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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洋

陈婧妍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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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园的学习，在正式开学前就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感恩清华，让我们相遇。
感恩清华，让我们相遇 ,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百年名校，

深的烙印，成为我们人生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加

的 MBA 项目了。清华的课程普遍比较硬，同样都是案

清华 MBA 不仅仅是一个教学项目，它更像是一场认识

愈加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使得这里的一切熠熠生辉，

入清华 MBA，是我一生所幸。她给了我智慧和力量、

例教学，清华的教授更注重案例中涉及的数量分析，

自己，重新上路的修行。如果你对商业知识有兴趣，

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复制的日子。然

给了我自信和从容，让我学会了坚守而不固执、勤奋

严密的逻辑链条，以及思考的深度与高度。此外，还

对学生生活还有向往，对人生有着更高的追求，那么

而，我们在求知路上，在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

而不迂腐、合作而不逐流。我相信她将陪伴帮助我跨

可以通过课堂上同学们的分享，与来自各个行业的精

清华 MBA 就是你最好的选择。

陪伴中结成的深厚情谊，早已在我们的身上打上了深

过未来人生道路中的种种坎坷 , 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学费还没有交，就开始上课，这也算是国内最具良心

英相互学习。不同职业背景的同学，往往更能碰撞出
创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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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路

2018 级 清华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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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有国内最好的产学研土壤
清读 MBA 很累？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但身边永远有比

一堂课或一位师友，了解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时常有

自己付出更多的同学，为了上课从外地、甚至国外赶回

惊喜的发现。在提倡碎片化学习的互联网时代，在信

来。见贤思齐，优秀的同学永远是我的 inspiration。

息和知识过载的当下，最缺乏的是沉浸式的深入思考。

在有了 5-8 年的工作经验后，通往许多可能性大门渐

“快餐”虽然能果腹充饥，
“正餐”才能够平衡膳食营养，

渐关上，但通过 MBA 开拓眼界、挖掘机遇、建立连接、

塑造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一年下来，我觉得更多地

扩展人脉，会有更好更高的职业机遇与创新，或通过

验证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

在经管学院，有风轻云淡的白日，也有最闪亮的夜。
记得在填写入学申请的报考需求时，自己写下：期待能

人生活日趋平淡的时候，内心有一个声音开始慢慢回

够聆听大师之言，感悟智慧；期待看到最前沿的科技、

荡：重回校园读书去！而且这股声音，渐行渐响。总之，

最潮的商业模式，感受科技之新和商业之美；期待有机

如果人生注定是一场旅程，那在园子里，在经管学院，

会与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同龄人分享交流，而后并肩而立。

有风轻云淡的白日，也有最闪亮的夜空！大美之地，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在度过而立之年，职业生涯和个

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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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玉
2018 级清华 -MIT 全球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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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to Tsinghua MBA i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and the best decision for me.

Tsinghua MBA is the opportunity you don’t want to
give up.

Tsinghua is no doubt a number 1 top university in Asia

both international friend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and

and soon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university. The

local Chinese friends. This helps widen my business

The Global MBA program at Tsinghua has been a

partners.

best thing about Tsinghua’s SEM is the strong connection

and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 dealing with business

worthwhile experience. What I like the most is the

And undeniably, the prestigious name of Tsinghua will

with the advisory board where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challenges. Furthermore, Tsinghua MBA also offer real life

new opportunities that have been opened up to me.

give you a long way in the future with its vast network

for students to meet and learn from the world’s top CEOs

hand on experience for its student where we can apply all

The great friendship I have built with both Chinese

of alumni that are in almost every industry you can

and many top scholars, an opportunity that I could not get

the skills and strategies that we learned in class into the real

and international classmates, the world-class talks

think of. I have learned so much from both the MBA

elsewhere. Tsinghua MBA also enhances my knowledge

business world. Everyone gets to consult and do an IPP

I have attended given by Nobel laureates, renown

and the Tsinghua alumni by just listening to their

and help sharpen my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roots and

project with the real company. All in all, coming to Tsinghua

professors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and startup

experience sharing and exchanging ideas with them.

its economic. This program guides me, I could see myself

MBA is not only help me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but also

leaders, and the company visits I have joined which

Tsinghua MBA is the opportunity you don’t want to

transforming and improving in term of both soft and hard

a life changing experience for me. I am truly happy and

not only broaden my business perspectives but also

give up.

skills. I learned a lot of new strategies and way to avoid

grateful that I chose to come to Tsinghua MBA, the best

introduced me to potential employers or business

making mistakes from experience sharing session with

business school in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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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烨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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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归来再读书 愿我们心中有光

