scholars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other bright minds coming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lectures have been both intense, informative, and at the 

same time very engaging. We were able to conduct field trips alongside 

the experts in sociology and reflect on our discoveries together afterwards.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all participants of the Workshop got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of brilliance and were given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of looking at the social dynamics that are happening around us each 

second. The Workshop has definitely consolidated my conviction to further 

explore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 I am truly grateful that Columbia Social 

Science Workshop has been my starting point.  ”

——上海 复旦附中 闫呼和
（现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哥大社科 Workshop 的高质量师资力量出乎我的预料。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

坐拥大量的资源，加上努力和方法，一般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感谢哥大给了我们

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了解到跨学科的新颖的学习方法。在 Workshop 中，我们和

哥大顶尖的学者们肩并肩的交流探讨。在团队项目中，我们一起讨论研究课题中

的细节，徒步去北京前门实地考察、熬夜在微信群里讨论 Final Projects，都让

我终生难忘。这次 Workshop 就像给我注入了一股强大的能量，为自己梦想的学

校冲刺。”

—— 沈阳  东北育才外国语  王俊乔 
（现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这次哥大社科活动收获很多。教授给我们介绍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概念，这

些都是我们之后自己的研究报告中会用到的。我们 Brainstorm 设计自己的社科

实验。导师都很 approachable，经常为我们解答疑惑，指导我们的研究。几天

的实地调查，有挑战也有全新的体验。最后一天的演示中，每组成员都把自己的

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每一项都是精心设计过的，也从别的研究中看到他们的努

力。三天的时间，我们过得很充实快乐，全英文的环境，思维碰撞的火花，全新

的实践，无疑给了我们全新的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孙同学
（现就读于莱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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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收获是非常多的。从一开始初赛的调研到北京三天的 Workshop，都

是非常有挑战性且有收获。我以前也写过论文，但是像初赛时候这样数量

级的论文（我们小组一共写了 10 页）和这样难度的还是第一次，最后入围

Workshop 也是一般欣慰一般惊讶吧。在北京中关村的调研也是收获不少，

最后获得 Best Fieldwork Presentation 也是感觉很开心。一个机会引领人

到达另一个机会，所以每一个机会都要抓住。这次哥大 Workshop 全程下

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努力一定会有好结果，思考一定会有好结果，最有效的

就是思考 + 执行。”

——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林宇典

“为期三天的哥大社科研习让我受益匪浅。不仅仅是收获了学术上的知识

和技巧（例如如何设置一个 field experiment），还锻炼了我与人交往的能力。

不仅如此，我也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我们的队伍分工有序，大家都为队伍

利益着想。这三天两晚，我们都奋战到凌晨。总的来说，这次社科研习真的

对我产生了巨大的转变，也结实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同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了

解了老北京的那种特有文化。如果还有时间和机会，我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 成都市树德中学 彭焕钊

“我们听教授们讲解社会科学、设计实验，体验社交媒体的魅力——我们穿

梭在北京南锣鼓巷和商场只为完成社会实验，研究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我们

准备演讲奋战到凌晨……短短三天的哥大社科研习，让我对社会科学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并且让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人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更重要的时候，这次 Workshop 让我对心理学也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中学 
张雨薇（现就读于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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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赛费用

          本次哥大社科研习 Workshop 初赛报名费为人

民币 680 元 / 队伍。如入围，参加正式 Workshop

的费用为人民币 3680 元 / 人，此费用包含了参加

Workshop 的全部费用。Workshop 期间，我们将

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午餐和茶点。非 Workshop 举行

地的学生请自行安排好交通和住宿，交通、住宿费

用自理。

八、联系方式

       如您希望报名本次 Workshop 或对本活动有

任 何 问 题， 欢 迎 随 时 与 哥 伦 比 亚 大 学 社 科 研 习

Workshop 负责人李老师联系：

·手机：17701380092  

·微信：yesfun666

·电话：010-52875648  

·电子邮件：info@icprojects.org

·官方网站：www.icprojects.org/ssworkshop



九、初赛试题及要求

·Research topic: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t 

Social media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adolescent society. It brings the convenience to our 

daily life, and changes the way how we communicate, learn and entertain. On the other side, it also creates 

new problems such as internet addiction, cyberbullying etc. Please choose a topic on how social media 

affects adolescent society and write a research paper in English. The length of your paper should not be 

more than 10 pages.

