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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肖潇老师专访 

 

肖潇老师，威斯康星大学会计学博士，于 2016 年加入光华大家庭，担任会计系助理教授。

肖潇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和信息披露。 

 

肖老师的求学经历 

记得 2016 年第一次见到肖潇老师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哇，好漂亮的老师呀！因此，

对于有机会采访肖潇老师，我还是很兴奋的。随着

我和肖老师交流的深入，我发现肖老师不仅漂亮，

智慧也与美貌并存。 

Curiosity 是肖老师读博士、做研究的源动力。

但读博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肖老师在本科和硕

士也都经历了 struggle 和转变的过程。肖老师本科就

读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硕士就读于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系。在人生的每个重要

阶段，需要决定到底是工作还是继续学习的时候，

肖老师都有过挣扎和思考，但最终在好奇心和求知

欲的驱使下选择读博士，走上学术研究这条道路。 

肖老师本科的专业是金融学，硕士的专业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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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不同专业关注的领域和话题也会有所不同，因此肖老师花了一定的时间来适应这种转变，

但不同专业的学习背景，也让肖老师积累了不同的看待问题的视角，硕士论文也成为肖老师学

习生涯中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博士阶段开始，受导师的影响，肖老师开始关注信

息披露相关的话题，并坚持阅读公司的年报和相关的文献，思考什么样的研究问题重要又没有

被大家所关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 

 

积累、思考、总结，从量变到质变 

如何想研究的 idea 是所有博士生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肖老师认为有两个重要的途径有

助于我们想 idea。一方面，我们要多读文献，多了解已有学者都做了哪些研究，通过阅读文献

可以了解别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提供了哪些证据和结论。另一方面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

对世界的了解。理解世界上的各种现象，就好像在心里给世界画一幅图，我们怎样理解世界，

就怎样去画这个图，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读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框架，有助于我们

在纷繁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使我们在理解时候头脑更清晰，看的更透

彻。另一方面，当我们对世界了解的越多，越来越清晰，也会加深我们对已有文献的理解，也

会更容易发现文献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应该如何更有效的去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呢？肖老师建

议我们可以多和周边的人去聊，去和不同的人接触，沟通交流是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和老师、

同学、朋友们多聊聊，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谈到博士生常常会陷入的焦虑状态时，肖老师告诉我不要太有压力。其实不论是在国内

还是国外，博士生刚开始都会有一个迷茫、挣扎的状态，不需要过于焦虑。大家可能在心里有

计划，想对生活有所把握，但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很少有人能够把一切

都做的完美，把每部分都做到最优。博士一年级就是摸爬滚打的过程，会接触到非常多的材料，

需要学很多的东西。比较好的策略是，可以先按照课业的节奏来，不管要做什么，都要专心的

去做，先不要想太多，先把手上能做的都做好，把该积累的知识都积累到。那么我们对于文献

的积累、对于计量知识的学习、对于软件的运用，要学到什么程度，积累到什么程度才够呢？

肖老师认为积累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坚持一点点的积累，一个学期下来，就会学到很多东

西。博士生还需要经常思考和总结自己学到了什么东西。学而不思则罔。不断进行学习积累、

思考和总结往复的过程，一个个学期坚持下来，我们就能从量变到质变，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博士生的学习，就好像在搭建自己的书架，一旦这个书架的框架建立起来，那么新的知识进来，

我们就知道应该把它放在书架的哪个地方，需要某一方面的知识时，我们也知道从书架的哪个

位置获得相应的知识。博士生刚开始的迷茫，很多都是因为缺乏框架的指导。所以我们应该先

专心的去积累知识，去多思考和总结，去搭建自己的框架。搭建框架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太焦虑，重在积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对某个领域感兴趣的话，可以多读该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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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综述。到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框架的基础上，在某一方向走的更远一些，想的

更深一些，做的更多一些，那个时候会有些选择，会有些偏向。 

肖老师希望我们博士生有机会可以出国去交流，但是头两年还是要先做好积累、准备工作。 

 

寄语 

在采访的最后，肖老师希望我们博士生能成为专注的人。专注的去学习也好，去研究也罢。

哪怕手上有很多任务，做事情的时间非常短，都能尽量在那段时间里很专注的做手头上的事情，

这样学习、工作效率会比较高。专注是一种很幸福的状态，肖老师希望我们博士生能够达到这

样的状态，享受我们的每段时间。 

 

(撰稿人：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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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到老师 

——采访会计系校友龚启辉老师 

 

龚启辉，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财务与会计学系讲师，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

计学系，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龚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审计与公司

治理。龚老师在《The Accounting Review》、《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

发表多篇论文，目前担任《会计研究》、《审计研究》等期刊的审稿人。 

龚老师最近在国外访问交流，当我告知他《走近会计系》希望对他做个采访的时候，龚老

师非常的热情，百忙之中抽空与我们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使我们受益良多。 

 

博士四年，从迷茫到坚定 

龚老师告诉我们，他对于博士学习阶段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尤其是走上讲坛给研究生、

博士生讲课的时候。龚老师还调侃自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北大”博士生，因为他在求学期间

不仅很迷茫，甚至还准备放弃研究，想要去企业实习。不过吴联生老师的反复教导对他影响很

大。吴老师告诉他，职业的兴趣其实很难在一开始就找准，但要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并坚持

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下去。结合自己实习期间的见闻，龚老师意识到，学术之路才应该是他的

相对优势。龚老师认为，虽然他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有点晚，但迟行动总比没有目标的行动

好。因此，他希望如果我们博士生有迷茫和困惑，非常有必要尽早的多与老师、师兄师姐沟通。 

在认清自身的相对优势后，龚老师的努力就有了方向。龚老师第一篇论文的发表是机缘巧

合。他将本科《审计学》的一篇课程论文修改后，不经意间投稿《审计研究》就被接受发表了，

所以就对审计领域的文献和我国审计市场的实践产生了兴趣。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博士期间，

龚老师就比较系统的对我国审计市场和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资料和数据收

集，包括成立历史和背景、变化的过程等。基于这些资料和数据，在博士期间，龚老师就在吴

联生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相关的几篇论文。基于对审计市场的了解，龚老师博士论文的话题

也是围绕审计。龚老师发现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这个事件在国家层面是非常受重视的，而相关文

献对于这个事件的研究不多，而且话题和研究设计非常局限，没有更深入的从经济学考虑这个

问题，比如企业规模（合并冲击）变化所导致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成本等，所以他就把博士论文

的选题集中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功夫不负有心人，龚老师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的研究发

表在 top 期刊《The Accounting Review》。 

 

