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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上午，我院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开学典礼
在第三教学楼 150 人报告
厅隆重举行。

为助力财会人才发展，培养能够应对未来商业世界复杂性的国际
化财会精英，2013 年 10 月 29 日上午，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14 年
校企合作联合培养研究生签约仪式于学院举行，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宝钢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集团参加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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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这本《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是一本惊世之作。正如他在书中雄辩
地指出：“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数百万次
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黑
天鹅》的那些论述也正如澳大利亚的黑天鹅，让人产生颠覆性的
惊讶，重新审视地球的运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

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句“来苏州不游虎
丘，乃憾事也”，随处可见的古城墙，石拱桥，让苏州从骨子里透
露着历史的沧桑感。一个城市的古老，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太多的
描绘渲染。靠近，便可以感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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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

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刘荣光 | 文

焦点
Spotlight

首先，教师代表，教研部副主任

赵春光教授代表全体研究生导师祝贺

所有入学的同学将在此度过人生的新

航程，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者、接受者，

而且将成为新知识的创造者、贡献者，

将是学术研究的新鲜血液，是推动知

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生力军。他鼓励

新生们勤于学习，积极实践，努力成

为一个优秀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2012 级会计一班杨思同学和 2013

级审计班韩明同学分别代表研二和研

一同学发言，他们都表示要珍惜学校

的优越的学习环境与资源，在未来的

生活中，努力学习，全面发展，带着

激情与勇气，在今后更为激烈的竞争

中乘风破浪，打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

天。

9 月 9 日上午，我院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开学典礼在

第三教学楼 150 人报告厅隆重举行。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李扣庆教授，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刘勤教授，院长

助理卢文彬教授、原副院长管一民教授和研究生部主任

颜延教授出席典礼，导师代表赵春光教授、研究生部全

体教师以及 2013 级研究生参加。典礼由我院研究生部

学生工作办公室钟雪冰老师主持。

院长 李扣庆
最后，院长李扣庆教授致辞。他

代表学院全体教师向 2013 级研究生新

同学加入 SNAI 大家庭表示热烈欢迎和

衷心的祝贺。他说 SNAI 承载着培养高

级财会领袖人才，推动社会诚信建设

这一独特而光荣的使命。SNAI 未来的

目标是成为国际一流的商学院，而这

一目标与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成效是密

不可分的。同学们选择了 SNAI，SNAI

也会不遗余力的尽最大努力培养大家。

同时，李院长也对同学们提出了五点

殷切希望：第一，立足长远，放远眼光，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将两年

的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第二，努力

学习、深入学习、刻苦学习，不断进步，

早日成才；第三，不断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努力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培养者，

而不是作局外旁观者；第四，认真饯行，

牢记“不做假账”的校训，并将其付

诸工作和为人操行；第五，期望大家

在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充分

利用校园环境，强身健体，培养自己

的爱好，更好的迎接未来职业的挑战。

   

开学典礼结束后，院领导、老师

与 2013 级研究生新同学合影留念。随

着画面的定格，我们坚信：在上国会

精神的感召之下，2013 级研究生新生

定然会传承上国会精神，用自己的行

动与追求，共同开创属于上国会的美

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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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生见面会

9 月 8 日晚，我院研究生会在一教 150 人报

告厅为新生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老生见面

会。

首先，研会副主席盛梦迪同学代表全体研二

同学表达了对新生们的热烈欢迎，她通过一段精

彩的演讲向新生们介绍了 SNAI 的历史、要求、

理念、特色，也分享了自己一年来的在学习生活

等各方面的感悟，使新生们进一步地了解上国会。

之后，2012 级的各班班干、研会各部部长

均代表发言，向新生们展示了研究生生活的方方

面面，其中有感动、有欢笑、有辛苦、有泪水，

这不仅让新生们看到了上国会学生的勤奋刻苦，

团结友爱，也让参加的部分研二学生们回忆起一

年来的美好时光。

这次新老生见面还不仅加深了 2013 级学生

对上国会的认识，也拉近了新老生之间的距离，

成为了新生入学活动的精彩开篇。

素质拓展活动

9 月 10 日至 9 月 14 日，我院开展了一系列

的素质拓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素质拓展系列活动包括团队建设拓展，沟通

协作拓展，团队协作拓展和高效执行拓展四个部

分。在团队建设活动中，彼此还不熟悉的同学们

被随机分成了八支队伍，并被要求在 20 分钟内

完成队名、队训等团队文化建设。八支队伍在规

定时间内都出色完成了任务，进行了精彩地团队

汇报。快速的团队建设活动激发了同学们的创意，

更加强了彼此的认识。

在之后的素质拓展中，同学们参与了生日排

序，趣味接力，模拟大塞车等游戏，不同的游戏

都考验了每支队伍的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在每

个游戏结束后，带队老师都会和队员们坐下来聊

一聊，队员们分享了自己在游戏中的收获感悟，

为下一次的合作总结经验。

通过一系列的拓展活动，同学们明白了在一

个团队，信任、沟通非常重要，团队工作需要依

靠每个成员的明确分工和自律完成，为今后在

SNAI 的学习生活积累了经验与启发

创意秀场

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结尾是同学们的创意秀

汇报演出。素质拓展活动中的八支队伍每天利用

休息时间策划和排练表演，并在 9 月 14 日晚上

演了精彩纷呈的演出。

晚会以创意为主题，各支队伍通过舞蹈、演唱、

小品、舞台剧等不同形式展示了他们的才华与热

情。从充满异域风情的集体舞蹈到引来爆笑的反

串舞蹈，从方言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到 SNAI

版的“武林外传”，从精彩的选秀节目到搞怪的

相亲节目，从创意满满的小品串烧到笑料百出的

舞台剧。各队同学都使出全力表演，晚会也被热

烈的掌声和尖叫声一次次淹没。

晚会最后，学院老师宣布了素质拓展活动中

各队的总数，并为每支队伍颁奖，此次新生入学

教育系列活动在掌声中正式结束。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
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2013 年 9 月 6 日， 上 海 国 家 会 计 学 院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注册报到。随后，我
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开学进行时
周文洁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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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级
全日制研究生
就业动员大会成功举行

李院长也对同学们提出了五点殷切希

望：第一，立足长远，放远眼光，在正

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将两年的精力

主要放在学习上；第二，努力学习、深

入学习、刻苦学习，不断进步，早日成

才；第三，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努

力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培养者，而不是作

局外旁观者；第四，认真饯行，牢记“不

做假账”的校训，并将其付诸工作和为

人操行；第五，期望大家在认真学习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校园环境，

强身健体，培养自己的爱好，更好的迎

接未来职业的挑战。

    开学典礼结束后，院领导、老师与

2013 级研究生新同学合影留念。随着

画面的定格，我们坚信：在上国会精神

的感召之下，2013 级研究生新生定然

会传承上国会精神，用自己的行动与追

求，共同开创属于上国会的美好未来！

为了做好 2012 级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工作，

使研究生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就业流

程及当前的就业政策，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就业

技能和竞争能力，我院于 9 月 28 日，召开了研究

生就业动员大会。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副主任田

磊、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朱立民、上海创

新管理发展研究有限公司合伙人凌泓、学院研究

生部主任颜延、副主任郑德渊副应邀出席了此次

大会。

研究生部主任颜延指出学院领导高度重视

2012 级全日制研究生就业问题，希望各位同学能

将就业纳入到今后学习和生活中去并将其作为最

重要的一部分。他还强调，研究生除了要学好学

院开设的课程内容，还要掌握各种专业技能，充

分利用各方面资源以积极态度和实际行动投入到

招工作中去。面对就业问题，学院和各位同学都

是站在同一起点和立场，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对待，

并最终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开启人生新的

旅途。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副主任田磊老师从大学

生就业发展史、上海市大学生就业政策等几个方

面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就业政策。同时，他也鼓

励大家面向基层﹑面向社区、到西部去，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学会科学地、灵活地、合