迟到一轮的相遇
在职场磨砺了 8 年，工作已步入正轨，也进入了一个

是对学习机会的珍惜和知识的渴求。我们不仅在课堂

作为一名负责奥运会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我觉得更快

难怪入学前有的学长说，到了清华，无论老师同学，都让自己沉

项目接一个项目的“有技术含量”的重复劳动，心里

上各抒己见，妙语连珠，课下更是珍惜分秒，了解彼

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用在清华 MBA 再贴切不过。

淀下来，去思考，不要老跑那么快，让自己慢下来。MBA 之后，

生起了重返校园，从书本中，从师友间再次汲取养分

此的行业、专业，畅谈理想，把酒言欢。虽然学程还

百战归来再读书，我非常珍惜重回课堂的感觉。老师

有点更懂人生了。不要轻易把自己定位为来清华学习课本知识的，

的念头，通过系统的学习使自己更上层楼，精进智识，

未过半，但已能预见，这两年多的清华时光，收获的

课堂上指点迷津，同学们分享各自行业的观察见解，

而是应该给人生经历感悟提供一个新的升华，在与老师、同学的

拓宽视野。

不仅是学院老师的授予，还有全班、全院乃至所有经

校友导师串联起课堂和职场……在别人周末休息的时

沟通中获得灵光闪现，打开自己的一扇窗。

入学前也曾对在职 MBA 项目的课业负担有过“幻想”，

管人的经验和智慧，更有一生的情谊和挚友。

候，我们在清华园找到触动自己的闪光点。

来清华 MBA，许多同学想转变，或者事业，或者方向。还记得

直至在老师们严谨的态度下认清现实，踏实治学，经

大学之大，不在大厦，而是图书馆里座无虚席的奋读，

与优秀的人一起，永远不迟。在跑神党哥的号召下，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冰岛队队长的一封信红遍网络，他讲述了一

管学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教给我的不仅是公式、案例

是点亮我们思想的师者和比肩而坐的同窗们；清华之

我们班许多同学开始跑步健身；在学霸旗哥的引领下，

个小国如何全民一心追逐足球“强国梦”，然后骄傲地说“只要

和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 “正直诚实 敬业尽责 尊重宽

大，也不在那块金光闪闪的招牌，而是明知这里有一

我们 19 年元旦假期全部用来复习会计考试。在清华，

你足够努力，可以在球场上做到任何事！”

容”的价值导向。集中班的同学中，许多周复一周在

流的老师和同学，但真正沉浸其中，所得依然大大超

这样一点一滴的变化真真切切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

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踩着时代的鼓点、找准方向乘风破浪，我

工作地和北京之间奔波往返，有些甚至每次要跨国上

过预期。未名的青春不息，清华的奋进正要启程，“隔

我很享受自己和四周人产生的化学反应，抓住一切机

们也可以实现任何梦想！是的，任何梦想。

课，但是从他们身上鲜少看到疲惫和倦怠，充溢着的

壁”和“此处”，都将成为我人生不竭的动能。

会，去和同学沟通，了解他们以及他们所在行业的故事，

愿我们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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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瑨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经理

中央电视台
项目经理
University of Toronto

南开大学

与正确的人结伴而行，诗和远方都变成了无限的
可能。

沉淀与成长
自从十年前离开校园进入职场，人生的节奏变得稳定

会成为毕生挚友。

而单一。有时扪心自问，生活是否已经形成惯性？时

成长与沉淀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 提升心性，磨练灵魂 "，

时提醒自己不能只知埋头苦干，忘记抬头眺望远方。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不敢懈怠。在知识的学习之外，清华教

多年职场的岁月积累让自己慢慢从“不知道自己不知

里，我感受到每个人身上强烈的生命力，和对“优秀”

人生不能只有一种可能，踏入而立之年的路口，怎样

给我的是一份守得住的定力，一份沉得下的静心。“知止而

道”向“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转变，怕不合群但

甚至“卓越”本身的认同；在这里，我们互相激励，

的抉择才能不负青春？

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又不安于现状，内心的激情与努力渴望得到释放，然

打破局限，鼓起勇气拥抱并改变着生活；在这里，我

清华园中，我收获的不仅仅是书本的知识，更是师长

百舸争流的时代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是难能可贵

而又处在认知自我的迷茫时期，于是，选择与谁同行

了解他人、感知自己，追寻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

们在各自领域累积的经验与洞见。老师信手拈来般的

的品质，是在人生长跑中持之以恒的动力。

便成了源自初心的决策动机。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

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与正确的人结伴而行，

一句点评，时常让我醍醐灌顶，见之莹然，若披云雾

清华大礼堂南墙上方悬挂着一方匾额，上书“人文日新”，

成为清华学子中的一员，使我收获了无数惊喜。在这

诗和远方都变成了无限的可能。

而睹青天。从包罗万象的案例研习中，我得以一次次

可以理解为三层意思：其一，自身的文明要与日俱新；其二，

从客观的角度审视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业，提升了思想

通过自身的人文过程促进学术与事业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

的高度和广度。课堂内外，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同学

其三，要肩负起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责任。作为清华大学

们是彼此志同道合的伙伴。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也

MBA 学员，我将铭记自己身上的重任，努力拼搏，行健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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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丽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神州优车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郑州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清华精神是我们每个人离开清华时最应该带走的宝贵财富。
不管我们的目标是职业经理人，创业家，企业家，或

的文化正在潜移默化的成为我们思想、言行、取舍，

者垂直领域的尖端人才，清华名师们交付给我们的是

甚至重塑了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方面，清华希

“知识”背后的“真相和原理”。我们在掌握了正确

望我们成为“未来的商业领袖”，但同时，清华要求

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之后，终于可以完成从“求鱼”