经验分享 

龚老师还毫无保留的与我们分享他的求职经验和工作经验。龚老师告诉我们博士论文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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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找工作面试的时候，面试学校会非常

关心博士论文选题，比如他面试浙大的时候，

浙大就询问了选题的来由和计划。博士论文

往往是没有发表的论文，这在工作的初期是

非常关键的，因为现在学校往往实施合同考

核制，要求在工作前三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

的高质量论文，比如在浙大，考核的时候是

全院所有专业一起考核（基本不会为会计学/

公司财务特殊考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

还没有论文发表，心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但如果博士论文完成得好，就可以直接修改

后投稿了，可以缓解工作初期的压力。博士

论文还对申请基金有直接的帮助，申请书可

以以博士论文为基础。 

博士阶段是可以集中大量精力做学术研

究的阶段。而工作之后，教学+学术研究（论文和基金）+社会服务工作是需要并驱前进的，容

不得取舍。现在学校对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生的诉求非常需要关注。不仅如此，新老师

往往教的课程是比较开放的（或相对难教好的），这在课案准备上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龚老师

的经验是，2 学时的课程需要 3 天以上的时间来准备，而且前两三年的教案要经常变化。在社

会服务工作方面，担任班主任、学生咨询、学院事务、企业调研等工作也不可缺少。这个时候，

时间就由博士期间的整块变成了工作后的碎片，非常考验我们在对于时间的利用。 

龚老师结合其个人经历，为了让在校博士生更快的适应碎片化的研究时间，建议做好以下

四点：一是多准备些工作论文，这样可以在工作中更从容的面对压力。因为现在学校竞争压力

大，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和充足的时间让博士生的潜力发挥出来；二是适当做 MBA 课程的

助教，因为光华老师的教学水平都很高，这样可以体验和学习高水平的教学；三是适当参加一

些会议，并报告论文，既可以提高自己的报告水平，又可以多认识些同行；四是培养时间控制

能力。光华很多老师的时间控制能力就很好，不管多忙，都会挤出碎片时间做研究。 

 

寄语 

在采访的最后，龚老师再次感谢光华会计系的各位老师，特别是他的导师吴联生老师。龚

老师回忆起当初吴联生老师一字一句的修改他的论文，感触颇深。龚老师结合以前光华老师对

他的教导与个人经验，建议我们博士生做到以下四点，有助于发挥更大的研究潜力：一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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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善的计量方法。不管是单独做研究，还是合作研究。现在研究对结果的因果性要求愈发严

苛，一些新的计量方法也在增加；二是多阅读经济类书籍，可以以更基础和更广阔的视角发掘

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意义；三是多阅读文献，不仅限于自己研究领域，这样可以融会贯通；四

是提高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龚老师还对我们在校的师弟师妹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可以在学术

的道路上做的更好，走得更远。 

 

（撰稿人：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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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信息发布 
 

2016 年至今会计系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我院举办讲座共计 26 次，具体如下： 

 

日期 报告人 报告单位 报告主题 

Mar. 24. 2017 Hai Lu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alyzing the Analysts: The Effect of Technical 

and Social Skills on Analyst Careers 

Mar. 03. 2017 Kaily (Kyung Yun) Lee Purdue University Auditor Changes and Stock Price Crashes 

Feb. 27. 2017 Na Li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Does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Breach of Fiduciary Duties Increase 

Shareholder Value? Evidence from Singapore 

Feb. 24. 2017 Jiameng Ma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Home Country Democracy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Feb. 21. 2017 Xinlei Li Columbia University Private Relationship Lending in Syndicated 

Loans: A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Dec. 26. 2016 Sean Cao Georhia State University Privat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orm Site Visits 

Dec. 21. 2016 Jigao Zhu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

基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Dec. 14. 2016 Xu Li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Shareholder Litigation and Insider Trading 

Dec. 07. 2016 Yasheng Chen Xiamen University The Effect of Motivated Reasoning and Dissent 

on Information Search and Strategy 

Nov. 30. 2016 Thomas Bourveau 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ransmission of Corporate Risk Culture: 

Evidence from Bank Acquisitions 

Nov. 23. 2016 Yutao Wang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o Corporate Site Visits Impact Stock Prices? 

学术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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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7. 2016 Qingyuan Li Wuhan University Taxes, Directors Independence,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orm Board Reforms Worldwide 

Nov. 9. 2016 Songsheng Che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自愿审计、支付策略与年度盈余质量 

Nov. 02. 2016 Xiaochi Lin 中信证券研究部 上市公司财务专题研究——业绩承诺：是否对

我承诺了太多 

Sep. 21. 2016 Yupeng L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Government 

Bailouts: Evidence from Bank-dependent 

Borrowers of Large Banks 

June. 17. 2016 Jieying Zhang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International Forecast Accuracy and the 

Preemption of Covenant Violations 

June. 11. 2016 Lin Cheng University of Arizona Connected Auditors and Bank Loan Spreads 

June. 06. 2016 Carl R. Chen University of Dayton Corporate Innovation: Does Drivers Board Help? 

June. 03. 2016 Na Li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The Benefits of CFO to Corporat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vidence from CFO Gap 

May. 17. 2016 Bin K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at Explains the Longevity of Billionaire 

Entrepreneurs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Apr. 22. 2016 Baohua Xin University of Toronto The Impact of Hard Information on Self-Dealing: 

Experimental Evidence 

Apr. 12. 2016 Hsihui Chang Drexel University Organized Labor Effects on Cost Behavior 

Mar. 04. 2016 Ning Jia Tsinghua University The Real Effects of Tournament Incentives: The 

Case of Firm Innovation 

Jan. 19. 2016 Wenfeng Wang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dustry Linkages and Audit Firm’s Industry 

Portfolio Choice: Evidence from Product 

Language 

Jan. 18. 2016 Xiao Xiao Peking University The Accuracy of Cash Flow Obligation 

Disclosure: The Case of Mandatory Disclosure of 

Expected Pension Contributions 

Jan. 13. 2016 Jian Xue Tsinghua University Large Shareholder Monitoring: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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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信息发布 

 

2016 年是硕果满满的一年，会计系师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重点期刊共发

表文章 16 篇。其中发表于《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4 篇，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 篇，The Accounting Review 1 篇。祝愿新的一年会计系师生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具体文章见下： 

[1] 窦欢，陆正飞. 大股东控制、关联存款与现金持有价值[J].管理世界，2016（5）. 

[2] 李怡宗. 香港当年挫败索罗斯的经验启示[J]. 人民论坛, 2016（6）：71-72. 

[3] 李怡宗. 国外股市缘何大起大落，对中国有何启示[J]. 人民论坛, 2016（20）：90-91. 