理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先就业再择业，逐步

实现自我价值。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朱立民老师对目

前研究生的就业形势、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时间

规律和每阶段需要的准备工作等方面问题进行了

生动细致地讲解。在就业手续办理和签约方面，

朱老师根据多年的经验，结合实际向同学们讲述

了各种案例，并着重强调了大家容易忽视的户口

解决问题和相关证件的保存问题。

最后同学们从居住证办理、职业规划、面试

注意事项、考博升学等各个方面向参会的老师提

问，老师也给与了亲切诚恳的回答，解除了许多

毕业生在就业方面的困惑。

学院举办这次系统而又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是希望能减少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的盲目性，增

强求职自信心和就业竞争力，为毕业生赢取更多

的成功机会。在此也真心祝愿所有的毕业生接下

来的就业之路一帆风顺、越走越辉煌。

9 月 9 日上午，我院 2013 级

全日制研究生开学典礼在第三教

学楼 150 人报告厅隆重举行。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李扣庆教授，

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刘勤教授，

院 长 助 理 卢 文 彬 教 授、 原 副 院

长管一民教授和研究生部主任颜

延教授出席典礼，导师代表赵春

光教授、研究生部全体教师以及

2013 级研究生参加。典礼由我院

研究生部学生工作办公室钟雪冰

老师主持。

首先，教师代表，教研部副

主任赵春光教授代表全体研究生

导师祝贺所有入学的同学将在此

度过人生的新航程，并鼓励研究

生新生勤于学习，积极实践，对

新生们寄予了殷切期望和良好祝

愿。

2012 级会计一班杨思同学和

2013 级审计班韩明同学分别代表

研二和研一同学发言，他们都表

示要珍惜学校的优越的学习环境

与资源，努力学习，全面发展，

带着激情与勇气，在今后更为激

烈的竞争中乘风破浪，打造更加

辉煌灿烂的明天。

最后，院长李扣庆教授致辞。

他代表学院全体教师向 2013 级研

究生新同学加入 SNAI 大家庭表示

热烈欢迎和衷心的祝贺。同时，

深化校企合作 
开创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新局面
崔景瑞 | 文 姜煜 | 图

刘荣光 | 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steel Group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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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8 日晚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二届研究

生会换届选举大会在三教 150 人报告厅隆重举行，信息

与远程教育部秦燕军主任，后勤部易宏勋主任，党委办

公室薛许红老师，研究生部颜延主任，研究生部肖舒羽

老师出席此次大会并担任评委老师。大会由研究生会副

主席盛梦迪同学主持，2013 级全体研究生和部分 2012

级研会干事参加了此次换届选举。

大会第一项为第一届研会主席李森做工作总结，同

时他也向研一的同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期待，希望他

们能够有韧劲、做事坚持到底，有勇气、敢于表现自己，

将 2013 级研会事业继续做到更好。

在此之后便是紧张而又激烈的竞选演讲，参加竞选

的共 18 位同学。竞选规则为每位参选的同学进行竞选

演讲，再由评委老师和全体同学分别进行打分和投票选

出 8 位研会成员，最后由研会成员互投选出主席团成员。

在演讲过程中，每位候选人都表达了自己想更好地为同

学服务的信心与决心，列举了自己的计划，其中有些候

选者别出心裁的演讲方式以及慷慨激昂的陈词赢得了全

场同学们的阵阵热烈掌声。最终，经过激烈的竞争，8

位新一届的研会成员揭晓，他们分别是：研会主席赵雅

洁，副主席池珍珠，学术部部长朱若飞，宣传部部长郭

澜，文艺部部长曹元莉，生活部部长郭锦，外联部部长

汪冰清，体育部长马倩婧。

在大会最后，研究生部颜延老师对此次选举进行了

总结，在总结中颜延老师对上一届研会工作做出了很好

的评价同时也表达了对新一届研会成员的希望。其中颜

延老师尤其强调了学习成绩的重要性并对研会干部提出

严格的学习成绩上的要求。

此次研会换届选举大会完美落幕，新一届研会干部

的各项工作正在展开。

张小娟 | 文 赵云燕 刘荣光 | 图

第二届研究生会换届选举大会 围学漫谈
Phon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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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座谈会

李扣庆院长

李扣庆院长听取 2012 级学生入学一年的感受，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会，建议大

家如何怎样规划人生，怎样为人，怎样去有意义的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为即

将实习就业的学生答疑解惑。

Jul.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剑雄

老师 

Sep.

11

11

企业改革与发展

财政部企业司 刘玉廷司长

刘玉廷司长介绍了我国当前的企业发展状况，

并提出当前的国企改革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向

关键领域、中小领域发展。同时还提出了财务

战略、全面预算管理、营运资金管理等十大财

务管理未来研究重点领域。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27

iPhone 是如何扩大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的？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邢予青教授

刑予青教授从iphone是如何生产的出发，解释了iphone和中美贸易逆差的关系、

附加值贸易、人民币升值以及 iphone 能否在美国生产等几大问题。

17OCT.

国际会议中心

自贸区与金融改革

论坛与会嘉宾分别从成功的改革需要知行合一、

改革需要回归企业需求等角度阐述了上海自贸

区成立的背景、定位、发展方向以及推进自贸

区和金融改革的关系。

19

nov.

当前我国税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税务报 总编辑 刘佐教授

22

Global challenges & Local Response

Ray C. Rist ， Linda G. Morra Imas

24

国际会议中心

中德管理控制论坛

26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新中国审计三十年和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署 刘丹

刘丹司长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审计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取得的一

些成效，之后从经济责任审计面对的对象、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审计类型等

方面详细介绍了我国当前的经济责任审计系统。

2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English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徐宪光　教授

徐宪光教授通过对英语语言体系的介绍、现代社会中英语运用的重要性以及如

何培养英语技能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英语，这个世界第一语种的风采。

19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国际会议中心

管理会计塑造竞争力

主平衡计分卡创始人卡普兰教授作了《21 世纪

管理会计的挑战和机遇》的主题报告，其后与

会嘉宾在圆桌会议中以各自的实践经验和理论

积累对当前管理会计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实务中

的使用不足进行了讨论，并对推动中国的管理

会计发展做了分享。

23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Content 主要内容

Lectures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Content 主要内容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Lectures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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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老在喋喋不休地寻因究果，不断地

在原始信息中作删减，然后人为地归

纳出因果关系，这种过度规律化的诠

释处理，使得最终的结果比原始信息

要“简洁”得多。人类一思考，上帝

就发笑。对那些热衷对世界作“柏拉

图”处理的人们，塔勒布无奈地说，

“我们在政治经济大事上的累积预测

错误如此巨大，以致我们每次看到这

些记录时，都不得不掐一下自己，以

确定不是在做梦”。塔勒布认为，“历

史是模糊的，你看到了结果，但你看

不到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

这就是历史的发生器”。因此，柏拉

图化的后果是，“提供解释的人越聪

明，解释就越空洞无力”。塔勒布一

直在书中努力警示人们注意那些彻底

颠覆人们思维的大事件。而他的好友

克里斯·安德森则在他那本著名的《长

尾理论》里提醒人们注意在主流之外，

被人们忽略的“长尾”（Fat-tail）

事件，他认为那些事件发生的几率虽

然少，但是仍有可能发生，忽视“长尾”

