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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
2020 年本科生 毕业典礼

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大学网站

5 月 31 日， 连 日 的 雷 雨 天 气 在
上午九时迎来了灿烂的骄阳。香港中
文 大 学（ 深 圳）2020 年 本 科 生 毕 业
典礼在大学中央大道举行。上午 9 点，
伴随着庄严的音乐，典礼行列开始入
场，毕业典礼仪式正式开始。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中央大道上，800 余
名师生齐声唱响国歌，伴随着响彻校
园的国歌声，国旗冉冉升起。这是该
校首次露天、分散式和结合网络直播
的 新 型 毕 业 典 礼。700 余 名 2020 届
本科毕业生身着毕业礼袍，迎来人生
里程中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香港中
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教授等大
学主管人员和教授一同出席了毕业典
礼，首届大学理事会成员钟南山院士、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
谢尔教授作为主礼嘉宾做主题演讲。
同时，1500 多名毕业生家长和亲友
以及逾 10 万社会各界嘉宾在线观礼，
与港中大（深圳）师生一起见证并祝
贺 2020 届本科毕业生开启新的人生
征程。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现场

典礼正式开始前，现场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大学的最后一课》

徐扬生校长动情地说，“我今天早上是四点半起床，开始翻看这届同学的名册，看到每个同学的名字，我都如数家珍。同学们，你们这一届真

的视频。毕业生们在画面中回忆着四年里的闪亮片段，重温在神仙湖

的不容易，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所大学正处在筹建期最艰难的时刻，这里还没有马路，没有大楼，这个广场还是一片工地。同学们，我想说：

畔留下的一段段难忘的青春记忆，聆听一位位陪伴自己成长了四年的

大学感谢你们！我还想通过这场直播向所有的家长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这所大学的信任、支持、包容与厚爱！同学们，如果五年后你们再

老师们为毕业生送上的毕业嘱托。

回到这里，这里的校园将会比今天的建筑面积扩大 3 到 4 倍，我们除了有数据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和经
管学院，还会有医学院、音乐学院，你们将会看到一所学科完整的现代化综合型大学。同学们，你们来到这所大学时，不是这所大学最好的时候，

校长徐扬生教授：我们是一个有“良知”精神的民族，心
里有家国，也有世界
校长徐扬生教授在致辞中向社会汇报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的升学就业情况。徐扬生校长讲道，尽管过去的一
年里充满了挑战，但令人欣慰的是，港中大（深圳）2020 届的同学依
旧捷报频传，约 84% 的毕业生将到世界最知名的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
学位，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
著名大学；约 16% 的毕业生选择就业，获得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包括
华为、微软中国、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的录用通知，平均年薪都超
过前几届毕业生。徐扬生教授说：“在今年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这
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应该为同学们鼓掌！”
徐扬生校长引导同学们思考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大家带来的重
要的一堂课。“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人类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的本质并非物理距离上的缩短，或者是物质
上的依赖，而是人类情感与精神上的共通与依存，以及我们所共享的
命运与家园。正是在这种时候，所有的仇恨、责备与愤怒非但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反而会造成新的伤害与灾难。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
这个已经全球化了的世界才更需要一种共度难关的精神。这种精神我
们中国人称之为‘良知’。愈是在危难关头，愈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良知，
一个民族的良知。有良知的人，心里容得下他人，眼里看得见家国与
世界，不因眼前的利益偏离做人的原则。有良知的人，最终一定会取
得胜利！”

但是遇见了你们，使这所大学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我感谢你们！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有点舍不得，但你们还是要去的，只是希望
你们能够勇敢一点、自信一点，竖起你们的脊梁，立定你们的脚跟，朝着你们的梦想，勇敢地往前走吧！同学们，我祝福你们！”