[4] 刘圣尧，李怡宗，杨云红. 中国股市的崩盘系统性风险与投资者行为偏好[J]. 金融研究，2016

（2）：55-70. 

[5] 刘圣尧，李怡宗. 股票博彩特征与市场风险异象[J]. 投资研究，2016（2）：4-18. 

[6] 权小锋，陆正飞. 投资者关系管理影响审计师决策吗?——基于 A 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

综合调查[J].会计研究，2016（2）. 

[7] 饶品贵，陈冬华，姜国华，陆正飞. 深化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研究：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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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博士岁月 

——采访会计系校友韩非池 

 

韩非池，现就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

系，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获国家奖学金、北京大学校长奖学金、光华管理学院院

长奖学金、北京大学研究生专项学业奖学金、五四奖学金、北京大学共青团标兵、北京大学学

术类创新奖、北京大学社会工作奖、北京大学三好学生等荣誉，在《管理世界》、《金融研究》

等国内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曾担任全国学联执行主席、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 

在国家发改委旁的川菜小馆里，我们《走近会计系》的记者有幸采访了光华管理学院会计

系 2016 届博士毕业生——韩非池师兄。“博士是一段美好的人生体验”，韩非池用一句简短的

话评价了自己燕园六年的点滴岁月。 

 

尝试与兴趣 

韩非池师兄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是如何走上公务员道路的。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他抱

着对学术的憧憬和热爱加入光华，并且在光华充分锻炼和磨砺了自己的研究能力，实现了学术

上的成长。然而，人生也总是充满意外。博士生的第一年，因为偶然的原因，他加入了光华管

理学院研究生会。在学生工作中，他发现自己对于行政领域也非常感兴趣，因此在后面的几年

中，他一方面积极做好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举办活动、服务同学、参加竞

选，最终成为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学术研究扎实了他的理论基础，而研究生会的工作则锻

学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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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了他的实践能力。在临近毕业时，韩非池师兄最终选择了公务员作为自己的职业，投身中国

经济发展改革的火热实践。 

韩非池师兄和我们说，人生目标有时候不是在一开始就形成的，当目标还没有收敛时，需

要慢慢的尝试，从而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当明确了自己最有兴趣的方向，就要遵循内心，按

照自己热爱的事情选择未来。 

 

为学与致用 

作为博士生，师兄到底是如何在如此繁忙

的课业中平衡自己的学生工作与学习的呢？师

兄说其实在光华的几年中的确比较辛苦，因为

除了学术压力，还要处理很多的学生工作。但

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因为学术研究和学生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事

情，所以即使会占去很多的休息时间，还是感

觉非常充实，不会特别疲倦。要平衡两种不同

的任务，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人一段时间应当只

集中做一件事，不能一心二用，合理安排长时

间中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才能兼顾多项目标。

师兄还告诫我们，人生之中在北大的这段时

间，平均每天能够学习到的东西远远大于其他

时段，一定要用好在燕园的每一天，丝毫不要

浪费。 

博士阶段学习的知识在公务员岗位是否有用武之地呢？师兄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博

士阶段学习的知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经济社会运行，判断苗头性、倾向性、前瞻性问题。

实证研究的方法，也有助于处理各种统计变量，摸清底数。更重要的是，博士阶段对思维方式

的训练能使人更辩证、深刻、精密地思考问题，不会被表象迷惑。同时，在政务工作中也需要

进行大量的研究，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科学的决策必须以调查研究为

基础，学术研究的锻炼对于公务员工作是很有帮助的。 

 

感悟与建议 

师兄和我们分享了他找工作的感受。进入国家机关需要扎实的准备。这些准备不仅仅是投

简历和笔试面试，而是要在学生阶段培养自己的综合能力，以符合工作岗位的要求。师兄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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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会工作期间承担了很多学生工作，比如带队赴多个地方调研、举办大型晚会、筹建乡村图

书馆、开发校内门户 APP 等，让他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同时，对公务员考试尤其是中央选

调生考试也必须用心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以做研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完善每一个细节。 

对同学们在博士生阶段的学习和修养，师兄提出了几点建议。首先，不要做“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作为光华的学生，有自身独特的使命，应当胸怀天下，不忘初心，对同学友爱、对

老师感恩、对事业尽责、对国家忠诚。其次，一定要提高效率。接到任务一定要第一时间高质

量完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第三，要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多阅读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

等不同领域的书籍和文献。广泛阅读有助于拓宽和加深思考，对科研和实践都有很大帮助。最

后师兄还和我们强调，一定要经常锻炼身体，身体健康是搞好研究和工作的最基本前提。 

 

（撰稿人：王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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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研究到投行分析 

——采访会计系校友林小驰 

 

林小驰师兄 200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目前是

中信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很多人提到师兄时都会尊称一声“小驰老师”。我曾有幸听过小驰师

兄的会计培训课程，授课内容详实生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加上出色的授课技巧，听众无

不为之折服。 

 

硕博期间小驰师兄都以做学术研究为职业导向，也展现了很大的学术研究潜力，两篇英文

B的学术研究成果令人艳羡。但是毕业之前正逢 2007年的牛市，小驰师兄对于资本市场也始终

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了中信证券的研究部。恐怕此前很少人会把学术研

究和投行研究相联系起来，但是从小驰师兄的很多篇报告里我们都能看到学术与实务相结合的

痕迹，通过借鉴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数据库、选题角度，为证券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结论。

2016 年《并购潮下的商誉研究：牛市之后，风险初露》，《上市公司财务专题研究：业绩承诺 

是否对我承诺了太多》，《业绩承诺跟踪报告：承诺的小船在 2015 年说翻就翻》等报告在业界

吸引了非常大的关注，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与当下众多报告存在很大不同。小驰师兄认为

硕博期间接受到的学术训练至今让他受益匪浅，他现在招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申请者是不是

接受过学术思维的训练，是否掌握了一些学术工具，比如是不是处理过大样本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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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会计系的学弟学妹们，小驰师兄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认为当前的资本市场中会计人才

还是比较稀缺的，而且金融行业是非常需要会计知识的，尤其投行业务；在研究业务中，针对

某些行业可能是理工科背景更有优势，但是在一些技术门槛没有高的行业，比如非银金融、大

消费等，会计专业出身的同学至少没有劣势。小驰师兄也认为如果学弟学妹们有志于进入资本

市场行业的话，还是要早做准备，做一些相关的实习工作；包括 CPA,CFA 之类的证书也可以

准备，有些面官还是看重这些的。 

在谈及面试时候比较看重什么素质时，小驰师兄坦言，如果是对于正式员工会比较看重是

否接受过学术训练，对于实习生的话则更希望看到他们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了解或者关注，保

