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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

蔡华程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IBM- 国际商业机器（中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 HumanResourcePartner

韩华集团中国总部
战略企划部 总监

上海交通大学

清华大学

魂牵梦萦的清华也刚好眷顾我，似两情相悦，妙
不可言。

人生好像跑马拉松

开始准备清华 MBA 申请是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

遇到的问题。拿到预录取资格后的第一次认亲会上彼

拿到联考成绩，我没有兴奋高歌，淡定地连我自

收入不是最多的，履历也不是最漂亮的，但是，我大

落在纸面上的申请原因洋洋洒洒写了许多，个人工作

此并不陌生，我们是交心已久的 Soulmate，那道你不

己都感到奇怪。对于别人来说，备战面试加笔试，可

概是最能坚持的。任何事物的表象下，总有其深刻的

规 划 的， 公 司 行 业 发 展 的， 对 HR 领 域 的 见 解， 对

会的排列组合，是我给你讲的，我联考时候的英语作文，

能只需要半年多时间，但是对于我，却是长达三年的

道理。偶然性可以偶尔促成一时的成功，但是，只有

MBA 项目的认知和期待，所有的字句都在说着非清华

用的是你给的模板。

涅槃过程。尽管我是清华本科出身，但前两次面试申

明白背后的道理，才能坚持地获得持久的成功。这就

迫不及待想和你们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请却都被清华拒了。清华 MBA 的申请，好比拿一把尺

是我在申请清华 MBA 过程中，不断认知自我而形成的

为一棵决策树的最优解争得得面红耳赤，再在课后约

子不断地衡量自己、认知自己，认识透彻了，成功申

理念。也会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未来两年的学习。

喜讯时觉得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也再不会有比

三五好友促膝长谈，推杯换盏。想到这些，就想让这

请也水到渠成。

套用米卢大叔的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

现在更好的我。在备考群里和并不相识的同学们讨论

个夏天快点过去，快点开学，又怕三年过得太快，来

不可，而清华也决不能错过我。
去面试的那天，我没想过失败。得知面试通过的

记得面试官在面试时问：“你这么大年龄为什么

题目，似乎好久没有遇见过这样单纯的一群人，没有

不及好好了解——了解你们，了解清华。那天在清华

要来读 MBA 呢？”我的回答是：“人生好像跑马拉松，

利益来往，也不存在竞争关系。从大家的闲聊里也能

看到北斗七星，我又想起那首诗，河汉清且浅，想去

一时跑得快慢不重要，关键是谁跑到了最后。”回顾

复几许。你看，我这不是来了。谢谢你也在等我。

一路走来，我不是同学中最聪明的，成绩不是最好的，

听到他们所在行业、公司的发展现状，他们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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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MBA 只是我职业生涯中的又一个起点，而
远远不是终点。在漫长的人生马拉松中，清华 MBA 是
一个助力跃升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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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尚白

韩鹭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总部金融部 投资经理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总部市场部 经理

天津大学

大连外国语学院

为下一次飞翔积攒力量

清华足够大，助你实现梦想。
甚至是自我等多重困难。也许是因为有了工作的历练，

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清华大学，被誉为“全球十

步青云的砝码，而是清华人那股潜在的自信，还有潜

穷学理、振中华的严谨和志向，又有朱自清先生笔下

MBA 同学更加珍惜在校学习的时光。舜德楼里，玉兰

大最美丽校园”，在清华园学习和生活应该是每个人

移默化的注入到骨髓里的那份品质——严谨务实，追

荷花的温柔和娇羞。初入清华，满目金黄的银杏叶便

树旁，总能见到大家为课业冥思苦想。一天忙碌的工

人生中最幸福的事了。每当有机会路过清华校门时，

求卓越。

拂去了工作的纷繁；重返校园，更是被这里踏实向学

作结束后，有时也要挑灯夜读，但这样的我并不孤单，

都忍不住往清华校园里张望片刻。未觉池塘春草梦，

梦是美好而单纯的，她悠远而古老，她美好而不

的校风所感染。在这里，有治学严谨、博学鸿儒的师长；

因为此时有一群人和我一样，在向着梦想努力前行。

阶前梧叶已秋声，在经历了几年工作的磨练后，在一

招摇！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而圣洁的梦，不

和优秀的人同行，是幸运，是缘分，更是我坚持的动力。

个很平常的瞬间，为了实现心中最初的梦想，我依然

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国界。只因这个梦境太过单

充实，并快乐着，是对我们最好的诠释。

决定要报考清华大学 MBA。

纯、太过美好！带着最初的梦想，经过不懈的努力，

清华于我而言，是少年时向往的巍巍学府，既有

在这里，有守护梦想、热情满怀的同学。
MBA 同学来自各行各业，都在自己的领域演绎着
不同的精彩，让我学习课业的同时，对其他行业也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仿佛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的确，
在职读 MBA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克服工作、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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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啄羽，放下过往的成绩，不忘初心，为下一
次飞翔积攒力量！