首届大学理事会成员钟南山院士与毕业生分享抗疫感受 鼓励毕业生处理好“小我和大我，索取和奉献”
当前，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得到了大范围的有效
控制，我们的生活逐步回归正常。但是目前，疫情仍在全
世界范围内存在着。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里，钟南山院士结
合自己在抗疫经历中的感受，鼓励同学们去思考“小我与
大我的关系”以及“索取与奉献的关系”。
钟 南 山 院 士 说， 全 球 正 面 临 着 一 场 和 COVID- 19
Pandemic 的斗争，对待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和
事故，实际上对人生提出了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如
何处理小我和大我的问题”。这场疫情席卷了全球，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牵涉其中，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就是一个
小我，怎样通过自己的力量来为世界这个大我的安全、安
定做出一些贡献呢？这几个月以来，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
封城的限制，禁止了民众在户外的很多活动，要求待在家里，
不要随意外出，日常戴口罩等等，同时，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生活也受到影响。但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安定，我们的取舍
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在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下，中国大陆
以及香港在第一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的患病人数
以及死亡人数在世界上大的国家里应该是最少的，这是很难得来的一个成绩。“小我跟大我”不是单纯体现在“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而且也体现
在“个人和全世界”的关系。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中，特别是大的国家，要是一个国家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疫情的话，这个世界也不得安宁。所以，
我们需要有国际主义精神，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出发，我们要爱护人类，敬爱生命，我们更要团结全世界各国，面对疫情，共同战斗，尽最大努力取
得胜利，这也是钟南山院士希望同学们毕业以后，应该具有的一个态度。
同时，他提出要处理好“奉献和索取”的关系。这次疫情期间，全国一共有 4.5 万多名医务人员奔赴到武汉各个医院去支援，使得武汉的疫情
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得到很快的控制，之后，全国也得到控制。这些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索取，而是奉献。他说，
“我记得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只要他在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一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就算没有白活。’”
他还强调，同学们要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坚持独立思考，善于创新的精神，“我 60 年前毕业于当时的北京医学院，60 年来，我一直在争取独立
思考，争取领导我的团队做一些创新，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非常好的时代里，不要忘记一个人生的原则：处理好‘小我和大我’，处理好‘索取和
奉献’。最后，我祝同学们锦绣前程，天天向上！”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里耶·瓦谢尔教授两次致辞陪伴同学们走过大学四年
2016 年，阿里耶·瓦谢尔教授迎接同学们入学，在开学典礼上为同学们上了“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的大学第一课；
2020 年，阿里耶·瓦谢尔教授为同学们送上了“用专业知识贡献世界”的大学最后一课
2016 年，当这些刚从中学走进大学象牙塔的同学们懵懂之时，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杰出大学教授、计算生物学诺奖实验室的院长阿
里耶·瓦谢尔教授在他们的入学典礼上致辞，告诉他们“不要受困于考试、论文和实验报告上获得高分的压力，要在实践中提升自己。”四年后的
（下转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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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他再次鼓励同学们思考：“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能够做些什么贡献于世界。”
瓦谢尔教授说：“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冲击，但中国已经体现出了令人瞩目的

毕业生代表徐霖宁：我们共同见证了大学与深圳的发展 与全球顶尖学者为友，实现潜能突破
获得“杰出学生奖”的徐霖宁同学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表

强大的韧性和恢复力。疫情终将被击败，不用多久我便能回到校园，亲眼见证各位在所选

感言。她说，四年来，我们共同见证了彼此的进步，共同见

领域里取得的卓越成就。”结合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造成的巨大的冲击，通过回忆

证了大学与深圳的发展。这是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2020 年

自己的学习经历和科研经历，他鼓励同学们“要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促进国际间的联结，

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创新的精神一直流淌在深圳

关注世界时事变化，思考自己在全球问题中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思考自己的专业知识如

的脉络之中，而我们的大学在秉承这种精神的同时，也以一

何能够贡献于国家甚至是全世界。”