我们建立一种人活于世的行事标准和精神法则。正知，

到“求渔”的转身。五湖四海的同学中，我们看到了

正觉，正念，正行。自律和克己，是我们的必修课。

“另一个平行世界”，结交的同窗之谊到终身的挚友。

清华精神是我们每个人离开清华时最应该带走的宝贵

从第一天开学典礼，到入学后的言传身教，清华特有

财富。

清华人的“实干”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位同学。

清华经管的 MBA，让你重拾“寒窗苦读”的记忆。清

是最美丽的意外。MBA 的同学们来自各行各业（集中

华老师一丝不苟的治学理念，清华人的“实干”精神

班的我们更是来自五湖四海），且工作多年，已经形

影响着我们每一位同学。第一学期的课业较重，工作 -

成了较为固定的工作、生活圈子，早已不期望能再交

上课 - 熬夜做作业，虽然这段时光比较艰辛，却是大

到知心的朋友。而在相处的短短一年中，却找回了美

家最为充实、最为团结的日子。遇到的亲爱的同学们，

好的学生时代的情谊，大家相亲相爱，像朋友更像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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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博

刘博超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清华 -MIT 全球 MBA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经理

中债资信评估责任有限公司
评级分析师

北京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我们在这里，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彼此。

希望你的到来，也会有珍贵的收获。

十二年之前，我来到对门学校，听着学校里流传的 top2 之间

两年之前，职场中的辉煌再也掩饰不住内心中的彷徨，

互黑的段子，感受彼此的融合和碰撞，体会着两校之间的相爱

我对于自己的工作状态和职业前程也愈发的不满，在

相杀，仿佛一对儿虐恋中的情侣：你说我只能仰望星空、不能

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中总感觉缺少了什么；出于对清华

脚踏实地，我说你我又红又专、呆板木讷；你说我食堂太少、

美好印象和对经管学院的无限向往，我提交了 18 级

清 华 不 仅 是 国 内 一 等 学 府， 对 于 我 来 说 一 直 以 来

交 了 很 多 能 交 心 的 朋 友。 我 们 在 一 次 次 的 小

校园太小，我说你赛艇还得靠我开闸放水……彼此的感情却在

MBA 的申请，开启了新的篇章。

也 是 一 个 情 怀。 我 的 父 亲 毕 业 于 此， 我 从 小 就 听

组 讨 论、 准 备 报 告、 策 划 活 动 中， 越 来 越 了

相互吐槽中不断加深——你只能由我来黑，其他人不配黑你！

一年之前，正式成为了清华的一员，我开启了工作 +

他讲在这里求学的故事 : 他会给我讲他的导师是

解 彼 此， 逐 渐 成 为 能 够 信 任 和 合 作 的 伙 伴。

十年之前，我结识了清华的三两好友，跟着他们一起，体验了

学习双轨制的生活方式：既有加班之余恶补 DMD、会

如 何 谆 谆 教 诲 学 生， 他 会 描 述 每 晚 从 自 习 室 路 过

有人曾告诉我，来到清华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

赫赫有名的万人食堂，见识到无数同学在东西操场挥洒汗水和

计学知识时候的狼狈，也有工作中突然遇到伦理课、

荷 塘 月 色 时 看 到 盛 开 的 荷 花， 他 也 会 告 诉 我 他 和

有些人收获了学业知识，有些人收获了同学好友，还

激情，羡慕着紫荆公寓的空调，也流连着情人坡的美景……对

商法课似曾相识的案例时候陷入的哲思；有下班后凑

寝 室 兄 弟 们 间 发 生 的 有 趣 的 事 情。 所 有 的 这 些 故

有些人收获了一生挚爱 ..... 无论是哪一种收获，在清

我来说，清华的种种符号和象征，一个个既陌生又熟悉。

在一起认 ( 吃 ) 认 ( 吃 ) 真 ( 喝 ) 真 ( 喝 ) 的小组讨论，

事 慢 慢 的 在 我 的 心 中 沉 淀， 埋 下 了 一 个 清 华 梦。

华的这两年时间，定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希望你

八年之前，我离开校园，开始了在职场中的打拼与沉浮，慢慢

也有考完试后大家集体活动时自由地宣泄的疯狂……

来 到 这 里 后， 我 认 识 了 很 多 有 趣 的 人， 也 结

的到来，也会有珍贵的收获。

褪去了初出学校的稚嫩，在对业务越来越得心应手的同时，渐

今天，我们在这里，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彼此；未来，

渐淡忘了当初求学时的壮志与雄心，大学留给我的更多是模糊

我们也将不负众望，努力成为各自行业的精英与栋梁。

而美好的回忆，但那份初心似乎并不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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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卡尔蔡司 ( 上海 ) 管理
有限公司
北区销售经理

阿里巴巴集团
总监
达摩院人工智能实验室

北京化工大学

四川大学

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第一学府，一直都是我的心之
所向。

LEARN， UNLEARN， RELEARN !
我从下决心申请到准备资料和面试的历程是比较短的， 到，什么是求知，求真，求实。清华 MBA 能够感召和聚集这样一群人，
很难鞭辟入里地去分析这个问题。回想在 2017 年 9