清华是一片沃土，有着丰富的资源，每一个学生

我即将正式踏入“清华”这片神圣的热土。体验一段

都可以在这片沃土上获得充足的养分，最后长成一棵

生活，收获一份知识，充实一番自己，与志同道合的

参天大树。我的选择并不是一块金字招牌，亦不是平

伙伴们汇聚清华 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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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烨炜

姜鼎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匹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体育营销部 经理

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
测试工程部 测试指挥

北京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

清华 MBA 项目，让我的蜕变成为可能。

重返清华园，再续清华缘
2000 年，我作为山东省高考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

为家人而努力，每一步都如此幸福”，我爱上了这首

来清华之前，我在体育行业工作了 8 年，这个行业

时代的活力；创业大赛的项目对接会让我的创业项目

计算机系录取，从此便开始了与清华的不解之缘。“自

歌，也为视频中学长学姐们的积极乐观所感染，决心

一直被称为朝阳产业，但是始终不见曙光。身处其中

首次露面便得到了各方的关注；正在学习的在线课程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爱国奉献，追求卓越”

申报 MBA，选择这种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重返清华

的我，需要一次蜕变，希望能给这个古老的行业带来

为我的项目落地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清华 x-lab 为

的传统，“行胜于言”的校风及“严谨、勤奋、求实、

园，再续清华缘。这首歌也陪伴我准备面试和备战联考。

一些新鲜的思维和血液。市场在变化，行业在发展，

我创业带来了专业的辅导和最急需的资源。

创新”的学风，都给我打下了深深的清华烙印，并一

在顺利通过面试后，我在联考中再次考取状元。

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城池，那么在时机成熟

清华 MBA 的同学来自各个行业，每个人都带着对商业

直指导着我的工作和生活。投身航天，我践行了“爱

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学，但已经收获颇丰。我认识

的时候，只会成为在变革者背后指手画脚的人。在清

的不同理解和经验，与他们的沟通碰撞为我当前的工

国奉献”，但缺乏竞争与创新的环境也让我慢慢淡化

了许多优秀的新同学，学习了非常实用的课程，还借

华攻读 MBA 并不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道路，但却是一条

作带来了新的火花。成为清华 MBA 学生的每一天都过

了“追求卓越”之心。

助学院提供的平台，开始了创业梦想。我庆幸自己做

正确的道路，一条给渴望蜕变者实现蜕变的道路。

得充实、快乐，这种享受是其他方式所不能带来的。

要充电，自然就想到了回家，清华就是我的家。

了正确的选择，我也坚信，在清华 MBA 的经历中，我

从 3 月份得知具有预录取资格到现在的短短几个月，

每一天，我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很期待未来三年

为深入地了解 MBA 项目，我报名参加了清华 MBA 的

会变得越来越优秀。我与清华的缘分，也将历久弥坚，

清华 MBA 项目给了我超过想象的收获和空间：完美的

的 MBA 生活，我也很期待见到三年后的自己。

招生宣讲会。会上播出的 2011 级清华 MBA 同学的原

密不可分。

线上授课平台，让这个历史悠久的学校焕发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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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歌曲 MV《爱着》深深打动了我。
“为明天而努力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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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帅

解晓宇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北京美信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部 项目经理