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式丰富和塑造着我们的思维。

为表彰在大学期间具有优秀表现、卓越的领导力以及对大学发展的参与及贡献的杰出

徐霖宁说，“‘成长’是各位毕业生大学四年的代名词。

学生，校长徐扬生教授为 9 名优秀的本科毕业生颁发了“杰出学生奖”，获奖学生分别是：

大学生活对我的改变，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四年前，我从

经管学院、逸夫书院水雯同学，经管学院、思廷书院黄晋涵同学，经管学院、学勤书院李

浙江宁波效实中学来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这里，我

松浩同学，经管学院、思廷书院张欣怡同学，理工学院、思廷书院徐霖宁同学，理工学院、

们拥有丰富的学习机会和资源，也被赋予了自由提问和探索

学勤书院刘卓扬同学，理工学院、逸夫书院李肖鹏同学，理工学院、学勤书院叶成葳同学，

答案的特权。深圳是一座重视个性和独创性的城市，而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学勤书院时希洋同学。

也同样给予了我们最大的自由，让我们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
课外生活都能够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热爱。大学还给予了我们
各个领域的科研机会，让我们能够在杰出教授的指导下，不
断锤炼自己所感兴趣的科研技能。在这里，我们与全球顶尖
学者们为友。他们不仅是我们人生的榜样，更是帮助我们实
现梦想的‘青春制作人’。对许多像我一样的同学来说，正
是港中大（深圳）让我们能够挖掘真我、突破最大的潜能。
学会了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学会了立足世界，找寻自我的意义。不论我们去到哪里，未来的我们都要秉承母校的优良传统，
成为胸怀天下，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能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国发声的新时代青年。
在乐声中，典礼行列退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结束。在这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前后，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通过一系列的线上活动为 2020 届本科毕业生送上真挚的祝福，这些活动包括“大学的最后一课”毕业季特别视频、
“520 告白 | 开启你在港中大（深圳）的时光记忆”、“光阴的故事——四年照片对比”、“给父母的告白”、“毕业生专访”、
“My Zone My Graduation| 地标合影”等。此外，各学院、书院不仅策划了毕业季活动，还为 2020 届毕业生送上了专属
的学院、书院大礼包，作为温馨的毕业礼，陪伴同学们走上新的人生征途。

文 / 杜美莹

ＣＵＨＫ－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Ｈｏｌｄｓ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ｆｏｒ Ｂａｃｈｅｌｏｒ＇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 ２０２０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CUHK-Shenzhen)

speech via the Internet, where he shared stories based on his

help of their major-related knowledge.

held an outdoor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more than 700 bachelor's

experience in the epidemic fight.

degree graduates on campus on May 31.

Nearly 84 percent of graduates will continue on to their master's or

"We should not only contribute to our country but also have a spirit of

doctoral studies in world-renowned universities including Oxfor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University has held an outdoor

internationalism to love and protect all humanity," said Zhong.

Univers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commencement with seats separated for social distancing amid the

Prof. Zhong also encouraged students to think independently in

COVID-19 pandemic.

future life and work and have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The commencement was also simultaneously broadcasted

Nobel Prize winner, Professor Arieh Warshel, was also invited to give

online, where more than 1,500 parents and relatives of the 2020

an online speech, where Warshel urged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what

graduates and over 100,000 gues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joined in the

they can do in the current challenging world.

celebration.

He also cheered students to make full use of their language

Prof. Zhong Nanshan, top epidemiologist in China and also a former

advantage to connect the world and think about how they can

member of the CUHK-Shenzhen Governing Board, delivered a

contribute not only to their own country but also the world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Around 16 percent of students decided to join the workforce and
many of them have received job offers from companies such as
Huawei, Microsoft China, Tencent and Alibaba.
Prof. Xu extended his congratulations to all graduate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be confident and brave in pursuit of their
dreams at the ceremony.
A total of nine undergraduates received an excellent stud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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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毕业季—— 开启时光记忆

ＣＵＨＫ－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２０２０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
2016 年 8 月
同学们首次走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2016 级学子见证了从启动园区

Looking back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we

到一期新校园的变迁，见证了书院的

shared every moment of bitterness and

落成与成立，经历过无数个考试季、

happiness: coming late for class, staying

熬夜赶 DDL 的夜晚，参加过丰富的

up for deadlines, dressing up for high table

校园活动、精致的高桌晚宴，共同度

dinner… These will later become our beautiful

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四年。

and fond memories of university life.