让我能够以人为镜，三省吾身，追求卓越，谦卑恭谨。是的，这就

工作之后，机缘巧合进入的行业也跟清华密切相关。

想着报考清华的初心，心中百感交集。能有一颗随时

月的那个周日，对着面试老师们，我给出的答案是，

是我现在的答案。

作为所在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我与清华的缘分从

准备好去接受新事物的心，不断学习，做更好的自己，

我希望通过 MBA 的学习，系统性地梳理我在过去 10

在京沪杭三城奔波了几百架次航班高铁之后，我觉得清华 MBA 带

此就没有断过。每次来到清华大学，看到门口的校训

这就是我的初心。曾听人说：“人生重要的不是速度，

年工作当中通过碎片化形式习得的知识体系和经验能

给我的，除了具体的知识，框架，理念，经验，案例之外，更重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跟各个院系的清华教授接触，

而是方向。”我深以为然。Life is a journey，漫漫人

力。当时的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但是我觉得那

要的是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视角偏误和认知惯性。我们都是带着

都能感觉得到“行胜于言”已经深入到了每个清华人

生路。我想，清华 MBA 这两年半的学习生涯将会为我

是彼时我能给出的最接近内心的答案了。

的骨子里。所以，在听从公司的安排来报考 MBA 时，

指引了一个更明确的人生方向，能让我不断充实自己，

而今天，算上线上教学部分，我的 MBA 里程表已经累

而在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同学的一段言，作业的一道题，课后的

我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清华，没有考虑过其他选项。

挑战自己，为成为一个“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的清

计了一年。面对同样的问题我想我知道了更接近内心

一杯酒，都可能让你“Unlearn”自己曾经以为无比正确的思考模

在新生迎新晚会那晚，我独自站在大礼堂舞台上，看

华人而奋斗终生。

的答案。而这个答案，是从我周围的同学们身上得到的。 式和行为惯性，“Relearn”新的视角和认知方法。能够让自己更

着正对舞台的四个大字“人文日新”，我说着台词，

“Perspective”看世界的，得到了我们自以为正确的“Perception”。

因为他们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非常多元化但

加开放且多元地去感知信息，认知问题，比单纯教授应对步骤重要

有明显共性的可爱的人 – 他们能够让你近距离地感知

的多。这就是在清华，我年少时的梦想之地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Let’s learn how to unlearn, so we could relearn,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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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霖
2018 级 清华 -MIT 全球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贵州樽憬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Huawei Tech
Investment Co.Ltd
Business research nanalyst
(long term project)

Yor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I had the chances to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setting in China.

MBA 可以让我学以致用，直接破解企业经营的
困难与困惑。
2015 年，从加拿大学习了近 10 年的我回到祖国母亲

学是一所英杰辈出，享誉中外的百年名校。而经管学

的怀抱，作为家里的大女儿，也正式加入了父亲的公司。

院的 MBA 可以让我学以致用，直接破解企业经营的困

从父亲的身边助理开始做起，学习他怎么制定战略计

难与困惑。在这所园子我将收获，全局的战略和科学

划，怎么处理与员工，合作伙伴，怎么与政府打交道。

决策能力；领导组织变革的能力；现代管理的理论与

公司目前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但人力资源匮乏，

基础；正直品德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品格；还有是

地方政策实施较为落后，同时深知自己的管理综合能

我最最可爱的伙伴们，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真诚，

力，要跟上父亲的节奏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热情，他们有才华，与他们在一起的无数瞬间，

于是，我选择重返校园继续深造。在我眼里，清华大

将会成为我人生最珍贵的回忆。

When I first entered the Tsinghua Global MBA program,
I was both excited and afraid of joining the class. I was
relatively young compared to my classmates, and I wasn’t
sure if I would properly fit in. As a person who has lived in
Hong Kong, Canada and America, China was going to be
a completely new experience for me. I had my worries, but
everything went very smoothly for me. The MBA office was
very welcoming, and the abundance of events has allowed
me to adap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quickly. Every week, I
would have opportunities to listen to a variety of guest lecture
speak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many classes don’t translate directly into the real
world. However, in Tsinghua MBA, I actually feel like my
classes and materials correspond to the real-life business
environment. I had a variety of company visit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case competitions for esteemed

companies, and I had the chances to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setting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the vast opportunities, Tsinghua MBA also introduced me
to a group of wonderful students. Most people were older than me, but I
never felt the age gap when I was interacting with my classmates. I would
have never imagined having friends from Thailand, Switzerland, Germany,
Venezuela, and Singapore all in the same setting. Everybody was very
welcoming, and I have a fantastic experience with my fellow classmates.
Having to study together, work together, and travel together created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my MBA school life. Sometimes there
would be tight deadlines for multiple projects but struggling, learning and
growing together with my MBA friends allows me to jump through these
hurdles successfully. Tsinghua Global MBA has provided me with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experiences in my life and I hope to spread the love
and the support I have received from this school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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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晟彦