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美洲部 高级业务经理

河北工业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园是一个梦实现的地方，也是新梦想开始的
地方。

人生可以有很多种选择，谢谢清华为我打开一扇窗。

八年的工作历练使我从一个懵懂的大学毕业生成

支持，拓宽思维，全方位，多角度地去看待问题，解

可以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可以按部就班的工作，

围不负清华之名。重新做学生，因为更懂知识的珍贵，

长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负责公司工业项目的开发和

决问题。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深感老师的教诲醍醐

可以沿着那条清晰毫无起伏的道路前行。可当我看到

唯有一秒、一时、一日的积累才不负学习初心。清华

运营。在业务能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也迫切地感受到

灌顶，相见恨晚。清华学堂就像一座巨大的宝库，而

自己十年、二十年，甚至能看到退休以后生活的时候，

给我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资源，还有优秀的朋友。他们

了对管理知识的欠缺。通过 MBA 的学习挖掘自身潜能，

宝库的大门已徐徐向我们打开，等待着我们在未来三

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曾经鄙视的人 : 为琐事而烦心，为

来自不同的行业，在各自领域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多

提升自己，扩展思维，不仅助力事业长远发展，也能

年时光里去探索，去发掘。

生活而计较，思想禁锢在单调的圈子中。

彩的经历，他们热情友善、才华横溢，与志同道合的

Be all you can be, 是我的人生目标，清华 MBA

来到清华，我才发现心里那颗不安分的小种子找

初入清华，还沉浸在被录取的喜悦中，清华已经

给了我重新审视自己，超越自己的机会和平台，在获

到了土壤，创业大赛和 x-lab 给了它养分和阳光，在

选择清华，是选择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新的生活

开课。“数据，模型和决策”课程中孙静教授讲到课

得丰富知识的同时，也为自己打开更广阔的视野和思

宽广的平台上享受丰富的资源，近距离分享光环下的

方式 : 用读书来填补不安，用学习来替代抱怨，朋友来

程的本质不是在教公式和计算，而是通过掌握数学分

维。让自己的潜能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成就心中的

师长们的心路历程。我突然意识到，心中那小小的创

丰富你的生活，知识将带你迎接新的挑战。

析的方法去解决现实工作中的问题，不是在帮你做决

梦想。

意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在尚未走进清华时，已经开

升华人生境界。

策，或左右决策，而是运用数学思维给决策提供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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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学习之旅，从网上学习到翻转课堂，浓厚的学习氛

朋友们一起，每日都有新的收获，我也变的丰富、不同。

清华会为不甘于平凡和安逸的你也开启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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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添

李斐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北京江南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建银国际
投资经理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致青春——不悔来时路上，遇见水清木华的你
从决定到报考研究生仅用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就

怀揣着被预录取的喜悦，我再次踏入了这个梦想之地。

是申请清华的提前面试资格，发现只剩下第四批面试

除了儿时感受到的清净高雅，仿佛更添了一份稳重大

申请了，这是这一年的最后一批面试，但我并不忐忑。

气。清华，我需要你坚实的臂膀，指引我明确的方向；

面试节奏很快，二十分钟接踵而来十几个问题，而对

我需要你丰富的内涵，充实我尚未丰满的羽翼。

于每个问题，我都觉得是我在企业当中真切遇到的实

人生的路，走走停停是一种闲适，边走边看是一

际问题，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逐一回答，同时也毫不

种优雅，边走边忘是一种豁达，但终究要一直走下去，

遮掩地将自己面临的棘手情况向考官做了坦白。结果

一直向前走。远方也并不遥远，它就在前面等你。青春，

真的是好的，对于清华给我的肯定，我无比感恩，所

我们都曾虚度过，浪费过，骄傲过，但希望最终回首

以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利用工作之余，我便投入到没

时，它还有一层无悔的含义，因为我努力过，辛苦过，

日没夜的笔试复习当中。

奋斗过。

迎着春的气息，清华园里的一树树玉兰，花开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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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 MBA 既不会影响我正常的工作，还可以提
升我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拓宽我的人脉资源。
曾经，清华是我心中的一座峰，一座不征服誓不

联考成绩出来后，学校便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罢休的峰。高中时作为班上冲刺清华小分队成员，桌

和紧张的学习任务。未来，三年春秋，漫长也匆匆，

前总放着一张清华相片，不停地提示自己这就是目标。

一定会成为我生命中一个精彩无比、受益匪浅的旅途。

高考不利错失清华后，心中暗誓：总有一天我会回来！

在努力搞好学习任务以及班委工作外，还将畅游清华

工作繁忙，每天都面临新的压力、新的挑战，但回清

的书海、丰富的讲座，以及五道口的美食，更将仔细

华圆梦的心一直都没变。填完申请表，我就开始畅想

感悟清华浓浓的创业氛围，在这里开拓自己的创业思

未来清华的学习与生活：周末匆忙地来回于清华的各

路以及投资理念，希望能在这里从投资上与更多创业

个教学楼，在课上认真听课、积极互动，在课后与同

校友合作，更希望能有机会与校友共同开创一番激动

学娓娓而谈、笑语欢声，很是快乐和充实！

人心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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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冠林

刘牧晴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京南经理部 副总经理

小企业及个人信贷部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一入经管深似海，从此基友是路人。
当初，在周围朋友得知我报考了清华 MBA 时，总

必须要承认，在逐渐适应两点一线的职场生活，
人生梦想，推动我做出选择和改变的众多手中，有一
只是清华 MBA。

中信银行
产品经理
复旦大学

清华 MBA 让我邂逅了更好的自己。

甚至陷入麻木的温水煮青蛙状态之前，重新点燃我的

12

地为你提供最优质的教学资源（让你都不好意思不努

以及跨行业商业模式的分享和资源，能够极大的带给

是得到“MBA 不是应该很水吗？随便混混就可以啦！”

力学习），一方面，还没开学，就已经让你体会到魔

我知识积累、思路提升、视野拓展和价值创新。

这种回复，让历经整整一年熬过申请和备考的我无比

鬼式节奏——写作业到凌晨一点，在候机厅里学习网

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众多比我更优秀的人还在付

郁闷。在机场候机时写申请材料赶提交 deadline、面

课，开会时偷偷背托福单词，已经是我这两个月的常

出比我更多的努力；我听到的是跨行业的分享和碰撞

试出来后来不及紧张就直接提着箱子去出差、联考前

态了。面对吃货好基友们一遍一遍的“约吗？”，对不起，
“不约了，跟清华约呢！”