持一定的市场敏感度，比如说某个事件的发生对于行业或者研究来讲有什么意义，比如，每天

强制自己刷一遍新浪财经或其它财经网站，对于比较热门的事件更要深入了解一下。印象比较

深刻的是小驰师兄对于比特币的关注，早在读书期间小驰师兄就开始关注比特币及其背后的技

术发展，到后来比特币和区块链概念风行市场的时候，小驰师兄早已成为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

无论是做学术还是进业界做研究，厚积薄发才是长久之道。与各位学弟学妹共勉。 

 

   （撰稿人：周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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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立志、充分准备、保持耐心 

——浅谈求职的些许体会 

 

刚接到师妹约稿邀请的时候其实颇感意外，没想到时光飞逝，一转眼我也要从学校走向

社会了。在此借《走进会计系》提供的这个良好的契机，分享一下自己在寻找实习与求职过

程中的些许感受与体悟，希望能对正在经历该过程的师弟师妹们提供一点微薄的帮助与借

鉴。 

 

1. 尽早确立求职方向，并尽早开始找寻相关机会。 

优秀的简历绝对是围绕一条核心的主线，而非一段段经历的简单罗列堆砌。这就要求要

尽早确立自己的求职方向，并按照所确立的方向寻找最为相关的实习：如果想做咨询，就先

从咨询公司的 PTA、公司的战略分析部门实习生开始做起；如果想做公司财务，就从会计师

事务所实习、CPA 考试准备开始做起；如果想做研究员，就从行业研究员助理开始做起。正

所谓“身体力行胜过千言万语”，当所有的实习经历均围绕最核心的求职主线时，没有什么

比这样的简历更能体现出对你从事该职位的兴趣与热情、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了。同时，

由于多份相关实习带来的经验积累，对于行业与工作的理解也会更为深入，在业界也能积攒

人脉，这也为之后面试正式职位带来巨大的优势。所以，核心求职方向要尽早确立。 

 

2. 求职方向的确立过程要多了解各渠道信息、多试错。 

虽然说求职方向的确立要尽早，但这并非一件易事。本人也经历过漫长的迷茫期。现在

回头来看，寻求确立自己职业方向的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建议可供各位读者参考： 

（1）首先希望各位师弟师妹们能够多向学院老师们请教、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

议，老师们的意见往往非常中肯，最具参考价值。时至今日，我常常感念老师们对我的点

拨、教诲和启发，帮助我找到了自己最想从事、也是最适合自己的职业方向。 

（2）多参加学院组织的与业界相关的活动。在光华，学院论坛、校友讲座、案例分享

等活动异常丰富，在这些活动中，能够从业界资深人士处直接获得信息、甚至能够建立进一

步的联系。因此，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够利用好光华的平台和资源，多参加此类活动，开拓视

野、增长见识、获得信息、得到提升。 

（3）求职方向的确立往往很难一蹴而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通过面试、实习等

经历能够获得对某一行业、某一职位的直观感受，从而作为决策的参考。因此，在未确立求

职方向之前，希望师弟师妹们能够多尝试、多经历，合适的求职方向一定是自身兴趣、能

力、性格与人生发展规划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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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好全面、充分的准备。 

求职方向确立的越早，之后所做的准备就会越充分。相关的实习经历是准备的一方面，

除此之外，面试之前也要充分做好功课。比如要寻找买方机构的实习，那么面试之前就需要

至少准备一到两篇自己完成的行业和公司的深度研究报告、平时也要多阅读投资相关的书

籍，从而当面试官问到“谈谈你对所熟悉的行业的看法”时能够应对自如；比如要找咨询的

实习，练习案例集（case book）与模拟面试（mock case interview）更非一朝一夕之功；更

不必提个人经历的梳理、经典行为面试的题目在烂熟于心的同时又要做到随机应变——相关

的准备再充分也不过分，心仪公司的 offer 值得我们拼尽全力去争取。 

 

4. 保持心态良好。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包括我），找到合意的实习与工作是一个颇为漫长且有些折磨人的

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一个良好平稳的心态非常关键。价值投资大师查理芒格曾讲

过：“大部分人都太浮躁、担心的太多。成功需要非常平静耐心，但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也要

足够进取。”与诸君共勉之，祝师弟师妹们一路好运！ 

 

（撰稿人：张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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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光华会计系 2016 新年晚会 

 

2016年 12月 18日晚，北大光华会计系 2016新年晚会在光华老楼 203多功能厅欢乐开场。

会计系的老师、本硕博同学以及校友齐聚一堂，在欢歌笑语中辞旧迎新。 

会计系的新年晚会是会计系的传统活动和年度盛典，不仅有同学们带来的丰富精彩的文艺

节目，师生共同参与的妙趣横生的游戏环节，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各位老师们带来的新年礼物，

给这场新年晚会增添了神秘的气息。 

16 级学硕研究生带来的开场舞 crazy 和 bar bar bar 一下子让整个晚会现场热情洋溢，五位

“宇宙美少女”青春、灵动的舞蹈感染着大家，全场跟着音乐的节奏拍手、喝彩。 

    

随后，系主任李怡宗老师代表老师们赞扬了同学们在过去一年里对于学习的努力和对知识

的不懈探索，给同学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 

接下来就迎来了晚会的第一个师生互动游戏——“抢凳子”，同学们邀请了李怡宗老师和

罗炜老师一同参与。音乐响起时，老师和同学们围绕着数量少于人数的凳子走圈，音乐一停，

大家要尽快找到凳子并坐下，没有抢到凳子的人将在该轮比赛中被淘汰，剩下的人继续游戏。

游戏中，老师和同学们眼疾手快，气氛紧张又欢乐。 

    

接下来的节目更是精彩纷呈：本科生带来的甜美歌曲《A little love》暖化全场,一年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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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王西子和刘睿同学带来了歌曲节目《倒叙的时光》，研究生带来的精彩视频《未名湖的秋晚》，

用沙画和歌曲的结合描述了未名湖秋晚的美丽景色带给同学们的享受和温暖。 

    

一年级研究生还带来了“年度玄幻大戏”《老师叫我说两句》，四位研究生同学扮演西游记

师徒四人，用取经来形容学术研究的不懈探索，还改编了歌曲，将“价值投资者情绪理论”加

入节目中，展现了研究生同学的创造力和可爱的面貌。 

 

全场另一个最吸引人的节目是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参与“天黑请闭眼”游戏。罗炜老师和肖

潇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有的扮演“村民”，有的扮演“刺客”，通过彼此的发言判断彼此的身份