Aug 2016
We entered the campu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ere began our university life!

开启了四年的时光记忆。
Sep 1- Sep 4, 2016
During the orientation week, we enjoyed the colorful activities provided by schools and colleges, and
got to know bunch of young fellows. Some of them turned out to be our best friends.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4 日
大学迎新活动火热进行，但与往年不同的是，
2016 年，书院生活正式开启。
新生破冰活动以书院为单位进行，同学们以书
院为家，迅速熟络，融入集体。

Sep 4, 2016
Inauguration Ceremony .
Prof. Arieh Warshel, Nobel Laureate in Chemistry, presented the keynote speech. He told us to combine
extracurricular experiences with class performance, which proves instrumental to career building.
Sep 4, 2016
On the morning of Sep 4, 2016, we witnes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college of CUHK-

2016 年 9 月 4 日
2016 年度入学典礼正式举行。典礼主讲嘉宾、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里耶·瓦
谢尔教授为同学们上了大学第一课，寄语同学们：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

Shenzhen-Shaw College. Half month later, some of us moved inside, and officially became a member
of Shaw.
Oct 14, 2016
Then cam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ligentia College, the second college of CUHK-Shenzhen. We were
happy to reside in our new home, and enjoyed its beautiful surroundings and the tranquility.

2016 年 9 月 4 日
第一所书院——逸夫书院的诞生。

Sep, 2017

9 月 4 日上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new campus covering a million squaremeter was completed!

举办逸夫书院开幕典礼。

The completion of the phase-I campus marks the opening of the third college, Muse College, and a

9 月中旬，同学们正式入住逸夫书院。

range of functional buildings, such as teaching buildings, laboratories, libraries…
Aug, 2018
The Research Building B received a new name, H.L. Tu Building, in recognition of the generous giving
from Mr. Huilong Tu.
2016 年 10 月 14 日
第二所书院——学勤书院的诞生。
学勤书院学子自诩“山里的精灵”
的同学们，在大学生活中又拥有了
一个别样的归属。

Several laboratories led by Nobel Laureates and Turing Award Winner have settled in H.L. Tu Building.
With more laboratories moving in, this building will represent the academic level of the University and
attract mor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to join CUHK-Shenzhen.
Oct, 2019
CUHK-Shenzhen celebrated the milestone of reaching 100 global partners across 29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offering more than 150 international programs.
May, 2020

2017 年 9 月
100 万平方米的新校园落成！

It's our graduation season. Time to celebrat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新校区正式启用，逸夫书院、学勤书院、思廷书院也全部
投入使用。我们搬进了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学勤书院、思廷书院的同学们
也从借住的逸夫书院搬家，回到上园属于自己的家。

2017 年 10 月
大学图书馆正式启用。
建成后的图书馆，是师生的精神家园，让
读书人在这里获得滋养，打开新的天地。

2018 年 12 月
实验楼 B 栋正式冠名为“涂辉龙楼”， 这
是大学首栋获命名的教学与科研用楼。
3 个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研究院——“瓦
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科比尔卡创新
药物开发研究院”、“切哈诺沃精准和再
生医学研究院”等陆续入驻。涂辉龙楼未
来还会吸引更多的科学家聚集此处。

2019 年 10 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展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的海外
名校伙伴数量达到 100 所，遍布世界 29 个国家和地区，
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超过 150 个。成为国际化进程中的
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2020 年 5 月
同学们毕业啦！