我所处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建设作为标准的传

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搅局者和创业梦想；我感受到的是

连续两周熬夜抱佛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而这一切，

统行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依托产业经济

每一个卓越的灵魂背后的精彩经历、人生态度和价值

只是开始。

发展、寻求线上业务合作、拓展经营业务链条、创新

观输出。

然而，无论是强大的师资、实用的课程、创新的

在获得预录取资格后，还没等我嘚瑟两天，紧张

教学还是优秀的同学，都让你在“学成狗”的同时深

金融盈利模式已是大势所趋。而清华 MBA 项目所提供

感谢清华 MBA，这里的理念，是让优秀的人在一

的学习就开始了：线上课程、定期作业甚至考试都纷

深为自己能获得这个机会感到庆幸，你会一遍一遍自

的有关固定资产项目投融资和资本运作方面的专业知

起，从而变得更优秀。这是一个梦想，是天空里的第

沓而至，而这一切全部都在开学前！或者更准确地说，

豪地告诉别人，清华的 MBA 是真虐，也是真才实学！

识，股权投资、PPP 政府合作模式的分析与决策思路，

一滴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让它变成海洋！

都在你交学费之前。这里就体现出清华既大气、又“变
态”的特点了：一方面，学费没交，就已经毫无保留

那么问题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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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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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安天下（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北京清尚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师

康奈尔大学

重庆大学

我选择传承一种精神，而不单单是一份产业。

接触并掌握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思维方式，是我对
MBA 学习的最大期待。

从美国康奈尔研究生毕业，径直走进清华 MBA

己也是如此一路走来，感同身受。分享知识，积累经

在看到学校 MBA+X 的招生简章前，我并没有十分

学堂，我期待中西文化在内心的完美融合，国外的价

验，向身边优秀的同学学习，向资深敬业的教授致敬。

明确的报考 MBA 的计划，毕竟在以往的工作中，以乃整

MBA 教育绝不是循规蹈矩的书本知识，注重实际案例与

值观和思想洗礼使我选择了创业这条路，清华引导我

突然明白了父亲缘何对清华精神如此炽热的感情。

个行业的发展现状下，对 MBA 的教育并没有直接的需求。

理论知识结合运用，对每个案例细致、完善的分析与正是

不过，对于 MBA 及其教育体系本身我确是一直充满好奇

很多基于主观判断的设计过程所缺少的，以客观分析为基

与期望的。

础加上主观判断形成完整的决策过程。异想天开的跳跃性

在学习、成长和积累之后思考：如何能在中国经济新
常态下将这条路走得更好？

“在国外做科研，在国内做产业”是我最初创业
的方向，希望在老一辈产业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高科

作为相对较新并不断发展的学科，MBA 教育则不同，

古语有云“子承父业”，而我选择传承一种精神，

技元素，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清华 MBA 的学习，将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建筑设计与 MBA 都是现代社会

而不单单是一份产业。父亲曾就读清华 EMBA，深受

使我更有把握和信心去将在美国学到的先进技术融入

中并存的两大精英教育体系。建筑学是西方社会从古希腊

清华精神的影响。而我就读清华 MBA，实际上就是在

到中国发展新常态的国情当中来，将双边优秀的技术

时期一点点流传发展下来的成果，它的体系丰富、扎实，

在现在的社会，不光是设计需要创新，企业的运营、

父亲潜移默化下的必然选择。听他分享李稻葵等知名

和产品加以整合，推动新技术的产业化，致力于为中

并且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以建筑学及其理论体系为基础，

管理，商业模式，同样需要创新。我希望未来在清华经管

经济学家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敏锐视角，知名企业的

国电站行业的产品创新和中国发电设备实施“走出去”

又发展出了各种新的设计学科。可以说，现代的建筑及设

的三年学习生活中，能够找到设计、管理相结合的创新之

成功经验案例分析。当我真正走进课堂，突然发现自

战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计教育是充满了社会责任与理想主义的，但正是这种理想

路。就像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所说的，“学会去创新是有

主义与其自诩悠久的历史相结合后，使得当今的建筑与设

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们义无反顾。“

计有了些许封闭与曲高和寡的状态。

思维不能与实际生活相匹配，也很难称为创新。在某种程
度上说，商业上的成功是衡量设计与创新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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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龙

王雯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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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
公司金融部 客户经理

