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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岁月烙下不知轻重的痕迹，似水的流年

闪耀铅华流光。年少的轻狂，心间朵朵心莲

绽放。那个倾盆大雨冲刷过的年龄叫做“青春。” 

    有些青春像是阳光直泻，光芒万丈。田径场

上，汇丰健儿龙腾虎跃，如骏似电。观众席中，拉

拉队员声嘶力竭，一如雷鸣。场上场下团结一致，

赛出汇丰人骄子风采，累累硕果尽显王者风范。 

    有些青春像是和风细雨，燕舞莺歌。四月春之

约，汇丰人如约走进仙湖植物园，游船嬉戏、飞盘

游走、魅影沙漠、古木奇石，汇丰人如痴如醉畅游

在这片人间仙境。 

    有些青春宛若一条河，左岸是无法忘怀的过

往，右岸是值得紧握的璀璨年华，中间流淌的，是

年年岁岁的离愁。带着珍重与感恩，汇丰毕业生踏

着坚定的步伐，继续青春的怒放。 

    有些青春像是夏雷临近，轰轰烈烈。“狼道野

战”的勇猛冲锋，定向越野特殊的“女生节”，

“罗马炮战”没有硝烟的战斗，汇丰如火如荼的军

训生活颇现“恰同学少年”的青年豪气。 

    有些青春像是雨后春笋，锐不可当。随着汇丰

国际化的步伐加快，国际留学生协会应运而生。伊

朗新年、泰国泼水节带给汇丰人多姿多彩的异域体

验。 

    执笔青春，淡抹年华。是如火的青春，让我们

的画卷色彩斑斓；是晶亮的青春，让我们的梦想透

明纯粹；是澄澈的青春，让我们的心灵纯净美好。

于青春烂漫的韶光里，让我们一起大喊： 

    怒放吧！青春。 

                                  文/李袖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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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在北京大学第十九届体育文化节暨校运会中，汇丰商学院共有8位11级

新生在五四运动场上出色发挥，为深研院首次在运动会上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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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深梧桐山上尽可体会“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禅意。青碧仙湖上踩着游船与“敌方”

碰撞、泼水，尽可释放童年的激情。 

双声道：六月离骚双声道：六月离骚双声道：六月离骚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

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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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汇丰商学院的军事拓展训练项目，罗马炮战显然不是为了考验大家的物理知识。管理，到

底还是人的问题。经历一次全身湿透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之后，感触颇深。 

社团携锦：国际留学生协会社团携锦：国际留学生协会社团携锦：国际留学生协会   

协会的最终目标是让国际化在汇丰彰显，让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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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至21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第十九届体育文化节暨校运会中，汇丰商学院共有8位11级新代

表深圳研究生院赴北京参与到各个项目之中，其中有4位为国际学生。他们经过赛前的训练，

以及在五四运动场上的出色发挥，为深研院首次在运动会上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贡献了力量。 

践行与庆功 
在运动员们出发之前，海闻院长在动员大会上提出“赛出精神，赛出水平”的要求； 

在运动员们凯旋之后，海闻院长在庆功宴上与汇丰的运动健儿们一起举杯庆祝冠军。 

1.Gareth参加男子4X100m预决赛。2.王玉珏参加女子100米预赛。3.Matthew参加男子4X100m预决赛。4.Matt和

Kim兄妹在男子100m决赛后庆祝胜利。5.高峰参加男子200米预赛。6.孙艺参加女子铁饼预决赛。7.罗腾参加男子

铅球预决赛。8.海校长在动员大会上讲话。9.海校长及汇丰商学院的运动健儿在庆功宴上举杯庆祝胜利。                               

（图文/孙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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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化 方 阵  

是汇丰商学院第二次派出留学生代表参加校运会，也是本次入场式里唯一的留学生阵容。三十余位来自五洲各国的留学生们挥舞着各自的国旗和印有北大校徽的小旗，向主席台上的领导和观众们送去了诚挚的祝福。他们举