并达成团体目标，游戏环节之复杂可谓“烧脑”，老师和同学们超强的逻辑思维、信息整合能

力和“伪装能力”，也使得这场游戏变得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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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中，老师们还给本年评选出的优秀论文进行了评奖，同学们也在各次的抽奖环节收获

了心满意足的新年礼物，有爱、温馨、欢乐的氛围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沉浸在这个大家庭的甜蜜

之中。 

 

晚会结束，欢乐不退场，我们来年再聚。 

 

（撰稿人：陈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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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一年级 

 

“八点五十，我提着艺园小白房的豆皮夹饼和花生绿豆豆浆在高微教室门口的窗台边，已

经撸起袖子准备狼吞虎咽在五分钟内吃完，然后进去上课。这个时候，王大西（我们对王西子

的爱称）应该已经在一个空教室自习了半小时了，她一般都是早餐一边吃面包一边自习，不怎

么去食堂，她最喜欢物美有一款很大一块的面包，前一天晚上买好，那个面包很好吃；周 cc

（周茜对她自己的爱称）应该是正在从学五吃完饭来的路上，一般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她就正好

来了，有时候我稍微起早一点能来得及去学五吃早餐，差不多就是我到食堂的时候周茜已经差

不多吃完了或者是正好在食堂门口推车准备走”16级的直博生张玥这样描述着她和她的小伙伴

们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早餐常态。 

 

Part1：活过第一学期 

她们告诉我，其实入学前对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生活是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到了开学

后课程逐渐步入正轨时，才发现 8 门课的学习强度仍然是超出了预期。 

“七天假，我大概是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把本科学的线性代数复习了一遍，一天把以前学的

计量看了一遍，一天顺了一遍中级微观，然后剩下的时间做作业。”张玥回忆着她去年的国庆

假期；“我以前没有深入接触过科研，没有学过计量。所以，无论是计量课还是文献课，对我

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当时计量老师花了一次课就把中级计量的内容温习完了，可是那个时候

我还什么都不会；一开始读文献也非常慢，花很久时间才可以读完一篇文章，还似懂非懂。”

王西子说，她感觉刚念博士的一个月学到的东西比以前本科四年学到的都要多；“我现在都记

得 Kothari 那篇盈余管理的文章，那是我、王大西和张玥报告的第一篇文章，还有 Titman 那篇

讲动量策略构建滚动 portfolio 的文章，我们三个穿着睡衣拖鞋在我寝室从九、十点常常讨论到

晚上十二点多快一点。”周茜说，这种讨论她们一直坚持着，因为三个人提问题的角度很不一

样，产生了很多新的思考，把这些思考给彼此讲清楚的过程也是一种锻炼。 

说到作息，一点睡是常态，要报告文章的当周，两点的也不少，她们每个人也都有过一两

次赶作业赶到三四点的经历，“那次做高级金融计量经济学的作业做到凌晨四点多，一边好多

题目看不懂，一边又不愿意完全妥协抄作业，我真的是对着电脑屏幕忽然就升起了一阵委屈”

张玥这样说。 

第一学期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兵荒马乱地奔波在一个个 deadline 上了。 

 

Part2：生活与学习的平衡 

其实问到关于学习和生活的平衡的时候，她们都笑到说“没有生活，不用平衡，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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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下，她们道出，开学的时候一起去邱德拔体育馆办的健身卡、游泳卡，没过两个月就转卖

了。不过到了第二学期，三人又都恢复了锻炼。王西子说，每次锻炼以后，觉得学习状态都有

提高。 

虽然学习的压力很大，但她们也仍然会挤出一点时间给自己的非学术生活。王西子说，第

一学期在寝室学习，张玥和她正好同寝室。有时候读了一天文章大脑已经停转了，她就弹尤克

里里，和张玥一起唱歌，有时候也练字，感觉对大脑机能的恢复很有帮助。张玥每周六会去参

加合唱团的训练，她说，唱歌的时候可以全身心投入在自己身体的状态和音乐的律动中，享受

这个过程也是一种休息和放松。周茜每周也会去参加排球队的训练，跟她先生相聚的时间不多，

每周也就是一起在食堂吃一两次饭。 

 三个人也经常在完成了一次文章报告后约饭庆祝，她们最常去的就是南门的潮汕砂锅粥

和健康小火锅，但这学期因为要锻炼，约饭的机会就少了很多。 

 

Part3：感悟与收获 

周茜：“痛并快乐，忙碌并充实。生活过的更糙了，思想变得更加精致了。” 

王西子：“成长很大，目标更清晰了，也更知道该如何努力了” 

张玥：“时间不自由，但思想自由。” 

这一个多学期以来，她们感觉自己的知识体系不断地被打破，重建，到现在自己的逻辑更

加清晰，思考问题也更加严谨了。以前 critique 怎么都憋不出来，现在使使劲也能提出来好几

条了。 

问起她们并肩学习奋斗的感受，她们都表示小伙伴的有趣成为了高强度学习生活中的一缕

春风。又因为大家都聪明又很努力，就带来了相互学习，相互督促，一起更加努力的“囚徒困

境”。她们说，就这样，一起讨论大大小小的问题，交流各自的想法，一起吃着火锅玩着诗词

接龙度过这五年的时光，就很好。 

 

（撰稿人：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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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会计俱乐部会计专业与个人发展讲座回顾 

 

12 月 3 日下午 3:00，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会计专业和个人发展宣讲会在光华管理

学院 1 号楼 219 举行。本次活动由会计系承办，会计俱乐部协办，邀请到了包括会计系系主任

李怡宗老师，MPAcc 项目办公室主任吕晓霞老师，北京弘合柏极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有利

网）消费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刘欢，现就职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部的朱琪，会计

博士在读生樊帅和已保研会计硕博项目的刘峻豪 6 位嘉宾。他们和现场同学们分享了选择会计

方向后的学习生活与发展，并进行了积极的互动。 

 

李怡宗老师介绍会计系概况 

李怡宗老师是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系主任。他首先介绍了会计系的概况： 

• 师资：共有 5 名教授，8 副教授，3 助理教授，全球招聘老师（国外毕业 7，香港毕业

1，台湾毕业 1），涉及财会，公财，审计，管会，税等科研教学领域； 

• 培养目标：主要培养学术人才，学术氛围较浓厚，也为想要工作的人提供长期发展所

必需的分析能力； 

• 项目分类：本科，学术型硕士（硕博连读生），博士（直博，硕转博），MPAcc 等； 

• 会计系活动：学术型：三位特聘教授互动（多伦多，新加坡，南加大）；六校论坛；北

大－台大学术交流；MIT，SMU consortium 等。其他：暑期学校；会计系联欢晚会； 

本科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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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基于职业发展中心的材料，李老师介绍了会计系毕业生的概况。2016年秋季北京市