郑州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与优秀的你们同行我一定会更加优秀

年轻，便是不断用一些坚韧的时光去雕刻与成就
某些精彩的时刻。

萌生报考清华 MBA 的想法是在 2013 年的一次美

一只脚刚踏入清华校门，已经强烈感觉到清华浓

国之行中，我有幸结交了一位清华 MBA 朋友，跟他的

郁的文化气息。春季学院门前玉兰花开，灼灼其华，

交谈中了解到了很多相关信息，也促使我很快给自己

来自互联网、通信、金融、咨询等各个行业的菁英汇

北京 4 月的春夏交际总在一夜之间让人措手不及，

能是因此而有一种神奇的汇聚力量，使得走在上面的

的人生设立目标——清华 MBA。

聚在一起，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脱离社会的喧嚣和

就如同清华 MBA 还未开学就突然簇拥而来的课业和课

人也只想与它一起低入尘埃，被卷入那博大厚德的潮

有了目标就需要严格的实施计划和快速的执行效

浮尘，大家重新回到清新的校园畅快交流，我也从中

外校园活动，创业大赛、校园协会、提前开课的课程

汐中，静静的吐纳与汲取。

率。2014 年工作、备考和生活同步进行，过得充实紧

发现了，虽然大家个性不同，但却有共同的一些特点：

学习……我们在这里结识良师益友与事业伙伴，在这

张却也协调有序。其实我更愿意把目标形容为“梦想”，

自身优秀却不满于现状，怀揣梦想却也沉稳务实。这些，

里开始新一轮的耕耘收获。

因为梦想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对没

让我更加确信，与优秀的你们同行我一定会更加优秀！

譬道之在天下，犹如山谷之于江海。每每走在清

比于外界的强迫，人更要适应内心的驱使。重回校园，

有航行目标的船只来说任何方向吹来的风都是逆风。

期待清华学业的开始和更多的火花碰撞！期待能够和

华的校园里，心中总有格外的平静和愉悦，大概是自

是因我们有着共同的渴望，在这里延续一种社会探索，

人生需要大的目标，也需要细分的小目标，这些目标

这样一群可爱的同学共同捍卫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放低放空的原因，脱下了社会人的外衣，打开了感

为人生赢得更多选择，渴望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知与好奇。这块土地承载过无数学子、万千哲贤，可

彼此交互与启发，我们相信站在枢纽上，更能找准方向。

共同推动了我们的成长。

16

若说为何在工作之余再次套上学业的“枷锁”，
大概正是因为对自由的追求。自由在心而不在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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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楠

王一嘉

清华 MBA 201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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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达环球建筑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设计部 高级建筑师

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
信息技术部运维中心 副经理

清华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清华大学

做更好的自己

希望当我离开时，母校能再次为我骄傲。

2012 年底，我的工作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开

周围的同龄人产生了代沟，直到参加了清华 MBA 招生

有人问我说：“作为一个建筑师，专业技术人员，

大大丰富我的既有知识体系，为我展开一条新鲜的经

发中心调至运维中心全面负责运维中心的各项工作。

宣讲会后，这种疑虑才得以消除。当看完云涛老师对

你为什么要来读 MBA ？”的确，别人眼中的清华学霸，

济、管理学道路。通过清华，展望世界。几百位来自

团队管理、发展视野等方面的经验不足逐渐显露，各

清华 MBA 项目的介绍，听过各位学长介绍自己加入清

宾大毕业设计大奖得主，全球知名设计企业中最年轻

各行业的莘莘学子、业界精英齐聚清华，各位名家、

种考验接踵而来。在经过各种尝试与努力之后团队发

华 MBA 并与之共同成长的过程，感受到伟伦楼报告厅

的项目设计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似乎作为一名

学者、教授百家争鸣，令我眼界大开。纵向的专业思

展初有起色，但我深知自身离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差距

或坐或站申请者们的满心期待，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

专业人员自己的履历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但我知道，

考被横向的知识启发所越迁，不仅提高了自我，更带

甚远。系统学习管理技能、与各行各业管理精英交流

独，在“做更好的自己”这条路上，我已经算是起步

MBA 项目和母校能为我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区区半

来了兼容并包的可能性。

取经的渴望愈发强烈；突破个人界限、探究自身潜能

晚的了。

年，我已感受颇深。

回归清华，重拾初心。越多可能性，越大的紧迫感，

在消除了最初的迷茫与对失败的恐惧后，我报名

进入清华，充实知识。自从联考复习以来，重拾

这是我囫囵的一种感受。正如我十二年前踏入清华的

当我把这种想法与周围的同事、朋友交流之后，

申请了 2015 清华 MBA 项目（在职）第四批。经过申

课本，到今天依然开始学习课程，不论是旧有知识还

那种兴奋与忐忑交织的心情，今天，面临事业中关键

发现大部分人都表示理解与赞赏，却少有共鸣。这让

请材料初审、面试与笔试之后，我在 2015 年 3 月被

是新鲜内容，每天都充满了新鲜感与学习的冲动，不

的塑型期，重回清华园，清零自我，反思自我，这是

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提前进入了“中年危机”，与

录取为 2015 级 清华 MBA 的一员。

再禁锢于专业小圈子。一门门琳琅满目的课程必然能

唯有此地能给我带来的那份至诚与严肃。

的意愿不断加深——我想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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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晴

余中洋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市场部 高级客户经理兼关系经理

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数据部 经理

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怀揣梦想，选择修行

在清华的学习中丰满羽翼，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
一起飞跃更高的山峰。
还记得点开电脑看到预录取时的欣喜，脑海里想