就忽视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异曲同工，

塔勒布与安德森都在强调人们对稀有

事件的关注。 经济、政治、历史长河，

我们无数次有过这样的幡然醒悟。一

个冷不丁蹦跶出现的机会可以让商家

富可敌国，一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可

以让政治家手足无措，没有人预见得

了拿破仑会出现，也预见不了拿破仑

不出现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更预见不

了拿破仑会卷土重来得那么快，又终

老得那么寂寞凄凉。

 

塔勒布的观察不能不让人警惕。

他把犀利的眼光集中在批评“柏拉图

化”在对经济、社会重大事件的预测

无力的同时，我们的世界恰恰在发生

着另一种可怕的变化。不仅仅塔勒布

言之凿凿的“黑天鹅”开始出现，也

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社会领域，“黑天鹅”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自然界，触目惊心

的自然灾难一次次改变了我们的“预

测”，刷新着人们的视野，对比起中

东国家突发的风起云涌的局势动荡，

智利、新西兰的地震更来得粗暴猛烈，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在自然的“黑天鹅”面前，人们

得深呼吸。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近的

一份报道指出，黄石公园的超级活火

山刚刚进行了一次“隆起”的深呼吸。

众所周知，超级火山一旦喷发，北美

将蒙受巨大的灾难。漫天的火山灰可

能一下子就使得世界暗无天日。面对

自然界的“黑天鹅”，重温塔勒布书

中的那个名言，“有的人就像感恩节

前的火鸡，面临巨大的灾难毫不知情”，

书中的理论顿时变得更加生动。

 

人类无论在经济社会抑或自然中

都并非低能的受难者。只是我们长期

被规律化的思维占据头脑，对极端斯

坦一无所知、没有准备。创造性日益

消减，“黑天鹅”频频出现，人类社

会的正常运作不断被“搅局”，我们

又将走向何方呢？

 

在中国，这种担忧便更加明显。

教育常常被当做一种“填鸭式”的操作。

结构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生硬处理

使得很多学生的思维被“柏拉图化”，

最后输出的“人才”就像美国养殖场

的肉鸡，乏善可陈。 打开窗户，点亮

思维，激活创造性，我认为那些不起

眼的奇思妙想，敢于跨越雷池的不务

正业可能比公式教育更有价值，事实

上人类的大多数惊人进步也由此而生。

因此，我认为，希克斯对凯恩斯经济

理论进行方程化的做法，还不如薛定

谔那只在极端环境下不知生死的猫来

得有价值。“黑天鹅”现象的冲击应

该在思维，应该在教育者。面对搅局

的“黑天鹅”事件，如果人们还是像

感恩节前的那只火鸡，呆板无力，任

由宰割，那是人类社会的悲哀。

不能不说，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

勒布的这本《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

来》是一本惊世之作。正如他在书中雄辩地指

出：“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

天鹅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

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黑天鹅》的那

些论述也正如澳大利亚的黑天鹅，让人产生颠

覆性的惊讶，重新审视地球的运行与人类社会

的本质。

 

塔勒布本人是个颇具预见性的人物。这个

喜欢在纽约的小咖啡厅苦思冥想的男人，大声

质疑过莫顿和萨缪尔森（这两位都是诺奖得主、

经济学泰斗），在“9·11”发生之前和次贷

危机之前两次传奇性的重仓做空，更让他一举

闻名。但作为一名读者，我更透过那本不厚的

书感觉到他现实中的寂寞身影：在纽约某一个

不知名街区的小咖啡厅，一个研究随机统计的

教授，勤奋地在纸上写写画画，涂涂抹抹，写

了一段，又重新合上笔记本，匆匆赶回校园，

走上讲坛，如此反复。当喧嚣全然隐去，周围

一片安静，天才的学人才有可能洞视到世界运

行的方式。 聪明的塔勒布不愧是研究统计学的

行家里手，当他发现钟形分布（正态分布）只

有在方差很小的时候才显著，而在现实中，极

端的情况（作者称为“极端斯坦”）频频出现

的时候，任何企图寻找规律的预测就有可能出

现巨大的谬误，伴随着巨大谬误的是巨大的风

险。塔勒布警惕地说，“预测过程本身太复杂了，

有些黑天鹅现象仍将逃过我们的眼睛”。

 

不幸的是，现实中我们的认知早就被“柏

拉图化”了，塔勒布认为，“我们的思维模式

使我们对经验进行‘选择性的一般化’”，我

“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
白天鹅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
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

佚名 | 文

The Black Swan
黑天鹅
频繁出现的世界搅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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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Morgan Chase&Co. has finally reached 
a $13 billion settlement with U.S. Justice 
Department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n Wall Street are 

presumed as the criminals caused the most 

severe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Obama administration promi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sponsibility into Wall Street and now, the 

investigation has come to some progress. 

JPMorgan has reached a $13 billion deal 

with the U.S. Justice Department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settle investigations into 

bad mortgage loans the bank sold to investors. 

However, the huge deal, largest ever between 

the U.S. government and a single company, 

does not release the bank from criminal liability 

for some of the mortgages it packaged into 

bonds and sold to investors. An issue in the 

settlement is whether the bank sold mortgages 

that it knew were riskier than they appeared. 

Investors,  including government-owned 

mortgage agencies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said that the bank told them loans were 

better than they actually were, or that the bank 

was careless in accepting information from 

borrowers about their income and other matters 

at face value instead of verifying it.

This had been a major sticking point in the 

discussions, but the government refused to 

budge on that issue and JPMorgan felt it had 

no choice but to give in. What’s more, as the 

biggest U.S. bank, JPMorgan evaded the wors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but now faces more than 

a dozen probes globally into everything from 

alleged bribery in China to a possible role in 

manipulating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known 

as Libor.

From my perspective, financial innovation is 

brilliant but should be carried out properly. 

Obviously, it provides both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with opportunities to take better 

advantage of or acquire capital. But financial 

market can never go too far away from the real 

economy.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at. More 

important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bear 

always bear business ethics in mind. Their role 

is acting as the bridge to help financial market 

run more efficiently by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diminish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Disappointingly, they hide the truth, even cheat on 

investors instead. And when the bubble burst,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 crashed. I think everyone 

should something from the crisis. Government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in supervision, not 

to limit free market, but to help the market 

run efficiently and healthily. And for people in 

financial field, some of us or maybe all of us will, 

we should be someone of principle. Business ethics 

needs to be prior to profits. 

By the way, the $13 billion settlement includes a 

$4 billion tentative deal with the 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 a $4 billion compensation with 

the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investors and a $5 

billion punishment. Don’t worry for JPMorgan. It 

has already placed a total of $23 billion in reserve 

to cover potential legal costs, which might be a 

piece of cake for such a giant whose operating 

income is $32 billion in 2012, with $2.4 trillion in 

assets.