着“五彩南燕，立足前沿，青春北大，走向世界”的横幅向在场所有人展示了南燕的活力与青春。尽管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他们灿烂的微笑无不展示出国际化的汇丰商学院多元、包容的精神风貌与特质。 



 

 

4月25日，又是一个周三。早已安排好的春游，在经历了上周狂风暴雨导致

的推迟后，终于成行。9:30左右，H栋前的大巴们载着老师和研一、研三的汇丰

人驶向了深圳东北郊仙湖植物园。一路上，尽管潮湿、闷热的空气裹挟着每个

人，但时不时透出的一点阳光以及依旧坚挺的天色，似乎暗示着预报的大暴雨

要爽约。 

中午时分，在植物园内的弘法寺景区下车后，汇丰人期待的心情迅速转化为行动

力，大家很快三三两两散入植物园的湖光山色中。随处可见的苏铁、高山榕以及大王

椰子、椰子、假槟榔等各种长得极像的棕榈科植物散发着热带的气息。蝶谷幽兰区里

蝴蝶翩跹于墨兰、文心兰、石斛兰等之上。荫生植物区内可以见到传说中的猪笼草的

真容。沙漠温室里则可以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仙人掌/球。古生物博物馆内可以一饱长 

晚上的时光，则是另一番场

景。从仙湖植物园返回学校附近的

麒麟山庄，海闻老师等教职工和研

三、研一的汇丰人齐聚一堂，共叙

师生情谊。研三的师兄师姐们和大

家分享了汇丰三年的心路历程和求

职体验，对南燕的眷恋和老师的不

舍溢于言表，对师弟师妹的关怀情

真意切。此外，师兄师姐们还用精

彩的才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温

婉的《在水一方》、幽默的天津话

版《再 别 康 桥》、怀 旧 的《老 男

孩》、高潮不断的《情歌王》无一

不获得热烈的掌声。最后，张化成

老师代表学院对即将毕业的师兄师

姐们寄予了深切的祝福，也对研一

的同学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天色最终暗了，大巴又回到了H栋门前。空气中饱含的水汽终于落下，凉风送爽，燥热不

再，真是完美的春游。                                                        

                                                                      文/侯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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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米，高3米的恐龙化石的眼福。龙尊塔上则可以将绿色仙湖、中国地图雕塑尽收眼底。幽深梧

桐山上尽可体会“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禅意。青碧仙湖上踩着游船与“敌方”碰撞、泼

水，尽可释放童年的激情。一个下午的时间，用在“倚梧桐之雄伟，借水库之秀丽”的仙湖植物

园，很值得。 



 

 