瑞士

英国

2018 级 清华 -MIT 全球 MBA

潘新
2018 级 清华 MBA

Cantonal Bank of Bern
Specialist Investment
AdvisoryBern

阿斯金特
副董事
Dundee University
浙江工业大学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tudying at Tsinghua is about developing a global mindset.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business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China is going to be the
world’s largest place of consumption, and that engine is going
to drive the world economy for decades to come. I am truly
astonished by the achievements that China has made in only a
few short decades; the country is continually moving from lowcost manufacturing to a sophisticated information-rich society
with more and more high-end products and services being
developed. At the same time, numerous Chinese IT giants
(e.g. Baidu, Tencent, Alibaba or Bytedance) are emerging to
challenge America’s dominance in technology. The rapidity with
which new trends are realized over e-commerce and mobile
applications – faster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 is incredible.
The Tsinghua-MIT Global MBA program has allowed me to
dive deeply into China and to profit from a world-class Chinese
and American business education.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20

and most elite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Tsinghua has
abundant resources: a thriving startup ecosystem,
inspiring professors and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today’s business leaders.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uest
lectures we had with the CEO’s of SAP, IBM, Coca-Cola
and AB InBev; learning from them has been such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Moreover, Tsinghua’s network
of prestigious partner universities helps students go
abroad and complete study trips at MIT, Stanford,
Columbia, HEC or LBS, among many others; this way,
students can further develop their global mindset and
bridge cultural gaps between countries. Finally, studying
at Tsinghua means being connected with some of the
brightest and most ambitious young professional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 friendships that have evolv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re truly amazing,

已经完成了一年 MBA 的课程，最想说的一句话
就是：值得。
已经完成了一年 MBA 的课程，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生活等，也是受益匪浅。清华美丽的校园，美丽的老

值得。每个周末的辛苦付出是值得的，交了比一般研

师和同学，清华的食堂，咖啡厅，校园的花草树木，

究生课程高的学费也是值得的。仅仅是一年课程，已

都是如此的完善和美丽，让自己平时繁忙的工作后到

经让自己从思想，到价值观，到行为都有了质的变化。

了清华园里，非常的放松。老师和同学们也特别的温暖，

清华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有着国际视野，但是又有

老师不停的辛勤付出来让集体更加的温暖，同学们也

着中国文化的根基，包括清华的国际交换，很多非常

是互相关心，互相学习，总有一种家的感觉。

有名的国际院校和大公司讲座，也有中国当前政治和

接下去将开启新的一学期的校园生活，自己比起去年

前沿经济解读和研究。清华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资源，

一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悟和变化，将带着变化去迎接新

除了必修课以外，清华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选修课，

的一学期，也真心希望清华的校园越来越美，老师和

不仅是在技能和科学方面，还有心理及哲学等方面，

同学们身体健康。非常欢迎新一届的 MBA 师弟师妹们

让自己在各个维度进步很多，还有导师计划，让我们

来到清华开启自己崭新的学习生活。

有机会去和优秀的师兄师姐们一起探讨人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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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孟冬

2018 级 清华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首席战略官

北京世纪恒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吉林大学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在清华 MBA 你可以长本领，交朋友，练胸怀。

从一个产线工程师到“一把手”秘书，再从业务主管

来用上帝的视角看待事业，重新梳理战略思路，更重

到战略官。 2016 年，我遇到了最为棘手的问题：“一

要的是结交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个千亿市值公司怎么做战略。”

顶住压力，在清华 MBA 你可以长本领，交朋友，练胸怀。

幸运的是清华 MBA 告诉了我答案。作为一个快速发展

我们要做的就是清零自己，忘掉成就，回归干净的心，

企业的首席战略官，我不仅在清华园里学习到了企业

勇敢接受新知识。我相信走出清华，回归行业，清华

战略管理和创新转型的精华和新知，有机会真正跳出

将带给我们的事业乃至人生的影响会越发全面深刻。

百战归来，仍是少年。

清华经管汇聚各界精英，从金融到建筑，从医疗到制造，

清华经管 MBA 课程丰富、活动精彩、氛围温馨、感情

从航天到 IT，再从娱乐到司法，可谓各行各业齐聚一

真挚。彷徨间，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大学时代；正如那

堂。班里的每个同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宝库，有时你

句“百战归来，仍是少年”一样，经历了江湖历练后

会拨云见日般发现他们身上绚丽多彩的美丽特质，有

的我们，重新回到了校园，回顾来时的路，重拾那时

时你会因为他们起始内藏未露的优秀品质而惊喜不已。

的梦；待我们重整行装，养精蓄锐，必将再次踏上征程，

与这些同学围炉夜话，一起畅谈理想、一起展望未来，

迈向更高的山峰。

这种机会着实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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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哲

2018 级 清华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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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固定收益事业总部
高级经理

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石油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不同行业背景的同学间交流活动也让参与者受益匪浅。