摩根大通与美国司法部暂时达成 130亿美元和解协议

By Michelle Lee 

'' financial market can never go too far 
away from the real economy.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at. ''

Article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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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秋意总是夹带着淡淡的忧怨

与哀愁，如同婉约善感的少女，裙

袂飘飘，在萧萧尘世中弹着那伤感

的琵琶曲。此刻，窗外雨潺潺，夜

色秋意阑珊，倚窗听雨，寒意绵绵。

    桂花的芬芳甜腻在潮湿的风中，

纠缠过往，我不禁打个寒颤，突然

间很想找个人闲话，打开手机，翻

阅着通讯录，一个个熟悉的号码从

指尖划过，却不知该停留何处，一

刹那的停留，犹豫不定，拨出去，

聊点什么，从何聊起呢？快节奏的

生活，忙碌已占据生活的全部，此

时此刻有几人似我这般闲适，与其

承受匆忙接起后挂断的失落，不如

细细品味一个人的孤寥。

不经意间发现来到上海近两个

月，初到之时心中充满无限的憧憬，

就连在车上短暂休憩的梦中已是五

彩斑斓。但恐惧悄然而至，犹记得

报到那天一场淅沥的小雨扰乱了我

的思绪，冷却了那跳动的心，忽然

间感到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本是

再也正常不过的寒秋，却如今过得

如此艰难。时光流转，人心惶惶已

逐渐沉淀，替代之的是无可捉摸的

未来给予的压力，焦灼感悄然袭来，

扪心自问，路在何方？

不自觉想起大学的时光，无拘

无束，随心随意，一屋子的同学有

着相同的生活轨迹，总有聊不完的

话题，宿舍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每

天 都 很 开 心。 有 课 的 时 候， 大 家

三五成群，互为占座；没课的时候，

可以整天泡在图书馆，读别人的文

字，冶炼自己的情操。纵使什么都

刷之后，还有几分紧握在手心里？那

个不善言辞的人说“现在心里有个你

了”，一定是鼓足了勇气的吧！在那

一段烟花般短暂、流星般仓促的时光

里，你可曾装点了他的梦，那南国的

红豆是否也曾经撒落了一地的相思？

还有那个驻扎已久的梦想，我能否能

守住一份清寂，抵抗那些渺茫，一路

坚持下去？有时候自己都不敢追问。

荷尔德林说，人生充满劳绩，我

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东晋的陶

潜，毅然隔断了与尘俗的瓜葛，只抬

起眸子，看村落上空的袅袅炊烟，沉

潜心灵，听深巷里的声声犬吠。在自

然的皈依里心已化作一片湖，灵感如

同石子，投向湖面便激荡起一圈圈诗

意的涟漪。梭罗，隐居在瓦尔登湖，

大到四季更迭的风情，小到一群小生

灵的争斗，都被他捕捉到了字里行

间，在人们心中投下一片恒远的清

凉。

而我们呢，在繁琐的现实里，

梦想正在一点点地被驱赶到某个狭

窄的角落里，可它有时候那么不安

分，总是伺机待发，在某个清闲而

寂寞的时刻窜出来撕咬你一口，逼

着你停下匆忙的脚步，休憩、反省，

然后整装待发。于是我们开始了漫

漫寻觅之路。听钟情的音乐、找打

动心灵的电影，读在心中唏嘘不已

的文字，偶尔也在文字里安放自己

稍纵即逝的情绪。都说文字是心灵

的出口，其实当它们从心底流淌出

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丝丝的薄凉的，

然而因了那些耐心的倾听、自然的

共鸣、温暖的接纳，心中已绽放出

一树的繁华，我们在品读彼此的时

不想干，也可以找寻一两个好友东逛

西逛，抑或拿起电话和远方的朋友分

享各自的趣事，纵然天各一方，情意

依然绵长。

美好的时光总是走过之后才发现

她的美，时间磨砺也总是在光阴不复

才感受到她的残酷。毕业后，我们天

南海北分散着，各自装点着自己的人

生，联系着的，不过偶尔问候；不联

系的，已然忘却在脑后。殊不知，你

的心情，我却读懂了，透侧心扉。

记得以前发过一条关于唱歌的说

说，一位朋友留言说，他想起曾经我

们一起唱歌的情景。一行再普通不过

的留言竟穿过了小巷一样悠长的岁月，

我蓦然间忆起那个三年前的你，那么

的勇敢与无惧，经过岁月的打磨、冲

候，正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化千里

之遥为咫尺之近。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

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于是梳理心

情，想努力活成一株绿色的藤蔓，

即使根须扎进并不肥沃的土壤，也

努力采撷艳阳的明朗、雨露的清润，

挺秀向上，俯仰无愧！

夜已深，而雨还在下，试想沾

满雨露的清晨，该是残香满地吧，“零

落尘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

如此，桂花也应如此吧。

写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六号公寓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一夜秋雨

苏三 | 文
 忧伤了谁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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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留言的小屋里，留下了我的心情。有些心

声，只能留在不起眼的角落。

虎丘

“来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虎丘

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左丘壑之表”、“吴

中第一胜景”之誉。最为著名的是云岩寺和

剑池。山上的植被很好，我喜欢这青翠欲滴

的绿。若不是晚春，绿叶也不会有这般繁密。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虎丘就好似一只小麻