车徐徐落停，温润的气息迎面而来，陌生而又熟悉，即将踏上深圳这片

曾经用梦想与汗水浇灌过的土地，半是久别重逢的欣喜，半是离别在即

的怅然。 

久别半载，南燕的一草一木生而不疏，C栋的夜晚灯火通明如旧，师弟师妹们苦读的身

影也一如当年的我们。一切仿佛还只是在昨天，而转瞬间，我们已站在毕业的尾巴上，眺

望着分别的那一刻。 

眼前的湖光塔影再也抵挡不住思绪恣意的冲撞，那些关于青春与友情的影子在脑中荡

漾开来。 

初入南燕，我们略显青涩但豪情满怀，presentation与project的洗礼中我们执着前行，虽

然也曾为笨拙的口语和无尽的case所懊恼，然而风雨过后，阴霾不再，自信重开。 

而后的一路，我们相识相知，忘不了在多少个不眠之夜后，管理学课上我们一个个激

情四射、搞怪而不失创新的案例表演；忘不了C栋的日日夜夜，我们向大沙河讲述对保龄球

的思念，与螳螂山畅谈“真实的选择”；忘不了军训的日子里，我们一个“原形毕露”，

在烈日下挥洒汗水，在不经意的“雷语”中镌刻友情；更忘不了北国的求职之路上，我们

相互扶持，携手并肩一同走过的半载，感慨良多，获益亦良多。 

余下的时光短暂，回忆颇多，要珍惜的却又更多，有的时候真希望记忆能够像琥珀一

样历时光雕琢而不消逝，这样就可以将老师们洋溢的微笑，将南燕的雕檐画栋，将触摸过

的一景一物，将朋友们的一言一行滴入名为汇商的松油中，然后随岁月而固化，历久而弥

新。 

熊排常说，“同行的人比目的地更重要”，的确，无论

归宿如何，我都要感谢09级的兄弟姐妹们，无论选择经济或

管理、来自天南与海北，感谢在汇丰的日子里有你们一路相

伴，我们从陌生到相知，用友情在彼此的青春中刻下根植于

南燕的回忆。同时，我们也会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每一

位教授，感谢每一位行政老师，正是你们的教诲与指导、支

持与包容，让我们走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在你们慈霭的庇护

与殷切的目光中，相信我们也会书写同样精彩的未来。 

最后，套用沈从文先生的一句情诗：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

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汇商。 

                                                            文/高广伟     

年，一千零九十五

天，两万六千二百

八十个小时。这只

是生命长度的二十

五分之一，却是精彩的一季。因为这

是最后一段校园生活，因为我们处在

最美丽的年岁。 

我们年轻么？不。本科的时光已

经让我们认识自己，对未来有模糊的

决定。可是，我们依然青涩，心中有着遥不可及的梦想，棱角并未被现实磨平。南方的春

光照耀我们，可以暂时抛下生命的沉重，肆意欢笑奔跑。白色的建筑，斑驳的雨水冲刷的

痕迹；绿色的草地，零星点缀的缤纷的花朵；蓝色的天空，张扬着的热血的梦想。此情此

景，是永远忘不了的记忆。 

忘不了在西冲海滩边留下的脚印，圆山山顶呼啸而过的风，仙湖植物园中泛舟的身

影。更让我感动的，是半夜三点，学院办公室明亮的灯；是连上六小时课后，教授沙哑的

声音。更让我珍惜的，是路边烧烤摊上，那一张张明亮又欢快的脸；是过生日时，全班送

上的祝福。更让我骄傲的，是军训时顺利完成挑战后的欢呼；是找工作时无言的关爱与默

契。这样的心情让每周两次CASE STUDY的紧张变成充实，让暴晒了两周的训练变得有

趣，也让远离都市的校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毕业的时节总是忧伤。庆幸的是，我们已成长。我们收获友情、爱情，那是一辈子的

财富；我们思虑成熟，不再莽撞；我们体会了荣誉的力量，心中有了要维护的事；我们开

始承担责任，每一次的前进更加稳健和踏实；我们在一次次

的历练中形成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而每一点的成

长，都有你们，我尊敬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的身影。 

秋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 

其实，你们不会离开。 

                                                                                 

文/刘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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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汇丰，印象中的海老师精力充沛又充满威严，让我既敬且畏。

能成为海老师的学生当真是没有想到过的幸运的事件。从此海老师不仅

是严肃的校长、院长，不仅是著名的教授、学者，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

师长，一位人生路上的榜样。 

幕   后   英   雄幕   后   英   雄幕   后   英   雄   

虽然异常忙碌，海老师仍然尽量挤出时间来和学生交

流，由此我才有机会看过老师年轻时下乡插队事的工作笔

记，也听他谈过自己的抱负和对商学院的期待。与海老师

接触多起来，敬畏少了，钦佩却与日俱增。海老师对自己

要求严格，又敢于冒险，每一件我们看来光鲜的成就背后

都有一番波折和拼搏。虽然身兼数职，但每一件事都兢兢

业业。他像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常常夜里很晚才睡还要

早起赶的第一班飞机去北京。海老师如此努力的工作，让

作为学生的我深感佩服，也暗自感慨成就来之不易，要好

好努力才是。  

为了让我们这些学生在毕业设计最后环节交上漂亮的答卷，海老师还在百忙之中抽时

间进行一对一的论文指导，从开题答辩到论文的预审都一丝不苟。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们都

