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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第一缕春日的艳阳穿过那冰冷的空气抚

摸着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当我们逐渐收

起厚重的羽绒服换上了单薄的长袖单衣，春天来

了，带来了欣欣向荣，勃勃生机，也带了又一个新

学期，新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一个播种的

季节，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经历了一个假期

的调整，校园里再次充满了活力，自习室，讨论

室，图书馆，或是走向食堂的路上，思想火花的碰

撞随处可见。 

香港大学是我们的另一半母校，同样充满着大

家魂牵梦绕的记忆。在辩论场上，我们克服了重重

困难，面对语言方面的不够娴熟和缺乏经验等劣

势，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决赛。在港大这方热土上，

我们最终捧起了沉甸甸的冠军奖杯。这就是汇商人

的精神，坚毅，勇敢，不服输！ 

汇商人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各式的舞台

上，我们尽情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不一样

的课堂，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不一样的收获。在这

里，让我们一起走进学术交流的缤纷世界，细细体

会竞赛得奖后的成功喜悦，尽情享受在异国他乡品

味别样生活的充实与惬意。 

南燕校园里的课余生活同样丰富多彩。我们身

着军装，在定向越野中磨练意志，铸就军人般的强

健体魄；我们去野外踏青，在青山绿水中欣赏春的

魅力；我们积极踊跃参加社团活动，结识各专业的

朋友，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汇商学子有着

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视角。本期《汇志》将全新推

出“汇商之声”版块，赋予大家一个各抒己见的平

台，与大家共同分享作者独特的心声。 

一年之计在于春。带着春的活力，春的激情，

春的憧憬，春的希望，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  

文 李佩珊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编辑出版  汇通社 

本期总编  李佩珊 

副总编  曹翀 

封面故事 

曹姗姗 郭提 

师生风采 

李佩珊 曾旭 曹姗姗 郭提 

社团携锦 

曹翀 

On-the-job training 

李佩珊 

汇商之声 

黄妙珏 

封面制作   

程放 

版面设计   

曹翀 程放 王欢 李佩珊 黄妙珏  

曾旭 

文字校对   

曹姗姗 郭提 黄妙珏 曾旭 李佩珊 

唐开元 

 

 

 

 

 

 

03 封面故事 

港大辩论赛，我们捧起奖杯 

一年一度的香港大学Masters Debate Championship满

怀期待地拉开了帷幕。汇商学子积极应战，在辩论场上

游刃自如，最终成功捧起冠军的奖杯。 

 

07 师生风采 

汇商人的足迹 

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的汇商人一次次远赴异国他

乡，聆听各种大师的精彩演讲，参加富有挑战的学术竞

赛。这一次，他们将带来怎样的精彩呢？ 

定向越野——团队精神挑战 

商界军校永远是汇丰商学院的办学宗旨和目标。本次定

向越野活动针对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

为大家上了生动有趣的一课。 

看那山花烂漫，湖光掠影——2011年春游活动纪实 

在那阳光明媚的春日，汇商学子又一次走出校门，品味

大自然的绚烂多姿。 

 

15 社团携锦 

用双脚品读世界——记“深圳百公里徒步活动” 

南燕户外协会由我院学生发起组织，是一个年轻的协

会，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本次“深圳百公里徒步活

动”，将带给他们怎样别有一番风味的体验和收获呢？ 

 

17 On‐the‐job educa on 

EDP与EMBA动态 

汇丰商学院的EDP与EMBA项目参与人数不断壮大，一批

又一批社会精英们成为了汇商的一分子，回归课堂，充

实自己。 

 

19 汇商之声 

汇行天下 

时隔五年的二审开庭让吴英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笔者

由“吴英案”引出对高调做人，最终身陷囹圄的思考。 

汇之腔调 

三部讲述了西南联大生活的小说生动再现了联大学生的

严谨治学和对未来幸福的坚定信念。身为一名北大学

子，西南联大时期的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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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港大辩论赛，我们捧起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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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的字典里没有失败， 

因为他们深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他们的字典里也没有成功， 

因为他们从未停止“更上一层楼”的挑战。 

 

 

编者按：2010年3月，一年一度的由香港大学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举办的

Masters Debate Championship如期进行，由Kevin、王宇双、王欢、姚立婷、骆盈盈、张

晋竹和潘旻然组成的汇丰商学院辩论队团结合作，配合默契，勇夺冠军，迎来了新学期新

征程的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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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着剑客的决绝： 