雀，山虽不高，但山上的景点却不少。剑池

幽奇神秘，风壑云泉，令人流连忘返。

虎丘上最有特色的便是云岩寺塔。这是

一座倾斜的塔，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中国

第一斜塔。原来江南有两座名塔的，可惜雷

峰塔已倒，只剩这唯一一座。雷峰塔有着压

白蛇的传说，虽然已经倒塌，可名声却已盖

过云岩寺塔。但云岩寺的古朴雄奇，确实令

人称赞。

游人来了又去，城市也在日新月异的发

展。可是，这座城市的古老，却依旧那么浓

郁。水道交错的姑苏城，东方威尼斯的名号

当之无愧。

离苏州这么近，想起来去玩还是头一次。

今年五一，我整理行囊，向苏州进发。

不知为何，我很喜欢姑苏这个名字，骨

子里透露着历史的沧桑感。且不说古城墙，

石拱桥，水道，古迹随处可见，单就历史故

事传说，也是说不清的。那苏绣的精美，昆

曲的婉转，更是名扬海外。一句“姑苏城外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捧红了寒山寺；

一句“来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让各

地的人们不约而至。说来说去，总是离不开

一个“古”字。我的这次旅行，没有进入园

林，而是寻到了一些别致的小路，也是别有

一番风味。

平江路

平江路，这是我的第一站。洒满阳光的

午后，没有风，柳条垂在河边，静，一切是

那么地慵懒，惬意。坐在猫的天空之城里，

这是一家经营寄给未来的明信片的小店，捧

着奶茶，在明信片上涂鸦，为自己的杰作感

到得意。平江路不宽，街道一面是商铺，一

面临水。各种这样的商铺，琳琅满目，让人

目不暇接。虽然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商铺，但

是却丝毫没有那种浓厚的商业气息。路上多

是遛狗的行人，很多店主也养了狗狗，或是

在店铺里栽种植物，店铺透露出一股人文气

息。不管从哪个角度去看，总是觉得很舒心。

行走在路上，一切的烦恼都抛在脑后。看着

古朴的建筑，酒家随风飘扬的旗，仿佛瞬间

时间倒流。

护城河

入夜，不去看城市霓虹闪烁的繁华，却

在护城河上坐船。最后上船，却坐在了船头，

视线最好的地方，不禁地哼起了林俊杰的江

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果然是值得我

们留恋的人世间。虽然没有感受到缠绵的细

雨，但是却遇上了酣畅淋漓的阵雨。护城河

的外围是热闹繁华的市区，护城河围绕的中

间，是古城墙和古城楼。城楼上飘扬的大旗

上写着一个吴字，只是时光已逝，过去的只

能称为历史。船行过一个又一个石拱桥时，

我们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我愿化身石桥，

受五百年风吹，五百年日晒，五百年雨打，

只为等你从桥上走过。”细想，每座有历史

的城市，必有桥。桥，在水上，在我们的脚下，

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当我们忘却前生今世时，

跨过的也是桥。

山塘街

山塘街入口处便是白居易纪念馆，当年

正是他下令疏通山塘水道，才有如今七里山

塘的美名。山塘街像是一个袖珍的古镇，而

不是一条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诱人的小

吃，幽静的茶馆，让人目不暇接。“南桃北柳”，

说的是苏州的桃花坞木刻和天津杨柳青的木

刻。看到了卖桃花坞木刻年画的店，可惜门

可罗雀，和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商店形成鲜

明的对比，可见人们对传统的漠视和遗忘。

       路过古戏台，遇到有表演。知道苏州评

弹，昆曲，苏剧很有名，但分辨不出戏台上

的阿姨唱的是哪一出。询问旁边一位老婆婆，

却不能理解她的方言，到底也不知道这是什

么戏。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很文艺的表

达：“千年的音乐文化在铿锵有力的旋律中

再续前缘。”在街的尽头，临水，又是一家

小店。遮阳伞下，木制的桌椅，木制的楼梯，

木制的栏杆，惬意，富有情调。面对满是爬

山虎的墙壁与敞开的木质窗棂，想起那些书

中关于岁月的文字。 斑驳的墙，是对昨天

的见证。曾经，只能淹没在岁月之中。在挂

东方威尼斯

姑苏城
皮皮 | 文

姑苏城：姑苏，即苏州。始于公元前 514 年，
由春秋吴国伍子胥所建。苏州园林甲天下，
拙政园、留园等九大园区已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此外还有“吴中第一名胜”虎丘。
一首《枫桥夜泊》，更使得寒山寺成为古今
游客必去之地。 园林之美，山水之胜，加之
文人墨客题咏吟唱，使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
“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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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rofessor. Xu,

It’s your standard pronunciation that enlarges our vision;
It’s your sincere teaching, that makes us grow；

It’s your firm voice, that gives us strength；
It’s your strict criterion, that sets us an example；
It’s your philosophical mind, that gives us insight；

You are not an actor, but we have learnt how to behave from you;
You are not a businessman, but we have gained business sense from you;

You are not a speaker, but we have harvested confidence from you;

I have no more word to express my grateful thanks,
But I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make progress.

A Poem To Professor. Xu
By wu, xiaoman

中秋已至，思亲思乡，情燃。

离家求学，寄相思于明月，念河山天下于心间。

三五之友，居于斗室。或大歌或小酌，俱为怡情。

夜深，无题、无月、无赏可谈。

常记年年中秋，皆有佳人相伴。蒙头酣睡，恍

如隔世之梦。

谁曾想，等闲平地起波澜？福兮祸兮，我不问，

唯有天知。

幸得一遇，清晨明月，行云流水终成恨。

既遇上国，定怀儿时之梦。

应当发愿，愿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恋。

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

中秋
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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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2013 级学弟学妹：

你 们 好！ 我 是 2012 级 审 计

班的石鹏。在你们开学不久，考

研的喜悦还未完全消失之时，也

是在我们找工作如火如荼之时，

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给大家分享

一些个人的看法。夜深人静，坐

在窗前，望着窗外的点点灯光，

折射出若隐若现的校园，感触颇

多。回想起最近找工作的点点滴

滴，经历的各种波澜起伏，让人

体会到人生的“不平坦”。

找工作是每个人这么多年来

所受教育的综合检验，这与学校

里面对个人的评价完全不同。虽

然经历了本科四年之后，个人身

上很多特质已经定型，但是在接

下来的研究生阶段，我们仍然可

以做一些努力来提高我们在就业

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家刚入校不

久，可以在一些方面做好准备，

迎接明年就业的挑战。

首先，实习经历。这里讲的

实习经历一定是和所学专业相关

的实习经历，而且时间不能太短。

在实习的过程中，你做过什么，

得到了什么样的提高，学到了什

么，这是很重要的，也是用人单

位通常看重的。对于大家来说，

结合大家的专业情况，我个人认

为事务所是比较好的实习场所，

可以快速的接触到实务，而且与

不同客户打交道可以直观的了解

不同企业甚至不同行业的一些情

况。如果以后想把事务所作为自

己职业发展起点的话，这样的实

习是必不可少的。在实习的过程

中，还要多注意去了解事务所的

业务开展、运作等方面的东西。

其次，项目经历。对于应届

生来说，项目经历最多的可能就

是来自与导师合作的一些项目。

在做的过程中，你所承担的职责，

扮演的角色，以及做完之后你的

收获、感受，这些就是你做项目

的提高之处。做项目有一个好处

就是培养你的全盘思维，可以很

好的锻炼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对于研究生来说，与本

科生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独立的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用

人单位招高学历人才所期望的，

而不是单纯招劳动力。

最后，关于个人素质技能方

面。初看起来好像比较抽象，其

实不然。这里主要包括这么几个

部分，一个是计算机应用能力，

达到什么样的级别，建议大家花

时间好好学习下财务软件的操作

以及电子表格处理系统。其次是

英语应用能力，所以英语六级是

最低要求，而且分数不能太低，

否则的话，找工作时你会因为这

一方面的不足而错失很好的工作

机会。最后就是专业技能，从纸

面上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可以

通过你考的一些证书，比如注册

会计师等可以看出来，所以建议

大家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好好准备

相关的一些执业资质考试。

以上是我个人认为大家这一

年可以完善或者好好努力提高的

地方，希望对大家有所借鉴。不

知不觉，深夜已至，就此罢笔。

祝好！

编者按：刚踏入 SNAI 校园开启一段新的旅程，学习
生活或许有些繁忙，或许，有些迷茫。细读学长这封
信，从实习、参与项目以及个人能力的提高方面给了
学弟学妹们不少贴心提示。字字真诚，颇有感悟。

致 13 级同学
石鹏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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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黄山烧饼
推荐人：罗昭玉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加入一勺在大锅中煮的
细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腾，酣畅淋漓。

福建 面线糊
推荐人：杜婉滨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
加入一勺在大锅中煮的细
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
腾，酣畅淋漓。

甘肃 兰州牛肉面
推荐人：张兴文

“汤清面弹红油亮”才是一
碗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四溢
肉香的清汤配上劲道爽滑的
拉面，爽！