与有趣的人结伴而行。
结束多年的海外工作回国决定 MBA 充电的那一刻，我

会到沉醉无法自拔。

的内心没有任何犹豫，在一个理工男心中，清华就是最

不来到这里，很难想象小组学习到零点对于华为的同学是多么的稀松
平常；很难想象高考同届的黑龙江文科状元就坐在管经课堂我的身旁；

对清华 MBA 的印象，是从入学前的招生宣讲会就慢慢开始感知，

譬如，我们班篮球氛围浓厚，组织了多次与同届其他班

好的学校，没有之一。作为一个“流浪地球”走南闯北

感受到了学校严谨求实的学风，感受到了学院每次活动的精心组织，

级以及跨年级的篮球比赛交流活动。另外，不同行业背

三十多年、自认为比同龄人稍多那么一丢丢阅历并“几

很难想象神州和瑞幸的市场总监如此能柔能刚；很难想象剖析年报对

以及 MBA 中心老师无私的付出。新生见面会，校园徒步以及新生

景的同学间交流活动也让参与者受益匪浅。我们班级的

近油腻”的大叔，我敢拍胸脯保证，在清华 MBA 所经

于普华永道的审计师来说实在太小事一桩；很难想象一票学霸在篮球

晚会等活动，都能感觉到学院在其中精心打磨，不断优化，最终完

行业分享活动“星火会”已成为我班另一张值得骄傲的

历的一切永远不会你失望！美丽的校园、庄重的学院、

场的快攻也能玩得酣畅非常；很难想象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靠才华

美呈献给全体新生。课程设置上，MBA 中心和任课老师，充分听

名片。每一期分享活动围绕特定行业，邀请包括本班校

顶级的名师、亲切的班主管和有爱有趣的同学！

的人还能一聚聚一帮……没错，这就是我所在的清华 MBA 班级，一

取和尊重同学的意见，并采取线上和线下课堂结合的形式，充分利

友导师以及班内相关同学，利用周末课余时间，分享有

美学家朱光潜曾讲到：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

群有爱有趣的人，他们有见识、有知识、有品位，聪明、幽默、独立、

用网络资源以及提高时间效率。所有的任课老师不但专业能力广受

趣有料的行业洞见。“星火会”系列活动已举办多期，

度的人，只是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

严谨、勤奋，对一切新生事物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学习力。

认可，对同学和教学质量都极其负责。另外，班级文化和同学间的

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其他班级同学参与。转眼间，第一学

真是觉得苦也。第一次我看到这句话，首肯心折到五体

虽然事业课业的压力繁重，但和有趣的同学们在一起，只会感到“时

交流是另一大惊喜。从新生晚会的准备开始，涌现了大量多才多艺

年 MBA 的课程即将进入尾声，对清华 MBA 的体验和

投地。老先生还有一句：你对着有趣味的人，并不必多

间过得飞快”，而不是“日子很长”。一起做有趣的梦，做有趣的事，

并愿意为班级学校活动付出的同学，班级的特色文化也慢慢形成。

感受还留待我慢慢探索！

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中间的

一起扁舟轻航，一起乘风破浪。

无上至乐。这句话直至进入清华 MBA 之后我才切身体

余生太短，请与有趣的人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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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诚科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投行部副总裁

北京科技大学

天津财经大学

收获真实的自己

清华情常留心间，清华魂助推向前。

在清华，有享誉中外、治学严谨、经验丰富的大师级

经做出了突出成绩的优秀同学，我们一起在伟伦楼的

“百战归来再读书”。工作了十多年的我，重新感受到

个人对圣经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重在过程，关注结果”等各位

教授们通过生动灵活的教学方式传道解惑；有体系健

课堂上为了某个案例进行激烈的辩论；一起在西操的

了学习的快乐。在这里，我遇到了有意思的人，做着有

老师的金句。每周伟伦楼打卡签到，与师生共同讨论中外政治经济文

全、规模庞大、联络畅通的校友会和俱乐部，热情开

赛场上挥洒汗水，为学校的荣誉而战；一起在创业大

意思的事——既有大师名家的讲座、人生分享，也有展

化，推演商战案例中的道与术，体会企业家在公司治理中的情、理、法，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有类型多样、时间灵活的出国交

赛中交流思想、精心准备、展现自我；一起在清华百

示才华、文化娱乐活动“师生共聚同秀”；既有国学智慧，

感受知识和智慧碰撞的火花，参透企业发展的秘密，实现个人大踏步

换和海外模块课程，让我们收获了最先进的管理方法

年大礼堂舞台上携手共舞、穿越时空。与他们一起，

也有西方逻辑；既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套利”，

的成长。

和知识。

我感受到了真实的自我，感到了内心深处而发的力量，

也有“不要把自己看太重，是好是坏还不一定呢”、“每

希望今日我以清华为荣，明日清华以我为荣！

最重要的是，清华 MBA 使我结识了许多在各行各业已

坚定了对未来的信心，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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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大文娱 - 优酷
阿波罗工作室总经理

中国足球协会
IT 信息化主管

中国传媒大学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天下事，少年心。

报考清华经管，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我常常在想，在人生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内心还能有多少没有崩