逢敌必亮剑，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他们有着棋手的睿智： 

运筹帷幄，游刃有余。 

 

辩论场上， 

唇枪舌战，剑拔弩张； 

你来我往，变幻莫测。 

 

活跃的思维，严谨的逻辑， 

优雅的风度，团结的合作， 

最终铸就了金光闪闪的奖杯。 

 

汇丰辩论队，用自己的朝气、激情、霸气，书写了汇丰人新的华彩篇章。 



 

 

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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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的深圳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汇丰商学院辩论队队长王欢接受了

我们的采访。当提起一个月前在港大硕士辩论赛中取得的胜利，喜悦溢于言表，同时，王欢

谦虚的说：“夺冠确实在我的意料之外，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很投入。” 

刚开始的思考论点，搜索论据的过程是艰难的，大家各抒己见。不过，头脑风暴之后的逻辑梳理和

框架构建在潘旻然“教练”的指导下很快就能完成。Kevin思维活跃，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有些带有挑

战性质的想法正好可以帮助辩论队加强自己论点的说服力。面对反复的赛前讨论，每一个队员都投以认

真和积极的态度。 

辩

论

队

队

长

王

欢

专

访 

队长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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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比赛中，王欢感觉自己有点点紧张，但是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论述逻辑帮助我们取得了决赛的资格。

决赛时，面对母语为英语的MBA学生，辩论队的同学们以清晰的逻辑，自信的风采，优秀的临场发挥及良好的英

文表达和交流能力最终捧起冠军的奖杯。 

王欢总结道，辩论赛的胜利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每个人的全心投入，默契的配合是关键。平时课业中对于英

文表达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一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取得了闪光的奖杯。期待明年的比赛，我们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文 郭提/曹姗姗 



 

 

师生风采 

每 年的寒暑假，各种海外学术交流项目成为了同学们开阔视野，增加阅历的最佳选

择。2011年1-2月，汇丰商学院约20人奔赴纽约，分别参加了中国青年发展项目

(China Young Development Program )和中美未来发展项目（China-US future Development 

Program）。沐浴着异国清新的阳光，同学们尽情享受着世界大师级的讲座，学习了金融各领域

前沿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参观了各大型金融机构与著名商学院，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共

同交流学习，在了解美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美国的教育体制和学术氛围，

更对个人的职业规划有了新的认识与看法，为未来的道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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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纽约大学的两周，既是短短的两周，却又是漫长的两

周：它的短在于每天的日程满满让我们觉得日子过得飞

快，这是一种纽约快速生活节奏的渗透，一种快节奏生活状态的体

现；它的漫长也在于所学知识的充实，这些需要我们在日后的生

活，学习和工作中慢慢体味的知识与信息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与收

获。 

       ——China-US future Development项目参与者：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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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平日里，我们在学校里扎扎实实地打着理论学习的基础，而当理论知识积淀到一定程度，实

际应用就更显得关键了。为了挑战自我，在竞争中发展，在团队中前进，同学们积极参加各项国

际大型学术会议，各学术比赛及海外实习。 

 

08级崔忠波同学所写英文论文入选第18届关于金融市场理论与实证的国际学术会议，并被

在该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 

09级管理班廖健雯、徐紘宇和杨全同学组成的LEAF团队，凭借所设计的“低碳车贷”，以

全球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成功晋级由法国兴业银行举办的第五届CITIZEN ACT企业社会责任大赛的

决赛，成为大中华区唯一晋级决赛的参赛队伍； 

09级黄非、张凯茵、任孟琦等9位同学利用2011年寒假的时间到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实习，与

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习生一起讨论和学习格莱珉小额信贷的经营机制、思想理念和金融产品，并

深入贷款者的家中进行交流…… 

同学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充分展示自己的同时培养了团队协作能力，凭借着汇商人

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文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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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善，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在世界上许多有需要的地方发挥着

作用。格莱珉银行却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最大化慈善的力量，

让人们看到慈善亦可如此。她不是施予，她带给穷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她不

受捐赠，她依赖穷人自身的力量和希望。走入一个个孟加拉乡村，探寻格莱明

的运作和理念的过程就仿佛在阅读慈善的全新注释，一个长效的、博大的、开

拓的、人性的注释。 

                               ——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实习生：张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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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定向越野活动增加了我们之间的合作的机