广州 茶皇虾
推荐人：郑明智

鲜虾酥脆微甜，茶香丝
丝入扣。入口爽利，嚼
之有味，甘香回荡舌尖，
余韵绕梁三日。

贵州凯里酸汤鱼
推荐人：郭澜

自然发酵的酸汤配上新鲜鱼
肉，散发着木姜子的独特香
味，鱼肉酸爽清新、不柴不腻，
让人胃口大开。

河南 胡辣汤
推荐人：张乐

由三十余种天然中草药按比例配制的汤料在加入
胡椒和辣椒又用骨头汤做底料的胡辣汤又香又辣，
味道真是赞极了。

湖北 烧武昌鱼
推荐人：熊俊杰

武昌鱼是湖北鄂州独产，
毛主席有言“才饮长沙水，
又 食 武 昌 鱼”。 武 昌 鱼 肉
鲜味美，回味甘香。

河北 驴肉火烧
推荐人：齐悦

火 烧 的 酥 脆 和 驴 肉 的 香
嫩，再加上汤汁的浓郁，
在口齿间徘徊，回味无穷
哦。

湖南 临武鸭
推荐人：何烁

中国八大名鸭之一，肉质
细嫩、味道鲜美，以“滋
阴降火，美容健身”而著称。
曾作为朝廷的贡品，声名
远播。

吉林 白肉血肠
推荐人：郑扬

酸菜打底，上面放上煮好切
片的白色五花肉，四周码好
红彤彤的血肠，慢慢炖煮，
香味四溢。

江苏 软兜长鱼
推荐人：谢启鑫

淮扬菜系代表菜之一。用筷挑起而鱼身内收，脊背
乌光烁亮，软嫩异常，清鲜爽口，蒜香浓郁。 

江西 米粉肉
推荐人：任婉桢

优质五花肉裹上磨好的米
粉，加入少许豆子增添香
味。米粉松软，五花肉肥
而不腻， 唇齿留香。

辽宁 锅包肉
推荐人：黄韵竹

刚出锅还冒着热气又酥脆
松软的锅包肉入口时，满
满都是幸福，是童年里关
于锅包肉的美好回忆。

山东 菜煎饼
推荐人：苟恺俐

枣庄菜煎饼，以鲁南地区
煎饼为主料，配以各种蔬
菜煎烤而成。五色俱美，
六味飘香，鲜嫩可口，柔
和宜人。

山西 羊肉泡馍
推荐人：张叶

古城口味，别有风味。 料
重味重，肉烂汤浓，香气诱
人，食后余味无穷。

上海 南翔小笼包
推荐人：蔡赞贤

南翔小笼包，皮薄馅多，汁
水丰富，口感丰富。

山西 山西焖面
推荐人：孙丽彦

山西人夏天最喜欢的家常
面食，简单的配料，简单
的做法，吃到口中的却是
浓浓的家的味道。

四川 水煮鱼
推荐人：张小娟

四川水煮鱼，鱼肉嫩滑，
口感麻辣，香浓美味。

浙江 蜜汁火方
推荐人：陈梦越

火方即为金华火腿的上方，
咸香火腿浇上蜜汁，咸甜交
织，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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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盈一水莲，脉脉待日曦

夏馨晨 / 摄影

不远千里的跋山涉水，

只会此刻的惊叹与心动

张小娟 / 摄影

▲

▲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

谁会凭阑意？

夏馨晨 / 摄影

▲

每当秋天来临，百花凋谢，可美丽的

菊花却从不向寒风低头，而是傲然挺

立在寒风中竞相开放

任婉桢 / 摄影

校园青春如秋叶般划过，是否还记

得你我并肩的时光？

刘淑卫 / 摄影

▲

那些未曾说出的话 , 那些未曾深交

的人 , 都成了永远的遗憾 ...

刘淑卫 / 摄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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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研究生通讯》自创刊以来，受到了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大力支持，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展示
我院学生的风采，新一期《研究生通讯》特诚挚向广大师生征集优秀稿件，欢迎踊跃投稿。
亲爱的同学们，别让你们的文学才华只体现在论文上；别让你们的绘画天赋只展示在 PPT 上；别让你
们的摄影魅力只存留在 QQ 空间上；别让内心的顾忌束缚了你的行动，别让美好的校园时光就这样匆
匆流过，快快拿起手中的笔，尽情挥洒，写出你的的精彩，SHOW 出你的才华吧！

一、 征稿内容
“围学漫谈”板块： 学习心得，书评，Article Comment（英文）；
“SNAI 物语”板块：散文，诗歌，小小说，影评；
“青梅煮酒”板块： 摄影作品，SNAI 食堂美食点评。

二、 征稿要求
1、 学习、文艺部分稿件体裁不限、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2、 “美食点评”稿件请包括菜名、一句话点评、一张照片；
3、 摄影作品请配上作品名称与简短介绍；
4、 原创作品，文责自负；
5、 来稿请注明投稿栏目、年级、班级、姓名；
6、 编辑社保留对来稿修改的权责，如不希望修改，请在来稿时注明。  

三、 投稿方式
1、请以电子稿形式，由 E-mail 发送。
具体邮箱为：
围学漫谈： 发送至  1184986733@qq.com   叶梦鸽
SNAI 物语：发送至  1318553079@qq.com   任静静
青梅煮酒： 发送至  245082967@qq.com    郭澜
2、所有来稿均有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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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进行时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入学
教育系列活动

周文洁 | 文

2013 年 9 月 6 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13 级全日制研究生注册报到。
随后，我院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新生入学教育系列活动。

新老生见面会

9 月 8 日晚，我院研究生会在一教 150 人

报告厅为新生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老生见

面会。

首先，研会副主席盛梦迪同学代表全体研二

同学表达了对新生们的热烈欢迎，她通过一段精

彩的演讲向新生们介绍了 SNAI 的历史、要求、

理念、特色，也分享了自己一年来的在学习生活

等各方面的感悟，使新生们进一步地了解上国会。

之后，2012 级的各班班干、研会各部部长

均代表发言，向新生们展示了研究生生活的方方

面面，其中有感动、有欢笑、有辛苦、有泪水，

这不仅让新生们看到了上国会学生的勤奋刻苦，

团结友爱，也让参加的部分研二学生们回忆起

一年来的美好时光。

这次新老生见面还不仅加深了 2013 级学

生对上国会的认识，也拉近了新老生之间的距

离，成为了新生入学活动的精彩开篇。

素质拓展活动

9 月 10 日至 9 月 14 日，我院开展了一系

列的素质拓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素质拓展系列活动包括团队建设拓展，沟

通协作拓展，团队协作拓展和高效执行拓展四

个部分。在团队建设活动中，彼此还不熟悉的

同学们被随机分成了八支队伍，并被要求在 20

分钟内完成队名、队训等团队文化建设。八支

队伍在规定时间内都出色完成了任务，进行了

精彩地团队汇报。快速的团队建设活动激发了

同学们的创意，更加强了彼此的认识。

在之后的素质拓展中，同学们参与了生日

排序，趣味接力，模拟大塞车等游戏，不同

的游戏都考验了每支队伍的协作能力和沟通能

力。在每个游戏结束后，带队老师都会和队员

们坐下来聊一聊，队员们分享了自己在游戏中

的收获感悟，为下一次的合作总结经验。

通过一系列的拓展活动，同学们明白了在

一个团队，信任、沟通非常重要，团队工作需

要依靠每个成员的明确分工和自律完成，为今

后在 SNAI 的学习生活积累了经验与启发

创意秀场

新生入学系列活动的结尾是同学们的创意

秀汇报演出。素质拓展活动中的八支队伍每天

利用休息时间策划和排练表演，并在 9 月 14

日晚上演了精彩纷呈的演出。

晚会以创意为主题，各支队伍通过舞蹈、

演唱、小品、舞台剧等不同形式展示了他们的才

华与热情。从充满异域风情的集体舞蹈到引来爆

笑的反串舞蹈，从方言版的“唐伯虎点秋香”到

SNAI 版的“武林外传”，从精彩的选秀节目到

搞怪的相亲节目，从创意满满的小品串烧到笑料

百出的舞台剧。各队同学都使出全力表演，晚会

也被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一次次淹没。

晚会最后，学院老师宣布了素质拓展活动中

各队的总数，并为每支队伍颁奖，此次新生入学

教育系列活动在掌声中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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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I 物语 SNAI MONOGATARI

一夜秋雨 , 忧伤了谁的等待

东方威尼斯——姑苏城
游记 Travel Notes

A Poem To Professor.Xu
16 | 16

| 17

| 18

中秋
诗词 Poem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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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座谈会

李扣庆院长

李扣庆院长听取 2012 级学生入学一年的感受，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会，建议大

家如何怎样规划人生，怎样为人，怎样去有意义的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为即

将实习就业的学生答疑解惑。

Jul.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葛剑雄

老师 

Sep.