·Submission 

1. Please send a paper in English (PDF format, double spaced) to socialsciencesummer@columbia.edu. 

Please indicate your school and/or team name in the subject line of the email. The deadline of submitting 

your paper is December 10, 2018, 11:59 PM.

2. Your research paper should include a front page in the beginning and a citation in the end. In the front 

page of your paper, please clearly indicate your research title, team and/or school, team member, advisor (if 

any) and date. 

·Evaluation 

Relevance – Your research paper must focus on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t Society, although you can 

choose any specific research question you are interested in. 

Value – We are interested in your original and valuable ideas. We would like to see that the research 

question you identify on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t Society is meaningful; the solution you propose is 

reasonable. 

Research Method – In your research paper, you need to tell how you conduct your research and which 

research method(s) is used. 

Conciseness – The length of your research paper will not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we evaluate 

your work. We would like to read the research paper in which the ideas, questions or solutions are clearly 

addressed. 

Plagiarism – Your research paper should come from your own idea and work. Although you may quote 

information from public sites such as Wikipedia, Google and other websites, you should clearly disclose 

the citation. Plagiarism is strictly monitored. Your candidature will be eliminated if the paper is identified 

as plagi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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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常见问题

Qualifying Round 阶段

●  一个队伍多少人？

每个队伍不超过 6 个人，3-6 人都是可接受的范围。

●  参赛队伍人数多少与能否入围 Workshop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能否入围 Workshop 完全取决于学生递交的 Paper 的质量。我们鼓励学生以团队方式完成论文，

具体人数学生可视实际情况决定。

●  一个队伍必须是由同一个学校学生组成的吗？

不一定，可以跨校、跨地区组队。

● 如何报名即缴纳报名费？

登录该项目官方网站 www.icprojects.org/ssworkshop 在线提交报名表，并可按照页面提示的两种付款方式（银

行转账汇款或微信扫码）支付。

● 成都和上海的 Workshop 有区别吗？

两个 Workshop 内容基本一致，唯一的区别是 Workshop 期间（或有的）外出调研的选址不一样。

● 报名参加哪个 Workshop 的入围概率高一些？能否同时报名参加成都和上海的 Workshop ？

两地 Workshop 的入围概率完全取决于报名人数，在报名结束之前无法做出预判。每支参赛队伍只能报名参加

一地的 Workshop，在报名的时候做出选择。

● 有针对 Qualifying Round 阶段论文的指导或培训？

Qualifying Round 阶段论文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从各自学校老师或其它专业人员处获得指导。

但是必须由学生队伍独立完成 Paper。主办方将邀请相关专家，通过网络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若干次参赛说明和

指导。

● 我们交了报名表，但是之后队伍人员出现变动，该如何处理？

如果在前期论文准备阶段队伍人员出现变动，无需通知主办方，只要在论文中署上实际参与论文的人员姓名。

如入围，最终获邀参加 Workshop 的学生名单将以此署名为准。

●在报名并缴纳报名费后，由于种种原因，参赛队伍退出 Qualifying Round，能否退还报名费？

这种情况不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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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阶段

● Workshop 包含哪些内容？

简要地讲，Workshop 包括培训和项目完成两个部分。培训部分由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给学生讲授相关社会科

学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项目部分学生以团队的方式完成一个项目，每个团队均有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跟踪

指导。

● 我们队伍入围了，但是个别同学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参加，能否由其它同学替补？

可以，允许各队伍对参加 Workshop 的人员进行微调，但是最终参加 Workshop 的总人数不得超过参与前期

论文的总人数（以论文署名人数为准）。

● 参加 Workshop 需要其它什么准备？

Workshop 之前，主办发会把相关准备资料发给入围学生，包括 Reading 和 Workshop 中的学生要参与的项目。

● 获奖概率多大？

成都和上海的 Workshop 将各评出一二三等奖团队，其中获得第一名的团队将获得人民币 8000 元的奖励。

● 外地学生提供住宿吗？

不提供住宿，学生如需住宿，可自行预订酒店，费用自理。Workshop 具体日程、举行地址等信息届时将发给

入围队伍。

● 如何缴纳参赛费？

学生入围后，主办发将告知缴费方式。

● 学生在缴纳费用后由于个人原因无法参加 Workshop，能否退费？

视具体情况。原则上学生在缴纳 Workshop 费用后，在距 Workshop 开始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由于个人原因决

定退出，主办方不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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