会，也让平时埋头苦读的同学们有机会接

近大自然。希望以后还能参加！ 

               ———10级一排 薛俊龙 

3 月23日，2010级学生于麒麟山

疗养院户外拓展基地开展了主

题为“定向越野与团队精神挑战”的野

外素质拓展活动。在军事素质拓展中心

教官们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同学们在

整个定向越野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

强的团队协作精神，顺利地完成了任

务，不仅提高了野外生存方面的能力，

磨炼了意志，更加强了集体之间的交流

和沟通。”■ 

积极的沟通交流、高效的协作和不放弃的

尝试，让我们小队在这次定向越野中取得

了第一名！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体能上的训

练，更重要的是团队合作的精神。 

              ———10级四排 张旭辉 

编辑 曾旭 

定向越野——

11 

 

 

—团队精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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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风采 

2 011年4月13日，八 辆

大巴车载着汇商师生

抵达仙湖植物园，开始了本年

度的春游之旅。 

草长莺飞，百花齐放，4月的

仙湖植物园，洒满了春的气息。

绿树环抱中，清澈如镜的湖水泛

着阵阵涟漪。阳光下，亭台倒影，

波光粼粼，尽显一片安静祥和。

畅游在园中，我们享受那春光明

媚，陶醉于葱翠美景。 

山中小径，同学们三五成

群，或漫步，或奔跑，爽朗的

笑声，回荡在山涧。 

看那山花烂漫
——201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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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湖光掠影 
春游活动纪实 

湖面上，几只船儿上的你

我摇动双桨，随着微波静静荡

漾，恰同学少年，意气风发。 

林荫下，朋友们分享着美

食，欣赏着照片，略作小憩，

又再次踏上了游园的旅程，欢

声笑语，不亦乐乎。 

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晚。

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程的大

巴，我们与美丽的仙湖约定：

明年再见！■ 

 文 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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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1年3月19日、20日，

深圳市一年一度的百公

里徒步活动如期而至。我院师生

在南燕户外协会组织下积极报名

参与，于3月20日下午顺利完成

徒步活动，全体成员都坚持走到

终点，并顺利安全返回校区。 

 

“深圳百公里徒步活动”已

成功举办了十届，如今已经发展

成为上万人参与的，以“安全、

环保、自助、友爱互助、非商

业”为理念的全民健身活动。今

年的＂百公里＂，以“迎大运，

行大运”为主题，也是一次民众

自发参与和支持大运的活动。 

社团携锦 

用双脚品读世界 
—— 记“深圳百公里徒步活动” 

15 

 

 

同学们从南山区的“春茧”出发，徒步

穿越深圳南山、福田、罗湖、盐田、龙岗五

个区，经深南大道、梧桐山，最终到达龙岗

区大鹏街道金沙湾海滩，全程96.3公里。在

这里，形形色色的户外爱好者们连成了一条

独特的风景线，装点了这座年轻的都市；而

“百公里”，也回赠了他们一次难忘的记

忆。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走这么远是为了什么？怎么不坐车？” 

 

一路上，不断有不知情的市民提出这样的

疑问。这是个合情合理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为这些参与者之所以相聚于此，本就不是

“为了什么”。 

问及参与的感受，很多同学都说，他们

“疲惫而快乐着”。平日里面对着紧张的学习

生活，真正了解这座城市的机会并不多；而在

这一天，他们得以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深圳，用

心灵感受这一段段平民百姓的奋斗史交织而成

的繁荣与生机，一点点走过这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距离。活动结束了，带着脚下的水泡和酸痛

的肌肉返回学校，一份奇妙的喜悦与满足却悄

然沉淀在心底。 

先贤有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

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世上

有些东西，便是这样等着我们用双脚去读懂。

■ 

 文 曹翀 

16



 

 

On‐the‐job educa on 

ED
P

动
态 

● 2011年1月6日，北大汇丰商学院杭州首期班（PE39班）在浙江宾馆隆重开

课。北大汇丰商学院副院长魏炜教授为学员们带来了《商业模式的设计与

创新》课程。 

● 2011年1月16日，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AMP093班在院长魏炜教授、班主任

董坚老师、教务部于晓杰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深圳鸿基木业有限公司，为

该班的综合诊断案例课做现场调研。 

● 2011年4月9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一层新闻厅，北京大学私募股权

投资与企业上市高级研修班（PE37班）以逾300人的强大阵容隆重开班。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助理、EDP中心主任武爱荣老师，北京大学汇丰

商学院同学会会长、北京花木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冬梅女士

及各班班长等参加了开学典礼。■ 

编辑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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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22日，“深港杯”第三届中国高校校友高尔夫邀请赛在深圳