十大高薪行业平均薪资排名中，财会以 14914 元的月薪稳居第一。2014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和人民大学各院系毕业五年平均月薪都是会计系最高。 

最后，李老师推荐同学们关注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官网和《走近会计系》刊物，更好地了

解会计系。 

 

吕晓霞老师介绍 MPAcc 项目 

MPAcc办公室主任吕晓霞老师首先介绍了MPAcc项目的概况: 光华MPAcc项目成立于2005

年，过去只招收在职人员，从 2017 年开始招收全职 MPAcc，且同时获得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

证和硕士的学位证。MPAcc 是全日制的两年的项目，课程集中在前三个学期。 

随后，吕老师介绍了 MPAcc 项目的招生政策。2017 年 MPAcc 预计招收 40 个名额。流程

是：统一参加全国统考，达到分数线者参加复试；从 2018 年开始，可以有一部分同学推荐免

试，直接录取，这部分名额数量按国家规定不超过招生人数的 50%；其余人需参加全国统考，

达到复试线再进行复试。 

在为同学们发放了 MPAcc 项目的宣讲册后，吕老师回答了同学们的两个问题： 

Q1: 专硕和其他硕士的区别？ 

A1: 专硕在理论学习的同时侧重一些实践方面的经验，目的是能够更好地走向社会实现就

业。 

Q2: MPAcc 项目招生对本科专业有要求吗？ 

A2: 没有要求，而且 MPAcc 项目特别希望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就读，更看重同学们的综

合素质，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刘欢学长介绍职业发展经历 

刘欢学长 2005 年进入北大，本科在元培学院的经院方向，后来选择了光华管理学院会计

学术硕士，毕业后进入中金公司，从事二级市场研究，后由于个人兴趣，进入一级市场 PE 行

业。基于希望对企业管理有实操性的了解，从 2015 年开始创业。 

在刘欢师兄看来，会计学的就业有其独特的优势：例如国企注重会计专业背景，进入国企

可以获得北京户口；同时投行看重财务和法律背景，和金融系竞争就业时，会计系学生财务能

力较强。当然，他也提出了会计专业毕业就业可能具有的局限：会计系学生比较低调，但由于

人数较少，缺乏就业氛围，信息共享较弱，对不同的行业了解有限，差别客观存在，起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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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劣势，但未来发展前景很好；文科生较多，数学能力较差，缺乏理工背景，进入二级市场

相对有限。 

在谈及自己的职场感受时，他认为现今项目经理趋于年轻化，对产业了解不够，希望自己

和同学们今后都能够更多地了解产业。 

 

朱琪学姐谈专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经历 

朱琪学姐本科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在大三时确定了对于资本市场的兴趣，本科

毕业后选择了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术硕士项目，现供职于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 

朱琪学姐主要分享了她对本科如何发展的思考。她建议同学们要通过多尝试发现自己的兴

趣点和潜能。在她看来，本科学习，无论专业，最重要的是思考的逻辑框架和价值构建框架，

询问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和自己能够给自己准备多少的可能性。无论是就业还是做研究，需

要的基本功是类似的，都需要把课程上基础的知识学好；而从综合的素质来看，本科学习不仅

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追求，而是尽情多尝试，锻炼不同的能力。到拥有选择权的时候，选择能

够满足内心需求的职业，这样才能够长久。 

随后，朱琪学姐分享了对自己本科低年级实习经历的思考。从大一暑期开始在银行做实习,

大二寒假通过参加案例大赛产生了对资本市场的兴趣并得到了在四大实习的机会，并确定了自

己研究和职业的方向；大二的暑假在财政部实习，她认为所有经历的一切在未来会有一定的作

用，带来正向的结果。希望同学们不要消极对待实习，而是要全身心地了解从事的工作，多参

与和观察。比如自己通过在财政部的实习了解到国有企业的基金运营，通过查看大量的资料，

进行有益的探索。 

 

会计学系博士生樊帅讲述会计学术研究 

樊帅学长现就读于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博士项目，分享了以会计与研究为主题的精彩内容。 

首先，樊帅学长简要介绍了会计研究。从类型来看，会计研究分为学术研究和投资研究。

他的分享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会计系学术硕博项目学什么，毕业入学界研究什么话题以及会计

学博士教职之路。 

随后，他对于每一个领域用一副图来生动呈现研究的具体内容，介绍了会计学研究范围，

包括财务会计（与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会计信息的价值评估模型；投资

异象；投资者保护；管理会计；公司财务等。一言蔽之，会计方向的研究领域在同类别专业中

较为宽广。 

最后，樊帅师兄鉴于投资研究给同学们提供了建议。在他看来，会计做投资研究的核心竞

争力在于财务分析（两种财务能力：做账和分析）和研究思维。为了修炼财务能力：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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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考试；需要熟练掌握绝对估值法，三大报表勾稽（例折旧费如何影响三大报表）；同时重

视案例分析（推荐书目《财务报表分析（共三册）》）。为了锻炼研究思维，应该重视逻辑和思

维，关注理论分析和数据验证；同时培养统计思维，思考内生性问题，习惯用分布思考。 

 

会计学专业本科生刘峻豪分享本科学习经历 

最后分享的是会计系本科大四在读生刘峻豪学长，他已保研本院会计硕博项目，和同学们

分享了他对会计学的思考，本科的会计专业学习经历分享和课程推荐，以及保研经验谈。 

首先，作为一个“非典型”会计系学生，刘峻豪学长通过讲述自己参与多种经济学、金融

学等课程的学习经历和大二在四大的实习体会，建议同学们明确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后，要学会

评估每件事的价值，不要轻易被 peer pressure 左右。 

随后，他利用 DCF 模型给公司估值的例子，生动讲述了各方面知识的利用和能力要求。

在公式中，分子是现金流，首先需要通过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三门课

逐渐深入了解现金流；其次，由于这一层级侧重概念层面和思想层面，需要对经济学，尤其是

宏观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同时，管理、营销等课程多逻辑框架的构建也非常有帮助。分母的

部分是折现率的确定，涉及的核心课程是金融经济学和公司财务，更多涉及的是数学的内容，

例如随机过程和时间序列。 

在会计专业本科的课程中，刘峻豪学长就不同领域进行了内容和课程推荐。 

• 关注合规和法律风险：税法、审计以及其他法律类课程 

• 管理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一课研究如何为企业内部服务，考虑预算、控制、绩效评