毫无疑问，进入清华的抉择将打破生活的惯性，

人的一生都是在做选择的过程，选择没有绝对的

象着将要到来的学习和生活。对于离开校园 7 年的我

带给我前所未有的人生感悟。未来的两年注定是忙碌

对错，只有合适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选择伴侣的时候

来说，进入清华，让略带浮躁和困惑的心得以平静，

的两年，不论是全英文的学习方式，还是将要排得满

尤其如此！我很庆幸自己成长的这些年里面，每一次

稻盛和夫的《活法》提到，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

让新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沉淀升华，结识志同道合、

满的课程和讨论，我已经做好准备去挑战自我。记得

选择的机会都能够匹配自己当时最擅长的能力。高中

场修行，修行不需要远离尘嚣，也不需要特定的时间

勇敢挑战自我的伙伴，是一件多么荣幸和幸福的事情！

有人跟我说，当你爬山的时候自然会弯下腰，看着眼

的时候我擅长数学，于是我选择了通过奥数保送进入

和特定的地点，只要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用劳动的

随着各种班级活动的进行，我开始真正接触到清华，

前的每一个台阶，但当你再次直起身时，便是看到更

南京大学数学系；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喜欢逻辑思维和

成果来取悦自己，用宽阔的胸襟来帮助他人，这便是

参与各种名师讲座和校园活动，体会清华行胜于言、

美的风景的时刻！我所要遵循的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

编程，于是我选择通过技术进入互联网行业；而现在，

最好的修行。

严谨务实的作风。更让我收获巨大的是每一个同学独

循环“开始、努力、坚持”。相信未来，我们会在清

当我在技术管理上有一点沉淀之后，我选择了清华的

特的经历和见解，让只在金融圈子里打转的我看到了

华丰满羽翼，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飞跃更高的山

MBA 来帮助我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不一样的世界，尤其是听同学们讲述创业的艰辛与喜

峰。

悦，让我对人生价值和未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所有经历的大大小小的选择里面，这一次的选择
无疑是最重要的，对未来三年所要经历的人和事，我

既兴奋又紧张，我期待 MBA 能够为我的思维打开另一
扇门，为我的人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在清华的学习，也将是人生修行的一部分，兢兢
业业地完成每一次课，每一道作业题，每一次小组讨
论，并且将自己的东西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所有的同学，
敞开心扉接受新的事物，这便不负在清华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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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辰

清华 MBA 201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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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百度图片搜索 产品经理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分所
高级审计师

中国传媒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互联网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让人兴奋，却也不时
照出自身见识的贫乏。是时候给自己充充电了。
清华作为国内最好的 MBA 教育平台，自然成了
首选。

在清华读书，是人生的银河中最亮的星辰。
人的一生如同西西弗斯的神话，伴随着巨石的一

我见到同获录取的优秀未来同学们时，我的期许转化

次次落下，在期翼与失落中周而复始。于我而言，在

成了感谢，感谢清华，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彼此，共

亲会上，大家满怀热情，积极为班级建设出谋划策，

岁月的滚滚车轮之下，最珍视的是在生活的每一阶段

同进步的平台。经过数年社会打拼的我们，会更珍惜

积淀、积极创新的氛围。而这个春天，以“预录取新生”

不醉不归；课堂和学习小组讨论，大家无保留地交流

活出自己的价值。

回到学生的机会，通过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同学们共处

的身份走近这所梦寐以求的高校，清华的“人”给了

心得和收获，让学习事半功倍。说来有意思，大家的

在大师们的熏陶下学习知识，与出类拔萃的同学

关系起于同学却不止于同学，每次见面、交流，都像

们分享快乐，在清华园中享受读书时光，对于一个已

是故友重逢——总有聊不完的共同语言，说不尽的一

经在职场中打拼数年的人来说，这样的体验足够吸引

当西西弗斯认识到推石上山总归是徒劳无功，且

严谨，对人风趣幽默，充满亲和力。新生见面会上，

致爱好。班里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牛人。不同背景、

我放下工作中的忙碌，远离国贸的烦嚣，回到校园，

永无止尽时，必然会痛苦不已，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老师对 MBA 项目的讲解妙语连珠；而提前开启的专业

不同行业视野的碰撞让我眼界大开、收益匪浅。

在水木清华的草木之间，重新去放空自己，充实自身，

因为人会为找不到命运安排的行动的意义而痛苦。而

提高自我。

我知道，两年后毕业的我们，将会更加明晰人生的意义，

申请清华时，我憧憬着清华严谨的学风、厚重的

我更深刻的印象：
老师都似“武林高手”般收放自如——对事认真

课堂上，老师更是旁征博引，在对商业应用场景的讲
解中，让大家学懂理论却不感晦涩。
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因怀揣梦想而一见如故。认

真庆幸选择了清华 MBA，感谢这美好的际遇。在
清华，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享受成长。