观澜湖利百特和杜瓦尔球场开赛。由EMBA、EDP同学和校友梁兵（队

长）、徐思伟、曾胜强、符小琪、赵擘来、张逸枫、周辉、郑伟京、施

小军、栾英杰组成的北大代表队，在比赛中发挥优秀，总成绩名列前

茅，其中符小琪获得比赛组“个人净杆第一名”，栾英杰获得嘉宾组

“个人净杆第二名”的好成绩。  

● 2011年3月23日至24日，汇丰商学院在北京顺利举行了养老地产研讨

会。研讨会由汇丰商学院孔英教授主持，来自北大汇丰EMBA一些与地产

行业有关的部分学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 2011年4月7日，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北京大学深

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张永宏一行与首届EMBA3班的同学在汇丰商学院教学

大楼施工现场举行主

题班会并发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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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实在吴英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笔者父亲就预言了她的“死

亡”。 

时隔五年，吴英案二审开庭让她再次

成为全国的焦点。上一次成为全国焦点，

是2006年，这位时年26岁的女青年从亿万

富豪到阶下囚，只用了短短的四个月。 

    高调地捐款六百万，高调地媒体炒

作，高调地用现金购买40间套房和30间门面

房：80后的吴英和她经营的“本色集团”几

乎是一夜之间成了众多媒体的头条。她本人

似乎毫不知晓老祖宗“闷声发大财”的金科

玉律。而这一切神话般的事件自然引发人们

种种猜测。一个26岁、技校毕业的弱女子，

哪来的这么多钱？于是，她的创富经历有了

走私、期货投机、贩卖人口、继承军阀遗产

多个戏剧性的版本。 

    事实上，吴英“暴富”的神话很简

单，既没有军阀遗产那样的戏剧性，也没有

期货投机那样的技术含量，且之前被很多人

玩过，说的草根一点叫拆东墙补西墙，说的

学术一点叫“庞氏骗局”：通过高利息诱惑

人借钱给你，然后再继续借钱来偿还之前的

借款本息。这里，笔者不想讨论浙江民间借

贷资本的疯狂与嚣张，也无意探究我国金融

监管体系完备与否，只是想说说高调做人这

个小事。 

    吴英做成这一切的前提是，她必

须装成一个有钱人，她必须高调——这样

才会有人借钱给她。而她最后就败在高调

这个事情上。吴英曾经一掷千金来到笔者

家乡要买下最大的烂尾楼“荆门大酒

店”，她在地方电视台高调露脸，和当地

市秘书长、建委主任等“权贵”（现在这

些人已经受到党纪国法处分）觥筹交错，

在羡慕、质疑、惊叹声中，她和她的本色

集团成了市民街头巷尾的谈资。尤其是她

的年龄——26岁！这不得不引起当时还在

北京的我发出凯撒在亚历山大大帝塑像前

的悲辛之感。 

    但当时我爸爸就告诉我，不出十

年，她就会“把脑袋玩掉”，还说在中国

“不能太高调，谁没有几件亏心事，太高

调大家都盯着你”，“捧杀比棒杀更可

怕”。其实我爸爸还是乐观了，吴英倒台

没有等到十年，只用了四个月。 

    是的，做人难啊。高调做人，最

后身陷囹圄，其实吴英不是第一人，明朝

初年还有个她的浙江老乡沈万三。■  

文 莫笑侬痴 

吴
英
：
借
我
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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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之腔调 

“未央”二字，取自“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意为“过

去的来源不知道，未来的结尾也不清楚”。青春约莫如此，书

中记述了人生中最绚烂的年岁，识见如海的师长，宽容严谨的

学风，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最真挚的友情从这里开始，最如

梦的爱情从这里萌芽。书中的西南联大生活，已然褪去了贫

苦、单调的外衣，是用湖畔艳丽的玫瑰、邻村友善的篝火围成

的记忆画卷，主题词：青春。  

《联大八年》出版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后不久，是在局

势紧张的情形下仓促形成，由联大学生自行组稿编撰，闻一多

先生亲笔题署。全书分为“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

大教授”三个部分，以回忆记实的笔触再现了联大的生活。 

联大生活清贫甚至困苦，但苦中依然有乐，在朴实的文字

下，读者仍可感受到当时联大学生在后方对思想自由的热衷，

更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依然坚持办学、坚信真理的信念。

书中内容皆为珍贵史料。 

此书由原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何兆武先生所著，追忆了

在西南联大七年间的生活。书中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探讨了

“自由”与“幸福”两个话题。“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

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

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

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

去，个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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