11

11

企业改革与发展

财政部企业司 刘玉廷司长

刘玉廷司长介绍了我国当前的企业发展状况，

并提出当前的国企改革要以技术创新为主，向

关键领域、中小领域发展。同时还提出了财务

战略、全面预算管理、营运资金管理等十大财

务管理未来研究重点领域。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27

iPhone 是如何扩大美国与中国贸易逆差的？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 邢予青教授

刑予青教授从iphone是如何生产的出发，解释了iphone和中美贸易逆差的关系、

附加值贸易、人民币升值以及 iphone 能否在美国生产等几大问题。

17OCT.

国际会议中心

自贸区与金融改革

论坛与会嘉宾分别从成功的改革需要知行合一、

改革需要回归企业需求等角度阐述了上海自贸

区成立的背景、定位、发展方向以及推进自贸

区和金融改革的关系。

19

nov.

当前我国税制改革顶层设计的三个基本问题

中国税务报 总编辑 刘佐教授

22

Global challenges & Local Response

Ray C. Rist ， Linda G. Morra Imas

24

国际会议中心

中德管理控制论坛

26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新中国审计三十年和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署 刘丹

刘丹司长首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审计发展历程以及当前取得

的一些成效，之后从经济责任审计面对的对象、历史沿革、组织架构、审

计类型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我国当前的经济责任审计系统。

2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主题：English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主讲人：徐宪光　教授

19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国际会议中心

管理会计塑造竞争力

主平衡计分卡创始人卡普兰教授作了《21 世纪

管理会计的挑战和机遇》的主题报告，其后与

会嘉宾在圆桌会议中以各自的实践经验和理论

积累对当前管理会计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实务中

的使用不足进行了讨论，并对推动中国的管理

会计发展做了分享。

23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Content 主要内容

Lectures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Content 主要内容

Location 地点

Toppic 主题

Content 主要内容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Lectures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Toppic 主题

Speaker 主讲人



进行‘选择性的一般化’”，我们老

在喋喋不休地寻因究果，不断地在原

始信息中作删减，然后人为地归纳出

因果关系，这种过度规律化的诠释处

理，使得最终的结果比原始信息要“简

洁”得多。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对那些热衷对世界作“柏拉图”处理

的人们，塔勒布无奈地说，“我们在

政治经济大事上的累积预测错误如此

巨大，以致我们每次看到这些记录时，

都不得不掐一下自己，以确定不是在

做梦”。塔勒布认为，“历史是模糊的，

你看到了结果，但你看不到导致历史

事件发生的幕后原因，这就是历史的

发生器”。因此，柏拉图化的后果是，“提

供解释的人越聪明，解释就越空洞无

力”。塔勒布一直在书中努力警示人

们注意那些彻底颠覆人们思维的大事

件。而他的好友克里斯·安德森则在

他那本著名的《长尾理论》里提醒人

们注意在主流之外，被人们忽略的“长

尾”（Fat-tail）事件，他认为那些事

件发生的几率虽然少，但是仍有可能

发生，忽视“长尾”就忽视了一个巨

大的市场。异曲同工，塔勒布与安德

森都在强调人们对稀有事件的关注。 

经济、政治、历史长河，我们无数次

有过这样的幡然醒悟。一个冷不丁蹦

跶出现的机会可以让商家富可敌国，

一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可以让政治家

手足无措，没有人预见得了拿破仑会

出现，也预见不了拿破仑不出现这个

世界会怎么样，更预见不了拿破仑会

卷土重来得那么快，又终老得那么寂

寞凄凉。

 

塔勒布的观察不能不让人警惕。

他把犀利的眼光集中在批评“柏拉图

化”在对经济、社会重大事件的预测

无力的同时，我们的世界恰恰在发生

着另一种可怕的变化。不仅仅塔勒布

言之凿凿的“黑天鹅”开始出现，也

不仅仅出现在经济社会领域，“黑天鹅”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自然界，触目惊心

的自然灾难一次次改变了我们的“预

测”，刷新着人们的视野，对比起中

东国家突发的风起云涌的局势动荡，

智利、新西兰的地震更来得粗暴猛烈，

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在自然的“黑天鹅”面前，人们

得深呼吸。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最近的

一份报道指出，黄石公园的超级活火

山刚刚进行了一次“隆起”的深呼吸。

众所周知，超级火山一旦喷发，北美

将蒙受巨大的灾难。漫天的火山灰可

能一下子就使得世界暗无天日。面对

自然界的“黑天鹅”，重温塔勒布书

中的那个名言，“有的人就像感恩节

前的火鸡，面临巨大的灾难毫不知情”，

书中的理论顿时变得更加生动。

人类无论在经济社会抑或自然中

都并非低能的受难者。只是我们长期

被规律化的思维占据头脑，对极端斯

坦一无所知、没有准备。创造性日益

消减，“黑天鹅”频频出现，人类社

会的正常运作不断被“搅局”，我们

又将走向何方呢？

 

在中国，这种担忧便更加明显。

教育常常被当做一种“填鸭式”的操作。

结构化、机械化、标准化的生硬处理

使得很多学生的思维被“柏拉图化”，

最后输出的“人才”就像美国养殖场

的肉鸡，乏善可陈。 打开窗户，点亮

思维，激活创造性，我认为那些不起

眼的奇思妙想，敢于跨越雷池的不务

正业可能比公式教育更有价值，事实

上人类的大多数惊人进步也由此而生。

因此，我认为，希克斯对凯恩斯经济

理论进行方程化的做法，还不如薛定

谔那只在极端环境下不知生死的猫来

得有价值。“黑天鹅”现象的冲击应

该在思维，应该在教育者。面对搅局

的“黑天鹅”事件，如果人们还是像

感恩节前的那只火鸡，呆板无力，任

由宰割，那是人类社会的悲哀。

不能不说，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

布的这本《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是

一本惊世之作。正如他在书中雄辩地指出：“仅仅

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数百万次确

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

够了。”《黑天鹅》的那些论述也正如澳大利亚的

黑天鹅，让人产生颠覆性的惊讶，重新审视地球的

运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

 

塔勒布本人是个颇具预见性的人物。这个喜欢

在纽约的小咖啡厅苦思冥想的男人，大声质疑过莫

顿和萨缪尔森（这两位都是诺奖得主、经济学泰斗），

在“9·11”发生之前和次贷危机之前两次传奇性的

重仓做空，更让他一举闻名。但作为一名读者，我

更透过那本不厚的书感觉到他现实中的寂寞身影：

在纽约某一个不知名街区的小咖啡厅，一个研究随

机统计的教授，勤奋地在纸上写写画画，涂涂抹抹，

写了一段，又重新合上笔记本，匆匆赶回校园，走

上讲坛，如此反复。当喧嚣全然隐去，周围一片安静，

天才的学人才有可能洞视到世界运行的方式。 聪明

的塔勒布不愧是研究统计学的行家里手，当他发现

钟形分布（正态分布）只有在方差很小的时候才显著，

而在现实中，极端的情况（作者称为“极端斯坦”）

频频出现的时候，任何企图寻找规律的预测就有可

能出现巨大的谬误，伴随着巨大谬误的是巨大的风

险。塔勒布警惕地说，“预测过程本身太复杂了，

有些黑天鹅现象仍将逃过我们的眼睛”。

 