同学们，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成功还是失败，无论你的人生正面临
着怎样巨大的困难，哪怕这个世界全部黑暗了下来，在母校——香港中文大
学（深圳），永远有一盏灯为你亮着。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徐扬生教授
Dear students,
Wherever you go, whatever difficulties you are faced with, however glorious your
success, however disheartening your failure, even when your entire world seems
to be enveloped in darkness, a light shall always be kept for you her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Click to create a graduation photo in different frames!
——Prof. Yangsheng Xu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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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端庄的礼袍，漫步熟悉的街道，让毕业
的气氛融入这座城市的温度。
带着成长的记忆，未来的期许，我们一起奔
赴似锦前程。 天地广阔，征程遥远。毕业快乐，
未来可期。 2020 年夏天，书写只属于我们的毕
业季故事。
陈玥
李旻澄

丁啸

沈馨然

向芷琦同学供图

2020 毕业季

追梦人
２０２０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
Ｄｒｅａｍ Ｃｈａｓｅｒ

胡然

鄂泓雨

夏丁林

杨建宇

Clad in a graduation gown, the Class of 2020 are once again
back to the campus, sharing the joy of graduation,
reminiscing about the memories of growing up and looking
forward to a bright future.
The world is vast and the journey is long.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graduation and wish you a
promising future.
Let's create our stories exclusively for the summer of 2020.
丁欣怡同学供图

施锐朱宁同学供图

池家辉

梁瑞星同学供图
疫情期间，学生无法返校，照片皆为同学于所在城市拍摄。因为篇幅有限，只节选部分照片，特此感谢同学们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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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油 世界加油 Ｇｏ！ Ｃｈｉｎａ
口罩，是 2020 年的关键词，是我们团结一致，抗击疫情，
下定决心，共渡难关的符号。

Ｇｏ！ Ｗｏｒｌｄ

The keyword for 2020, mask, is a symbol of our solidarity in the ﬁ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and in times of adversity.

也是我们这一年毕业季，最独特的记忆。

It is also the most unique memory of our graduation season.

我们在自己的家乡，为中国打气，为世界打气。

Although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ies, we are united in cheering
for China and for the world.

前路灿烂，曙光一片。中国加油！世界加油！

It's always darkness before the dawn. Go China! Go world!

盛芷璇

罗仟合

李致颖

张东燃

姚晔

刘赵玄

胡暄

尹俊超

任悠家庭

吴婷立

毕业的珍贵时刻，感恩父母
家人，与我们一路同行。
On this precious occasion
王紫琪家庭

２０２０ 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 Ｓｅａｓｏｎ

of graduation, let us
extend our gratitude to
our parents and families
for being with us along
the way.

感恩家人，一路同行
王艺楠家庭

陈惠颖家庭

韩艺馨家庭

四载春秋，岁月如歌。

陈睿祺家庭

吴婷立家庭

As time passes, the four
years of university life has
come to an end.
叶锦林家庭

陈玥家庭

余无尘家庭

张子苓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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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查看更多
优秀毕业生访谈

张欣怡：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叶成葳：

星辰大海，一路向前

2016 级经管学院会计专业、思廷书院

2016 级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勤书院

高中毕业于浙江省宁波市效实中学

高中毕业于深圳中学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毕业去向：牛津大学金融经济硕士项目

毕业去向：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博士项目

五年前，徐校长在高中开设的一场讲座让我与这所大学结缘。四年前的夏天，我拖着大

每年获奖学金、院长嘉许奖，成为 5 门课程 USTF（本科生教学助理），发表学术论文，获

号行李箱踏进校门。初入大学，一切都很新奇。为了弥补高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遗憾，

得大学杰出毕业生奖。大学四年求学过程中，叶成葳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但是她更愿意将“成

我在大一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参加课外活动上，加入了聚乐部、商协、学生大使等社团或

绩单”称作探索的过程。凭着优秀的高考和学习成绩，她获得了全免奖学金（中广核大亚湾核

组织，积攒了一大叠各式各样的文化衫。我最怀念和聚乐部的小伙伴们“搞事情”的时光，

电奖助学金），叶成葳说，“奖学金是对前一学习阶段的认可，同时也激励着她继续努力。”