我期许着之后的两年，与国内国际有着丰富且多
样行业经验的职场人士共同学习提高，沉淀自己。当

的两年学习生活，我们不单能够获得知识，扩展视野，
更能获得珍贵的友谊。

寻找到归属于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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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克雄

张英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5 级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签证部 副总经理

无线移动创新中心

大连外国语学院

大唐电信集团
战略规划经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让坚持成为习惯，优秀会自然相伴
追梦的过程漫长且艰辛，“坚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刻在心里，为了能跟优秀的人在一起、为了自己变得

现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制约了职业的快速发展，

更优秀、为了实现清华梦，拼了！从此，从家到公司

人近中年的我进入了所谓的“瓶颈期”，“千秋邈矣

的路上多了一个早起的行者；灯火通明的办公室多了

职业转型到战略规划岗位，则让我开始从全局角
度思考企业的发展并激发我进一步学习的愿望。
通信领域工作 11 年的职业经历，让我理解“策略”、

考并确认“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过程，我不得不说，

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名句时时给我内心的震

一个看书到深夜的身影；公文包变成了双肩包，里面

“坚持”、“机遇”对个人、企业甚至国家达成目标

撼，终于在一个春暖花开的五月向清华递交了申请材

轮换放着各种复习材料；没落下一节集体备考；每次

的重要意义，同样让我深刻体会到高科技行业的快速

跃，我的思考甚至多过曾经 10 年内思考的总和！而在

料。从材料通过到面试，一直是在忙碌和平静中度过，

出差应酬结束后赶回酒店第一件事就是做题，等客户

变迁、感受到企业从研发型向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的种

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真切的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因为不知道梦想有多远。

的时候也要记几个单词……六岁女儿做的写有“祝爸

种问题以及我们和国际一流企业在管理方面的差距，

只要是自己用心投入过的经历，无论艰难还是愉悦、

爸考上清华大学”的书签时刻提醒着我，不容许有丝

而我的职业理想也在一日日的思考和碰撞中逐渐变的

无论宏大或是琐碎，都会成为人生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毫思想上的松懈。

清晰。

也会在你或远或近的未来“水到渠成”地帮助到你——

直到打开清华预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才深刻体
会到只要坚持，梦想真的可以实现。曾几何时，坚持
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伴着我在生活和职
场上走了很远。
“勤奋的人在一起会更加勤奋，优秀的人在一起
会更加优秀”，清华预录取通知书上的这句话深深地

24

伴随着准备清华 MBA 的这一年里，我的思想空前活

经过自我的突破和坚持，我终于能走进清华了。
“锲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清华 MBA：参加宣讲会、梳理

11 年工作经历中每一个成就和每一次积极的转变是明

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将继

申请材料、参加面试、备考、参加联考、等待成绩、

证，被“苛刻”的清华 MBA 认可是明证，相信未来 3

续用坚持和执著，在清华的平台里实践梦想。

等待分数线、等待录取结果……每一个环节都在经历

年的清华 MBA 学习还有再往后的人生经历也会慢慢佐

“游戏闯关”的紧张与兴奋，而每个环节也是不断思

证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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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倩

清华 MBA 2015 级

清华 MBA 2014 级

悟空租车
首席营销官

新东方
项目首席名师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按下人生的“清零”键

MIT、哈佛教授讲课、对话世界一流企业家，一个
个看似的不可能，在清华 MBA全都变成了可能。

人的成长不是开始改变自己，而是真正认识自我。

创业是我心底的另一颗种子，这是一颗不肯妥协，

来清华读书，是我事业上的一次转折点。良好的

的志愿帮助工作，这些丰富的经历使我更接近了前辈

真正的梦想与财富无关、与成功无关，它与你的灵魂

骄傲的追求梦想的种子。在一汽大众七年，太多的收

学习氛围、权威的专业导师、科学的课程设置和完备

们、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了榜样的作用，不断激励自

绑定，随时随地都能让你回归纯净。

己进步。

获无法数算。而正在创业路上的自己，没有了大国企

的培养计划，使迷茫的我很快找到了前进的方向。这

去年，当我看到自己提交给清华的报名申请最终

这座靠山，每天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尽管辛苦加倍，

里有硬知识，也有软技能。身边的老师里，有学术界

显示为”未通过“的时候，除了惊异和失落，还有不

但每走一步都拥有崭新的收获。之前一直接触传统产

的泰斗、有企业家中的大牛，成功之路虽不可复制但

校友聚会等活动都在为我们学习的主旋律谱写着锦上

服输的倔强。第一次报考清华 MBA 的失败，让我重新

业，和互联网从业者相比，我几乎算是“小白”的水平。

逐渐变得更加有理可循。MBA 课程的系统性、科学性、

添花的和谐伴奏。和团队一起，我们参加了宜信案例

审视了自己的过往经历和人生目标。我庆幸这”跌倒“让

但我的创业项目“悟空租车”是基于互联网运营的，

开放性、互动性，连同其无与伦比的全球视野和与时

大赛获得了三等奖，在上海参加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

我得以有机会看清楚自己心底的那片土地，其实早已

没有互联网知识势必寸步难行，我必须用最短的时间

俱进，都加速完善我的知识体系。

起的全球最大学生比赛 HultPrize 商业大赛，晋级亚洲

有梦想在发芽。清华曾经“淘汰”了我，但也同时给

补上这款短板。

了我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机会。

新年晚会、行业分享、定期企业招聘会和校园宣讲、

作为班级公共事务委员和学院研会的外联部长，

赛区总决赛。在活动中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我参与了 AMP 校友导师计划的班级工作、两届院庆校