究竟是商业，还是人性。

坏的地方？我常常在想，我们披坚执锐、杀伐决断，靠的，究竟

入校一年，被老师虐，被同学虐，考试前熬夜刷题，

是恐惧，还是欲望？

考场上手心冒汗，至于课堂上的讨论分享，每一次都

校园里花开花谢，花谢花开，冬去春来，春去秋来，岁岁如此，

厮杀惨烈，那叫一个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总是默默

够不够让我们看见永不相负？

安慰自己说：这样，才叫做值回票价。可能点滴之中，

我多年来从事文艺工作，创作不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生命成长

会确有进步？

的一部分，我用这个方式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也尝试用创作

入校一年，跟同窗们一起做了很多看起来无用的事

来探索真实、抚慰人心。现世薄情，所以我们需要用艺术来治愈

情——喝酒、吹牛、欢笑流泪，一点一点拼起这如花

灵魂。我花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来相信文艺作品的力量和价值，却

美眷、似水流年，也许是另一种的不虚此行？

一次又一次发现，似乎文艺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无用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并不一定能找得到答案的，但是清华一

商业才是本质。来清华读 MBA，对我来说是一次有跨度、有难

定是一个合适求索的地方。学校能挑选出优秀且价值

度的学习，在学霸云集的校园，我始终诚惶诚恐，总觉得要再努

观接近的人，大家融入其中相互激发共振，彼此看见，

力一点，再用心一点，才能和这些优秀的人并肩。而，我也始终

从而彼此成就。

记得自己的初心——我是来寻找答案的，看一看这世界的本质，

真是三生有幸。

在研究生开学典礼上，王亚愚教授的演讲深深触动了我——“清

怦然心动；

华的学子们应逐步建立精英的意识，这不是指对地位和特权的追

就像屋顶开满了花，

逐，而是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勇气。不要计较一时得失，你们拥

正是你要的天下”

有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天赋、机遇和风险承受能力，因此，理应洒

我们在一起分享行业经验，解决职场难题，组织

脱从容。”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成为清华的一名学生，意

班级睡衣趴，参加商学院球赛。和这些全中国最顶尖

味着什么。

的青年才俊在一起，DMD 不再枯燥，会计学也似乎没

经过一年在清华园学习生活的经历，我收获的，远远超出了我一

那么困难。大家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收获。

开始的预期。在这里，我学到新的知识，开拓更广阔的眼界和视野，

我们似乎变成了一块块海绵，漂浮在清华园透射着阳

体会清华厚重的历史积淀，吸收大师们的理论和思想，而最宝贵

光的暖洋洋的海水里，幸福的从彼此身上汲取养料。

的财富，是遇到一群无比优秀且真诚的同学，就像在课堂分享时

报考清华经管，是我这一生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

同学所写下的诗句——

而现在我只希望一件事，就是这段美好的时光过得慢

“有一天，

一点，再慢一点……

你会遇到一群如彩虹般绚烂的人，

SMILE

SMILE

29

徐骁彦

30

夏天

2018 级 清华 -MIT 全球 MBA

2018 级 清华 MB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项目副经理

联想 ( 北京 ) 有限公司
线上业务总监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北京工商大学

面对未来漫长与未知的人生，我将会充满勇
气前行，无问西东。

改变，应该是从做出报考的那一刻开始的。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然中央。随着无

在学生集会的重要地带。

考，让我拥有了笃定的眼神和发自心底的自信。

问西东的热映，我们进入了清华大学。短短一学期，

我总问自己，来清华的这一年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改

设计、名师讲座、大咖分享等让我每天日程满满。然而，

清华 MBA 的学习，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经历。在

我们感受到了 1911 年建校的百年沧桑，领略了教授

变。我想改变，应该是从做出报考的那一刻开始的。

我最大的收获是在园子里坚定了亦或是寻回了自己的

这里，让我有机会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职业规划完成

们谈笑间挥斥方遒的风采，学习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为了目标认真准备，在浮躁的环境内重新坐在书桌前

初心。刚入学的我焦虑不安、心浮气躁，太多的选择

一 次 完 美 的“Stop, digest, reflect and move on.”

的精神，体会了无体育不清华的真谛。

温习。从一元二次方程开始到逻辑写作结束。毕业 6 年，

让人迷茫；渐渐地，我发现我变了，不再焦虑，不再

也是在园子里的学习机会，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蜕变。

走过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仿佛置身那战乱的年代，

好像忘了为什么出发，只是一直在路上。准备面试，

害怕。是一次次课堂上老师精彩的传道授业与解惑、

面对未来漫长与未知的人生，我将会充满勇气前行，

看英雄伉俪联手保卫华夏之瑰宝。见二校门在风雨中

细细的梳理了前半生，在遗憾之余，不仅开始问自己，

一次次与各行业优秀同学们的深度交流，更是一次次

无问西东。

矗立，好似见证了清华的百年巨变，又代表了长期以

未来的几十年，要与谁同行又要去往何方。从急功近利，

来默默清华人勤奋求实、荣辱不惊之品格。在清华大

到稳重坚持。从喜欢短新闻，到爱看大部头。从独行

礼堂内，我们听过讲座看过演出，暗红色的座椅，水

孤傲，到学习百家之长。从改变，从报考开始。

在清华经管的时间，总是充实而忙碌的。精心的课程

在园子里穿行时感受到与前辈们时空交错的感动与思

泥色的地板，精巧的设计，如同我们穿越时空，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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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北中国
战略发展总监

天算量化 ( 北京 )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清华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相信每一个在清华经管 MBA 学习过的人，都会
受益终身。