组织燃点音乐节、秋季音乐会、周年音乐节等活动让我们在共同的兴趣爱好基础上建立了革
命友谊。
作为思廷书院的第一批学生，我们见证了它从无到有、日益壮大的过程。在中学时期，
我从不热衷于参加各类活动，也没有任何主持经验。但当书院老师在微信群征集书院迎新活
动主持人的时候，我以“踏出自己的舒适圈”的念头鼓励自己报名，而这一次尝试也让我看
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主持 2016 年思廷书院高桌晚宴那天，记得徐校长发了条朋友圈说“思
廷书院是最小的一所书院，但是办得有声有色”，觉得与有荣焉。

没有标准答案
丰富的科研经历是叶成葳宝贵的财富。她最初在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接触到科研，后
来又根据自己的兴趣在这个大方向下进行细分领域的研究。做实验，理论推导，写论文，叶成
葳眼中做科研的过程并不总是枯燥单调的，它们培养着研究者实践能力和思维方式。她的第一
个研究项目是关于自动驾驶帆船，那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帆船要靠自己和几个小伙伴一同组装，
而后放到水池里做实验。对于实验结果，要分析，要改进编码，有时要通过数学方法验证猜想。
她认为“科研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和考试不一样”。很多时候，错误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为

大 学 里 喜 欢 的 课 程 有 很 多， 其 中 对 我 意 义 最 重 大 的 是 ACT2121 财 务 会 计 导 论。

找到之后的研究方向提供了参考。科研过程中，她也意识到人各有所长，所以要注重团队合作

Norman Liu ( 刘振斌教授 ) 上课风趣幽默，板书手绘堪称一绝。从前半学期老是背不出借

和成员之间的交流；许多领域仍然未知，所以要大胆创新，有所突破。这些领悟都是自己亲身

贷方向，到后半学期配平报表后获得满足感，我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会计，并在分专业的时

参与后才能有所体会的。科研如此，对自我的规划和认知亦如此。叶成葳不会对给未来设定限

候选择了它作为未来的学习方向。

制或标准，只是要求自己一步一个脚印，保持良好的心态，摸索着踏出自己的路就好。

特别感谢我的学术导师 Kenny 杨世杰教授、教过许多专业课的 Wilburn Tsang 以及给
予我学习和职业建议的老师们。“当你有学习、升学或者求职方面的困惑向他们寻求帮助的
时候，他们总会非常耐心、尽其所能地与你分享他们的看法并鼓励你前行。”为了帮助更多
的同学学习会计这门学科，我担任过 ACT2111 财务会计导论和 ACT2121 的 USTF（本科生
教学助理）。“备课固然要花很多心思，但是解答同学们的疑惑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令人快
乐的事情。”

最好的 Plan B
有理想的远大，必有现实的无奈，对于叶成葳来说也是如此。她曾获得一个难得的国外暑
期研究机会。为了参加这个项目，她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材料，参加面试，有惊无险地从
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客观原因的限制，最终没能成功出国。这样的意外一度让她非
常失落烦恼，但并没有阻止她努力向前。“如果尽全力仍然无法实现最好的 Plan A，那就调整
好心态，在有限的空间中找到尽可能好的 Plan B”。她很快接受了现实，并开始尝试远程的研

未来要做什么？这个“灵魂拷问”贯穿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曾

究工作。每周进行视频会议，和教授交流科研问题，汇报工作进展，一路多了不少坎坷，但最

一心想着毕业进四大会计事务所做审计。但是大二暑假在德勤实习之后，我却感觉日常工作

终还是能坚持下来。不仅如此，在平时安排时间和计划的过程中，叶成葳也习惯运用积极寻找

内容应用范围比较狭窄，又想在职业生涯初期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工作，最终在考虑半年后

较优解的思路。她见过那些学业、科研、社团、学校工作一个不落下的“全才”。但她也知道，

决定读研以及转变职业方向。有时候不需要想太多，实践或许能告诉你更多的答案。“保持

人与人不尽相同，不必给自己太大压力强求最好。对自己来说，由于精力和时间较为有限，将

积极开放的心态，不断接纳新知识和新事物，并随之调整自己的目标。”