估、投资决策；高级管理会计一课更深入结合企业具体的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 

•学术方向训练：财务会计理论与政策一课侧重研究中的 idea，在读文献的过程中思考，

了解前人的成就和自己探索的空间。会计信息与数据分析一课侧重于技术层面，如何利用数据

和软件把 idea 转化成实证研究，和会计学的学术研究紧密相连。 

在他看来，在学科大领域内进行通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会计是

以信息为导向的应用经济学，金融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应用经济学。三者有密切的联系，互为补

充，同学们应该进行广泛的学习。 

最后，他以“备而不备，不备则备”八个字分享了他的保研经历分享。他认为，在准备保

研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自己，找到合适于自己的方向。如果已经很明确自己的方

向，对于该如何准备、如何应对就会有很清晰的认识。如果是对学术方向具有足够的热情，就

能清楚地知道学术项目想要什么样的人，需要考核什么样的能力，对于其他类型的项目亦然。

盲目的准备往往不能取得很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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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会以同学们积极的自由提问结束。感谢 6 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同学们的参与和筹备组

的付出。希望对会计有兴趣的同学们能够多关注会计系和会计俱乐部动态，对未来的个人发展

有所思考，有所收获。 

 

（撰稿人：李宇恪、马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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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碰撞与学术交流 

——北京大学会计俱乐部接访美国南加州大学一行 

 

3 月 16 日下午，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Leventhal

会计学院的二十余位师生到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异国友人参加了北京大学会计俱乐部精

心准备的欢迎仪式和校园导览，在这里两国师生进行了文化碰撞与学术交流，度过了一个非常

开心的下午。 

首先，如期而至的 USC 师生与会计俱乐部会员一起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进行

了交流，分别进行了简短而精彩的报告。 

    

来自 USC 的 Wang Shiing-wu 教授和 Tom Lin 教授幽默生动地为听众们致辞：Wang Shiing-

wu 教授介绍了 USC 的会计硕士项目，以及和北京大学的合作关系；Tom Lin 是一位老教授，

他分享了他跟北京大学的一段渊源，也表达了对于中国发展前景的乐观。之后，来自光华管理

学院的陈磊教授也进行了致辞，以桥作为载体，既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关于桥的故事，也借此寓

意，世界连通在一起的趋势。 

之后，美方学生代表播放了介绍 USC 的校园文化的视频，之后又按照六个不同的小组介

绍美国各大城市过去一年的大事件，包括特朗普竞选总统等一系列发生在 2016 年的大事件，

为大家展现了多元丰富的美国文化； 中方学生代表则介绍了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生动有

趣地介绍出在中国生活的不同之处，播放了介绍北大校园美食和学术成就的视频，宣传了中国

文化与北大精神。 

交流活动结束后，中美师生先在光华管理学院 1 号楼门前进行合影。之后，在会计俱乐部

成员的带领下参观游览了北京大学。一路上，我们参观了未名湖、博雅塔、华表、西门、图书

馆等代表性景点，在进行深入学术交流探讨的同时，也领略了历史与现代完美相融的北大校园

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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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参访活动在东门圆满结束。北京大学会计俱乐部秉承“会计是一种文化，会计是一

种语言”的理念，致力于在传播与弘扬中促进会计文化交流，在沟通与互信中取得会计领域进

步，这次的南加州大学会计硕士师生参访活动就是一次完美的见证。 

 

（撰稿人：孙殿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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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道人生无再少 

 

2016 年，国家教育部一纸通知，北大光华 2016 级 MPAcc 项目的同学成为了最后一批非全

日制学生。用“明日黄花”形容我们，似乎并不为过。 

提起在职研究生，你会想到什么？拖家带口？倦容满面？其实，在 2016 年入学时，我们

整个班的平均年龄也才 29 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勉强算集体迈入而立之年。班里拖家带口

的不少，准妈妈也有几个，每个人脸上都曾显现过倦容，但每张面孔下，都是一颗火热的心。 

某畅销作家说过，“青春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伫立”。我们这班人，平时上

班，周末上课，不怕风吹雨打，无惧暴晒雾霾，这般勇敢执着，应该配得上重回青春一场。 

球场上，我们英姿飒爽，酣畅淋漓。 

教室中，我们积极探讨，好不热闹。 

      

MPAcc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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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我们携手同游，共赏燕园春秋。 

 

就算是严肃的考试，也可以变成我们美好的回忆。 

谁道人生无再少，分明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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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班级寄语 

 

感恩命运的造化，使我们与 MPAcc、与光华、与燕园结缘，在最美的时光里，博雅塔

下，文墨涵濡，未名湖畔，优游涵泳。感谢老师们的悉心指导，无私付出。感谢小伙伴们互相

扶持，亲如一家。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人将别，能饮一杯无？ 

——第四小组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祝 16MPAcc 友谊的巨轮，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何旭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春风又吹红了花蕊，让我们为缘份干杯！ 

——于彬 

 

原以为青春渐远，现重温同窗挚情。愿 16 级 MPAcc 的我们在北大光华，陌上花开，不负

韶华！ 

——李小龙 

 

是迷茫中的温暖，困顿中的力量，喜悦时的升腾，前进时的鞭策，16MPAcc，就这样，进

入了我们的生命。运动场上，图书馆里，山的高出，芬芳燕园，我们一起谱写出华美的乐章！ 

——曹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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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沿承自由之思想，兼容之胸襟！ 

光华授之以杰出，自应回馈以敢当。 

因思想，而光华。 

不行动，非北大！ 

砥砺前行! 

2017，撸起袖子加油干！ 

——郑金利 

 

已过而立，还有缘结识一票好兄弟、好姐妹，本就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无论是一起学知

识、写报告、论问题，还是打篮球，抑或推杯换盏，都会是记忆里闪亮的日子。人生的直线让

我们相交在这个点，无论以后的方向在哪儿，这都注定是值得珍藏的美好回忆。晴耕雨读，知

行合一，和大家共勉。 

——唐胜杰 

 

所学知识可能记不太多，但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很快乐。 

——田子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间燕园求学之旅已然过半。虽然一年后我们即将离开这里，继

续着各自的生活。但是师生情、同窗情将会像一列没有终点站的列车载着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勇往直前。当我老态龙钟，当我白发苍苍，我仍要回到光华，仍要和大家相聚，欢声笑语，慷

慨激昂！多好啊，和我们年轻时一样…… 

——赵鹏 

 

干杯！我的好兄弟，好姐妹们！考场上没你没我，酒场上不醉不归！ 

——李一洲 

 

PKU2016MPAcc,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 

——唐媛坤 

 

（撰稿人：2016 级 MP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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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旖旎，相约米兰 

—Bocconi 大学交换体会 

 

 