丰富了我的国际视野、也为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欢乐。

友返校的访谈组工作和顾问委员会、校长论坛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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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怡 婷

意大利

荷兰

清华 MBA 2014 级

方杰得
清华 MBA 2014 级

Eurohome srl
General Manager

荷兰好大律师事务所
经理

博科尼大学

香港大学

It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我一直在欧洲长大，受西方文化影响，我想用
这个机会深入了解我的中国根源。
I used to be a lawyer working on cross-border

a multinational in Singapore. Thereafter I look forward

transactions, first in Europe, then in China. Over time

working in the second academic year on a number of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business side of

projects and thereafter choose my next career step.

清华培育了很多成功的社会人士，我真的很高兴

了很多机会，我参与了许多不同的学生活动。清华 Net

能够在这多元文化的环境里遇到一班非常有潜力的同

Impact 俱乐部和学生大使团（SAP），让我明白了我

学。清华—MIT 全球 MBA 项目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

也能够给别人带来影响。在 Net Impact，我能够帮助

的学习氛围，让我有机会与中国和国际同学互相学习

他人，提高同学对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的重要性

It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so far. I have

Ts i n g h u a s t a n d s a t t h e c e n t r e o f C h i n e s e

交流，同时也结交了一群好朋友。在学校的每天都是

和了解。在 SAP，我能够分享我的经验，帮助清华推

made some great friends for life. The coursework

academic knowledge and policy development.

广 MBA 项目，吸引全球更多精英。

has been tougher than expected, but it has been

Here you get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nswers to

在清华的经历不仅让我认识了中国，也让我肯定

worth it. Especially the China insight classes provide

all your questions on Chinese policy in addition

了自己。我真心希望在未来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a muc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economic

to the essential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kills.

development and policy. In the summer I will work for

Join and make sure you ask all your questions.

学习的过程，清华无疑加深了我对中国丰富文化的欣
赏和了解。
除了能够让我和我的中国根源连接，清华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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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s and transactions. My aim for the MBA was

If you are still not certain about which MBA

therefore to learn essential business skills, understand

to choose, remember that "China experience" will

China better and make some new friends.

become a key hiring criteria for multinat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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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天赐

SMILE

泰国

中国香港

清华 MBA 2014 级

交银国际有限公司
主任 / 副总裁

Assumption University

塔夫斯大学

Graduating from Tsinghua will spur my chance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world.

层的经验。相对国际化的背景使我对适应新环境得心

全球 MBA 项目是我一个重要的决定。可以说我得到的

应手。而且这些经验都是我可以贡献给清华 MBA 的一

比预期的多很多！清华 MBA 更是一个实实在在改变我

些重要财富。我很喜欢参与学院和学校的各项活动，

未来的一个生活体验。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社团里参与

融入中国社会和感受这里的文化。同时我也慷慨跟别

其中，对班里的同学，经管学院和这个课程有所贡献。

人分享我自身的体验，这就是我喜欢这里，获益不少

its reputation. Undoubtedly, graduating from Tsinghua

集合了领袖培训，成熟竞争，智力发展，纯洁友谊，

的原因。

will spur my chance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Business

国际视野和中国的国情体验，这就是清华 MBA!

and soft skills for business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

an Investment Bank analyst in Thailand. I had

class combination betw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n decided to move to China because I had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fered me opportunity to

opportunity to work in Beijing. Having been working in

practice my Chinese and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Joining Tsinghua MBA not only has provided me
more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market
and environment, but also has granted me both hard

清华体验丰富了我的人生！
从众多的国际化工商管理课程中选中清华—MIT

Prior to moving to China, I was working as

more and more.

刘永耀
清华 MBA 2014 级

KT Zmico Securities
Analyst

Beijing, my interest toward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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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 clearly is the best school in China with

world.

今年三月，我被清华—哥伦比亚双学位项目录取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加拿大完成高中后在美国

了，成为两所学校合作后的第一批双学位成员，我感

Tufts University 完成本科。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盛

到很兴奋！我会带着清华的精神脚踏实地地去学习。

投资银行东京分部当分析员， 此后我也在欧资和中资

融合两地的精粹，吸收两所学校提供的所有资源，方

投行， 分别在香港的瑞信和交银国际拿到了一点管理

才不会浪费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