不幸的是，现实中我们的认知早就被“柏拉图化”

了，塔勒布认为，“我们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对经验

“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
白天鹅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
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

佚名 | 文

The 
Black
Swan

黑天鹅

频繁出现的
世界搅局者

40Postgraduate Press研究生通讯2013 年 12 月 第三期

围学漫谈PHONOGRAPH



42Postgraduate Press研究生通讯2013 年 12 月 第三期41 Postgraduate Press 研究生通讯 2013 年 12 月 第三期

青梅煮酒 A Bite of life 青梅煮酒A Bite of life



安徽 黄山烧饼
推荐人：罗昭玉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加入一勺在大
锅中煮的细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腾，
酣畅淋漓。

福建 面线糊
推荐人：杜婉滨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加入一勺在大
锅中煮的细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腾，
酣畅淋漓。

甘肃 兰州牛肉面
推荐人：张兴文

“汤清面弹红油亮”才是一碗正宗
的兰州牛肉面，四溢肉香的清汤配
上劲道爽滑的拉面，爽！

广州 茶皇虾
推荐人：郑明智

鲜虾酥脆微甜，茶香丝丝入扣。入口爽
利，嚼之有味，甘香回荡舌尖，余韵绕
梁三日。

贵州 凯里酸汤鱼
推荐人：郭澜

自然发酵的酸汤配上新鲜鱼肉，散发着
木姜子的独特香味，鱼肉酸爽清新、不
柴不腻，让人胃口大开。

河北 驴肉火烧
推荐人：齐悦

河南 胡辣汤
推荐人：张乐

由三十余种天然中草药按比例配制的汤
料在加入胡椒和辣椒又用骨头汤做底料
的胡辣汤又香又辣，味道真是赞极了。

湖北 烧武昌鱼
推荐人：熊俊杰

武昌鱼是湖北鄂州独产，毛主席有言“才
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肉鲜
味美，回味甘香。

湖南 临武鸭
推荐人：何烁

火烧的酥脆和驴肉的香嫩，再加上
汤汁的浓郁，在口齿间徘徊，回味
无穷哦。

中国八大名鸭之一，肉质细嫩、味
道鲜美，以“滋阴降火，美容健身”
而著称。曾作为朝廷的贡品，声名
远播。

吉林 白肉血肠
推荐人：郑扬

酸菜打底，上面放上煮好切片的白色五
花肉，四周码好红彤彤的血肠，慢慢炖煮，
香味四溢。

江苏 软兜长鱼
推荐人：谢启鑫

淮扬菜系代表菜之一。用筷挑起而鱼身
内收，脊背乌光烁亮，软嫩异常，清鲜
爽口，蒜香浓郁。 

江西 米粉肉
推荐人：任婉桢

优质五花肉裹上磨好的米粉，加入
少许豆子增添香味。米粉松软，五
花肉肥而不腻， 唇齿留香。

辽宁 锅包肉
推荐人：黄韵竹

刚出锅还冒着热气又酥脆松软的锅包肉
入口时，满满都是幸福，是童年里关于
锅包肉的美好回忆。

山东 菜煎饼
推荐人：苟恺俐

枣庄菜煎饼，以鲁南地区煎饼为主料，
配以各种蔬菜煎烤而成。五色俱美，六
味飘香，鲜嫩可口，柔和宜人。

山西 山西焖面
推荐人：孙丽彦

山西 羊肉泡馍
推荐人：张叶

古城口味，别有风味。 料重味重，肉烂
汤浓，香气诱人，食后余味无穷。

上海 南翔小笼包
推荐人：蔡赞贤

南翔小笼包，皮薄馅多，汁水丰富，口
感丰富。

四川 水煮鱼
推荐人：张小娟

山西人夏天最喜欢的家常面食，简
单的配料，简单的做法，吃到口中
的却是浓浓的家的味道。

四川水煮鱼，鱼肉嫩滑，口感麻辣，
香浓美味。

浙江 蜜汁火方
推荐人：陈梦越

火方即为金华火腿的上方，咸香火腿浇
上蜜汁，咸甜交织，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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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黄山烧饼
推荐人：罗昭玉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加入一勺在大
锅中煮的细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腾，
酣畅淋漓。

福建 面线糊
推荐人：杜婉滨

选上几样你喜欢的配菜，加入一勺在大
锅中煮的细如发丝的面线汤，热气腾腾，
酣畅淋漓。

甘肃 兰州牛肉面
推荐人：张兴文

“汤清面弹红油亮”才是一碗正宗
的兰州牛肉面，四溢肉香的清汤配
上劲道爽滑的拉面，爽！

广州 茶皇虾
推荐人：郑明智

鲜虾酥脆微甜，茶香丝丝入扣。入口爽
利，嚼之有味，甘香回荡舌尖，余韵绕
梁三日。

贵州 凯里酸汤鱼
推荐人：郭澜

自然发酵的酸汤配上新鲜鱼肉，散发着
木姜子的独特香味，鱼肉酸爽清新、不
柴不腻，让人胃口大开。

河南 胡辣汤
推荐人：张乐

由三十余种天然中草药按比例配制的汤
料在加入胡椒和辣椒又用骨头汤做底料
的胡辣汤又香又辣，味道真是赞极了。

湖北 烧武昌鱼
推荐人：熊俊杰

武昌鱼是湖北鄂州独产，毛主席有言“才
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肉鲜
味美，回味甘香。

河北 驴肉火烧
推荐人：齐悦

火烧的酥脆和驴肉的香嫩，再加上
汤汁的浓郁，在口齿间徘徊，回味
无穷哦。

湖南 临武鸭
推荐人：何烁

中国八大名鸭之一，肉质细嫩、味
道鲜美，以“滋阴降火，美容健身”
而著称。曾作为朝廷的贡品，声名
远播。

吉林 白肉血肠
推荐人：郑扬

酸菜打底，上面放上煮好切片的白色五
花肉，四周码好红彤彤的血肠，慢慢炖煮，
香味四溢。

江苏 软兜长鱼
推荐人：谢启鑫

淮扬菜系代表菜之一。用筷挑起而鱼身
内收，脊背乌光烁亮，软嫩异常，清鲜
爽口，蒜香浓郁。 

江西 米粉肉
推荐人：任婉桢

优质五花肉裹上磨好的米粉，加入
少许豆子增添香味。米粉松软，五
花肉肥而不腻， 唇齿留香。

辽宁 锅包肉
推荐人：黄韵竹

刚出锅还冒着热气又酥脆松软的锅包肉
入口时，满满都是幸福，是童年里关于
锅包肉的美好回忆。

山东 菜煎饼
推荐人：苟恺俐

枣庄菜煎饼，以鲁南地区煎饼为主料，
配以各种蔬菜煎烤而成。五色俱美，六
味飘香，鲜嫩可口，柔和宜人。

山西 羊肉泡馍
推荐人：张叶

古城口味，别有风味。 料重味重，肉烂
汤浓，香气诱人，食后余味无穷。

上海 南翔小笼包
推荐人：蔡赞贤

南翔小笼包，皮薄馅多，汁水丰富，口
感丰富。

山西 山西焖面
推荐人：孙丽彦

山西人夏天最喜欢的家常面食，简
单的配料，简单的做法，吃到口中
的却是浓浓的家的味道。

四川 水煮鱼
推荐人：张小娟

四川水煮鱼，鱼肉嫩滑，口感麻辣，
香浓美味。

浙江 蜜汁火方
推荐人：陈梦越

火方即为金华火腿的上方，咸香火腿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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