心知肚明，努力才有收获，我们都会尽力为自己在汇丰的生活添上漂亮的结尾。                

借此机会，我衷心的感谢海老师，谢谢您的指导和关心！祝愿您身体健康，

永远活力无限！ 

                                                    文/Rilla 

 

常听人说，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

人在一起，就不会甘于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就不会落后消沉；与

智者同行，人生必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自己也能登上巅峰。我有

幸遇到一位睿智博学、视野开阔、认真负责、亲切又可爱的导师，在我

纠结痛苦的时候安慰鼓励，误入歧途的时候指点方向。 

孔老师在09级有19位学生，每篇毕业论文都亲自

把关：单独见面聊一次，组织答辩时详细点评一次，

修改后再看一次。他是学院的副院长，时间安排满满

的，常常下了飞机就找学生，聊完论文就要出差，最

近更是生病输液仍然坚持对学生进行指导。我既得意

同门数量多，导师资源广；也时常会有愧疚：如果论

文内容再丰富一点，分析再深入一点，他是不是不用

如此操劳，就能多一些休息的时间。 

学最好的榜样，做最好的自己！  

                                                   文/Jessica 

感谢孔老师，百忙中抽空指导我们的论文；感谢孔老师，团结起学生，凝聚我们

的力量；感谢孔老师，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让我们更加自信和踏实。 



 

 

记经管双六人行记经管双六人行记经管双六人行   

为促进经济班与管理班间的交流，经过两班班长及班委的认真讨论，决定每模块对

各位同学进行一次随机分组，形成“六人行”小组，并鼓励大家组织各种活动以增进友

谊。其中，“赴西冲—真人CS及海滩漫步”是颇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本次活动共有来自

经济班和管理班的40名同学参加，可谓是声势浩大。 

真人CS由“狼道野战”的专职教官全程

指导。普及基本操作之后，大家随机分为蓝绿

两队，并根据实战需要选出队长与参谋长。CS

全程分为三个战役，即丛林遭遇战、斩首行动

以及夺旗战。当大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战斗中

时，各种战技战术，掩护包抄，小队突袭被淋

漓尽致地施展开来。 

无论男生女生，在激烈的作战过程中都

积极配合，勇猛冲锋，都以团队利益为重。三

场战役结束，无论哪方输赢，大家都深感受益

匪浅，收获的不仅仅是友谊，更是团结精神的

升华！ 

         2012年3月7日上午，汇丰商学院研一学生一

行100余人赴麒麟山庄参加定向越野活动，以班为

单位的各支队伍在山野间进行了激烈的角逐。由

于适逢女生节，越野过后，男生们齐声祝各位女

生节日快乐，唱起洋溢青春与欢乐气息的“对面

的女孩看过来”，跳起欢快的舞蹈。令在场的各

位女生笑逐颜开，气氛之温馨溢于言表。 

                                    文/杨坚 

   定向越野定向越野定向越野   

西冲的海风是消除大家疲惫的不二良药，继去年秋游之后，大家又有幸踏足西冲沙滩，饱览

波澜壮阔海天相接之美。大家畅谈生活与人生，理想与未来。颇有毛泽东主席笔下“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青年豪气。 

半天活动之后，大家依依不舍地留影，满载而归。                            文/杨坚 

活
在
南
燕 

罗马炮战幸存记罗马炮战幸存记罗马炮战幸存记   

    若干根长短不一的竹竿、多条手指粗细的橡皮带、两

把个儿大的汤勺，还有几十枚气球，这便是罗马炮战的全

部器材了。丁嘉辉教官给的规则也相当简单：“30分钟讨

论和准备时间，然后用现有的器材搭出炮台，用水弹轰击

场上的另外三组对手，20米对面的对手，命中一颗加1分，

30米开外斜对角线的对手，命中一颗2分。比赛结束后，根

据得分评出优胜组，并在每组选出两名优秀队员。” 