2017 年春季，我有幸参加了学院和米兰 Bocconi 大学的交换学习项目，到现在已有两个月，

倍感充实而精彩，每天出门似乎都要迎接不一样的惊喜。 

 

学习篇 

Bocconi 大学是意大利最好的商学院，其经济、法律和管理学专业在欧洲享有很高的声望。

和中国常见的学校不同，Bocconi 的校园面积不大，只有几座楼，却充满学术氛围和创新气息，

从这里走出了意大利前总理Mario Monti、欧元之

父 Tommaso 等诸多政界和商界精英。 

意大利大学不实行班主任制，学校除了提供

一站式咨询服务外，学生日常的生活、学习情况

全靠自觉。这里的课程很有意思，有的课两个教

授一起授课，仿佛相声中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十

分有趣；有的教授带有浓重意大利口音，大舌音

小舌音需要集中注意力才能跟上，对从小习惯美

式、英式英语的我们，也不失为一种独特的体

验。 

Bocconi 大多数研究生课程属于启发式授

课，课后需要花大量时间拓展阅读、消化知识

点、参加 tutorship 和准备小组作业，学习气氛浓

郁，课间教学楼里的自习室几乎座无虚席。意大

利有着浓郁的咖啡文化，教学楼里有方便的现磨

咖啡机，只要 0.2 欧就能在课间享用美味的意式

espresso。学校食堂也非常贴心，特意为交换生

提供了优惠的 meal plan，帮助降低交换学习期间

的生活成本。 

学校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在 international 

fair 活动中，来自中国各地的交换学生一起介绍

母校的学习生活，为前来咨询的意大利学生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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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惑，还遇到了之前从 Bocconi 交换至光华的帅哥 Giovanni，他热情分享了在中国交换期间的

趣事；在学校 guest lecture 中，星巴克 CEO Howard Schultz 先生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这位

咖啡帝国缔造者讲述了自己早期创业的心路历程，回顾了星巴克与意大利咖啡文化的深厚渊源，

从企业家视角分享了对社会责任和人生意义的探究。 

  

生活篇 

作为国际时尚之都，米兰街上随处可见衣着时尚光鲜的年轻人，就连老奶奶出门都要精心

装扮，涂上红唇，穿上貂皮大衣和丝袜，足以体现米兰人对美的终身追求。Duomo大教堂、布

雷拉美术馆、米兰三年展览馆、斯卡拉歌剧院、AC 和国米主场圣西罗球场、斯福尔扎古城堡、

Armani 和 Prada 的展馆……从文艺复兴的荣光到现代新锐时尚，从百年历史的古典建筑到随处

可见的街边涂鸦，从高雅的芭蕾舞剧到清新的街头吉他表演，每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漫步在米

兰街头，绝不会觉得孤单和乏味。 

    

    

这里看不到早晚高峰的匆忙，却切身感受到人们对生活各个细节的关注，人们愿意花时间

精心打理自己、美化环境、精致生活，街边小花园，人们享受着与鸽子共餐、与小狗一起晒太

阳的慵懒。城市街道罕见很宽的马路，老式有轨电车在路中穿梭，几乎没有堵车，遇到晴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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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抬头即是蓝天。 

Bocconi 的中国学联非常友好，精心组织了 campus tour, movie night party 和元宵节聚餐等

活动，帮助交换学生快速融入，分享校友资源，畅聊生活学习工作感悟。据说学联每届都保持

着很好的传承，年复一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海外校友同呼吸共交流，共同建立意大利华人

暖心的港湾。 

 

旅行篇 

课堂之余，最激动的时刻就是出游！在佛罗伦萨感受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艺术气息，在

罗马体味沉淀千年的厚重历史，在梵蒂冈惊叹于无数历史宗教珍宝，在威尼斯感受狂欢节的热

情与活力……旅行途中欣赏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贝尼尼等杰出艺术家的作品，仿

佛与大师们展开穿越时空的对话，在体味艺术的辉煌和大师情怀的同时，更惊叹于意大利政府

和人民对艺术的尊重、热爱和传承。 

    

    

邻国的美景也不容错过。布拉格之行，在 Vitava 河畔与白天鹅们一起享受午后的闲适，在

老城广场上观赏跨越几个世纪的奇妙天文钟，在列侬墙涂鸦的笔触间感受欧洲青年愤怒的呐喊

和风雨不倒的力量。维也纳之行，在艺术殿堂金色大厅听一场古典音乐会，在百水公寓感受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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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线条和跳跃的色彩，在美泉宫和霍夫堡感受奥匈帝国的辉煌和茜茜公主的美丽与哀愁…… 

最激动人心的旅行当属冰岛环岛自驾！从首都雷克雅未克出发，沿着 1 号公路逆时针环形，

在各种天气和地貌之间心怀敬畏地穿梭，从一座山的大雪纷飞到另一座山的温暖如春，感受一

天中春夏秋冬的频繁切换，追索星际穿越、权利游戏等诸多影视剧作的取景足迹，欣赏世界尽

头摄人心魄的极致之美。根据极光和天气预测，我和小伙伴们夜奔 50 公里，幸运地从厚重的

云层缺口看到了奇幻莫测、绚丽震撼的极光，沐浴了短暂而惊艳的幸福！平时缺乏锻炼的我还

挑战了 5 小时冰川徒步，在雪山之巅顶看到了蓝水晶般魔幻的巨大冰盖和灵动的雪山渡鸦……

遥想公元 800 年维京人初来冰岛开拓的历程，自然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又是如此伟大！ 

    

旅行途中并不总是能用英语，购物、点餐等日常交流中着实体验了一把文盲的感觉，只能

用Google翻译扫一扫来应急。旅行中也闪烁着诸多感动的瞬间：在罗马的许愿池旁遭遇盗窃，

遇到好心人仗义提醒并言辞教育了小偷，在冰岛旅社排队做饭被人插队，旁观者主动站出来告

诫插队者遵守秩序，不禁感慨欧洲人对于秩序和公平的尊重。意大利都灵最繁华的广场偶遇华

人元宵晚会，热闹的舞狮瞬间勾起思乡之情，随后一曲《我爱你中国》彻底暖化了我的心…… 

 

尾声 

参加工作多年，能有这样一段时期彻底放松身心，充分享受学习和旅行，真的很开心也很

珍惜。由于选课时间集中，一直以来上二休五的人生理想竟然就这么实现了！回忆报名赴意交

流项目时的纠结、签证面试的紧张和初到异国的忐忑，一路走来，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由衷感

谢学院项目提供的机会，感谢老师、朋友、家人、同事的鼓励和支持！Work hard, play harder. 

接下来的两个月将继续新的旅程，勇敢奔向未来，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 

 

（撰稿人：尤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