因为清华，爱上一座城。

站在外企十年的路口，也曾慌张，也曾迷茫，未来的路要往哪里走，

发火花的学习小组，你会发现自己的知识地平线拓展

作为一个江南人士，初来北京工作时，我很不适应北

清华 MBA 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繁忙的工作让我少有时

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初心在尘世喧嚣中渐渐弥散，于是，我迫

了，思考问题加深了，了解更多创新的商业模式，认

京的干燥气候，再加上拥堵的交通、连年的雾霾，更

间审视自己的内心，战术上的繁忙掩盖了我在战略上的懒惰，

不及待地，回到清华园，找自己。

识更多有趣的人。思想的交换会创造难以估量的价值，

是加深了我对北京的负面印象。这一切，直到我参加

直到郑晓明老师的《组织行为学》、徐中老师的《领导力开发》

清华园 6 年的本硕生活，塑造了我的道德品格和专业素质，再次

MBA 一年获取的知识真心超过了过去工作几年的总

清华 MBA 项目后而有所改变。

等课程让我有机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重新审视了自己

回到学校，一切仍如昨天。清华 MBA 项目带给我的，是系统化

和。而且，清华 MBA 的项目培养是全方位的，除了经

清华 MBA 让我结识了各行各业的朋友。由于初来北京

的内心，并听从自己的内心，调整了职业航道。

的知识梳理，是深度的自身回顾，是行胜于言的教诲，是厚德载

典的经济学，金融，管理，案例大赛等课程项目，经

工作，除了工作建立起的一些人脉关系外，别的朋友

清华 MBA 让我更深刻地了认识了世界。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说，

物的精神。诸多经管学院的恩师，用大师的情怀，深厚的学术素养，

管学院还开设商法，心理学等素质类课程，以及各种

就相对较少。在加入清华这个大家庭之后，结识了各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最

影响着每一个人。老院长的思想和江湖传闻，也时刻振奋着同学

海外交换项目，让未来领导人的成长更加全面健康和

行各业的优秀同学，每个同学都“身怀绝技”，各自

吸引我的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师。我曾聆听国务院参事、原住

们，形成自己的，有情怀的企业家精神。清华经管特色的专家顾

国际化。

在自己所处的行业大放异彩。正如预录取通知书上所

建部副部长给我们讲解住房改革政策；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

问委员会，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站在全球商业和领导力的前沿。

清华经管学院以其百年文化底蕴和 35 年的实践精华，

写的：“勤奋的人在一起会更加勤奋，优秀的人在一

究所所长给我们讲解金融体制改革；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加优秀。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

提供了世界一流的 MBA 项目，相信每一个在清华经管

起会更加优秀”。优秀的同学给我潜移默化的熏陶，

主任给我们讲解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原财政部部长给我们讲

到一次次精品课堂里，来到 MBA 同学的团队中，加入一个个迸

MBA 学习过的人，都会受益终身。

让我受益匪浅。

解金融和外汇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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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盟维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The Coconut Cooperative
Co-founder,
Director of Operations

中国地质大学 ( 武汉 )

Georgetown University

My decision to enroll in Tsinghua’s MBA program has been an
amazing opportunity to foster my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在清华，我们遇见老师，遇见同学，
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These days, everyone knows that China is one of the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are world

world’s most dynamic economies, that few countries

class, and access to these departments is welcoming.

时光荏苒，清华园子里又开启了一番新的景致。回望昨日，

会选择重来，我会选择让时间停滞，然后一直和你们在

have as bright a future as China does. Given this reality,

Secondly, as the political and major innovation center in

我们背着沉甸甸的理想和希冀走进园子，入学时的意气

一起！”

as well as my keen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I wanted

China, Beijing offers an endless variety of company visits,

风发，遇见时的忐忑不安，誓词时的热泪盈眶，都历历

在清华，我们遇见老师，遇见同学，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to “put boots on the ground” and see for myself what is

speaker events, internship/job opportunities to stimulate

在目。冬去春来，从科研小白转型企业管理，不仅收获

清华校友之间浓厚的情谊，将成为了工作和学习中不懈

driving this era of innovation and change. My decision to

your cre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mbitions. Finally, I have

了专业知识，形成了逻辑思维框架，也在工作中不断得

的助力。清华的历史，清华的卓越，清华人一代代所传

enroll in Tsinghua’s MBA program has been an amazing

made life long friendships with my diverse classmates

到了实践、验证和提升。求学旅程中，更有着那么一帮

承的人文精神，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们。面对未知

opportunity to foster my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from around the world, enjoying not only the cultural and

人，欢声笑语，陪伴成长，开启了未来。美丽的园子里，

与挑战，当自强不息！

As the best university in China, Tsinghua’s resources are

historical landmarks in Beijing, but taking trips and exploring

有着太多关于我们的故事，“如果时间可以逆转，我不

unparalleled: it’s faculty and student body are brilliant, its

China as one big family!

寂寂清华学堂，幽幽水木华芳。
一朝求学梦，同学情谊长。
在这里，月色荷塘，飘来墨韵书香；
在这里，风吹霜雪，你会目睹名师幻彩含章；
在这里，日晷依然，你将憧憬未来洒满霞光；
在这里，校训铭心，你会留下动人笑脸，让青春飞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