    作为汇丰商学院的军事拓展训练项目，罗马炮战显然

不是为了考验大家的物理知识。管理，到底还是人的问

题。经历一次全身湿透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之后，感触

颇深。 



 

麒麟山庄野炊麒麟山庄野炊麒麟山庄野炊   

    作为罗马炮架的胜利队伍的奖励，管双班的

同学获得了到麒麟山庄进行一次野炊的机会。沐

浴在春天的阳光中，汇丰的生活可谓有滋有味。

学校集体生活平时没有一展厨艺的机会，这次野

炊，使潜伏的大厨们一一浮出水面。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  

                                   文/猫眼 

◆                      作为队员，每个人都有贡献的欲望，或建言献策，或

动手效力。这似乎是团队之福，但细想之下，却未必。一心急于做出

贡献，容易忽略了团队的整体情况，使得自己如醉汉般横冲乱撞。因

自己一片热心就不停地提出各种建议，反而使得团队无法决策了。这

样的案例，屡见不鲜。相比之下，醉汉甚至不如懒汉为团队所做的贡

献大。在现实工作中，由于各种竞争机制的存在，这种醉汉的破坏力

可能会更加惊人。                                      文/猫眼 

◆            人多不一

定好办事，如果每个组只

有5个人而非40个人，说

不定团队效率反而会更

高。组织人员的增多一般

要求更多的管理者与管理

技巧。对于简单的任务，

人员多了反而难以管理，

造成效率下降。 

◆                      团队的合作需要领导者，但不需要万能的英雄。 教   官   寄   语教   官   寄   语教   官   寄   语   

各位汇丰商学院的同学们: 

    大家好! 

    北大汇丰商学院率全国商学院之先将军事管理素质建设纳入到培养体系中来，其核心目的就是

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户外活动训练手段帮助同学们建设”具有国际化视野，高尚道德情操，严格自我

管理意识及顽强的意志品质”的”领导人格”。 

    “汇商军拓”两年的成长过程经历了 “从无到有，从表浅到深刻”的过程，同学们也随着它

的成长而逐步实现了从 “拒绝”到 “接受”，从 “被动参与” 到 “主动投入”的转变，而这

种观念上的转变则更直接地表现在从09级同学到11级同学自身素质的逐步增强和完善。我们欣喜地

看到，汇丰商学院的同学们一届比一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讲求团队的协作，更加愿意从团

队而不是个人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的角色,更加具有战斗力和团队精神。 

    同学们,军训只是一种手段，管理素质建设和个人品质建设才是 “汇商军拓”的真正内涵。

“只有懂得如何当好一个合格的兵，才能知道如何管好一个强大的军!”为此，我们希望同学们能

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素质拓展训练中去，在身体力行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文/丁嘉辉 



 

 

 
  

社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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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学生会成立于2012年3月，是由来自伊朗的Armita提议，在其他留学生一

致通过的情况下建立起来。协会旨在通过举办多种多样的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

生活，宣传各国文化。同时，加强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 

 

在 今 后 的 活 动

中，协会除了延续之

前举办异国文化节日

庆祝活动外，也会组

织大家观看不同国家

的电影，了解外国文

化。协会的最终目标

是让国际化在汇丰彰

显，让不同的文化在

这里交融。  文/葛阳 

目前协会已经成功举办两次异国

文化节日活动。 

第一次活动是庆祝伊朗的传统新

年，也是中国部分少数民族欢庆的肉

孜节。这次活动由Armita主持。活动

中，Armita和她的丈夫向大家介绍了

伊朗的风俗，并邀请大家品尝美味的

伊朗食品。随后，协会按传统习俗举

行了画彩蛋大赛。最后，大家还一起

学跳了极具异域风情的舞蹈。 

第二次活动是庆祝泰国泼水节。

来自泰国的姐妹花不仅为大家准备了

美味的泰国食物，还委托家人寄来了

当地节日比赛用的椰壳。大家在了解

泼水节的习俗和泰国的传统文化后，

进入了欢快的泼水部分。尽管混身湿

透，但大家都十分开心地接受来自泰

国新年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