它们投入到少数几件事中是更合适的。
本文由张欣怡同学撰写

李松浩：

学生记者 / 徐亦宸（19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保持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

2016 级经管学院、学勤书院
高中毕业于江西省上饶中学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毕业去向：麻省理工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保持真实，保持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是李松浩对学弟学妹的箴告，也是他大学四年的写照。从课堂
学习求知求真，到公益活动创造价值，再到足球场上挥斥方遒；从牛津交换，到斩获 NYU 金工和 MIT 金融 offer……他始终“在路上”。
初入大学，学习和活动成为生活的天平两端。在高中研习过数学竞赛，对于大学知识较为得心应手的李松浩，将探索的目光投向了社会责任，
这块当时于他而言尚显空白的领地，“如果说大学学习只是小学和中学的延展，社会关系和社会责任对于刚成年的我来说则是刚刚起步”。在微
光公益的两年，对李松浩而言，不仅收获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在彼此合作中影响了他的性格和世界观，还让他明白了何为“创造价值”。时至今日，
他依然记得支教的最后一天接受孩子们送别时，涌上胸口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感触。
大三那年，李松浩有过一段在牛津大学交换的经历。正是在交换期间选修的“金融产品的数学模型”一课，让他发掘出自己对最终主申方向“金融工程”的兴趣。“其实一开始选专业时自己学的是经
济，身边的老师、家长包括自己觉得在学习方面自己还是比较有天赋，尤其是数学和经济方向的成绩一直还不错，心里大概有想读经济博士的想法。”他坦言道，“但牛津那种非常 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 extensive（高强度阅读 / 研究）的环境其实让我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喜欢做研究，尤其是这些研究经常和现实或企业非常脱离，所以我还是想读一个面向就业的硕士。”
除此之外，牛津交换的时光也让他重新审视了“学习”。回忆起来，他直言有段时间自己陷入了“被动学习”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的描述和解脱，他则用电影《无问西东》里梅贻琦先生的一段话加
以阐释——电影里，梅贻琦对一个说出“我何用管自己学什么”的学生评价道，人把自己置身于麻木当中，就有一种麻木的踏实，但丧失了真实。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做什么，和谁在一起，有一种从
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这就是真实。这种“我何用管自己学什么”的态度，在李松浩看来，就是一种“被动学习”的体现。谈及大学的学习与知识，他坚持，“不能够只会考试，
而要知道‘现世有何用’”。
学生记者 / 项心力（2018 级经管学院、祥波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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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霖宁：

鲜有人行的路
2016 级理工学院统计科学专业、思廷书院
高中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毕业去向：将赴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我在 A 和 B 之间选择的时候，C 的大门向我打开了。我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
记得戴建岗教授最初问我，你为什么来到港中大（深圳）？我说，这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一所充满未知和无限可能的大学。
我喜欢这种 uncertain 的感觉，有不可预期的未来。
也许我对世界的好奇，得益于在我小时候，妈妈鼓励我去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跆拳道、舞蹈、二胡、长笛、画画、手工、书法，
对于一个孩子的三分钟热度，她从来都不拦着我尝试，而是默默呵护着它们的成长。我选择去英国上暑课，去美国做暑研究，去澳洲新

尹梓芊：

学习项目，以及斯坦福暑期的金融统计优化项目，到大三时接触査宏远教授的强化学习研究部，计算机视觉的项目，戴建岗教授和石朋

从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到
华为智能制造与精密制造研
发工程师

忆教授的运筹优化项目，都在一点一滴搭建起我的知识堡垒。我对它们的接触，往往都起源于课程的延伸，不满足于课内的有限知识，

2016 级经管学院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专业、学勤书院

西兰新加坡游玩，去香港游学，都是想让自己接触不同的文化环境，去看到生活各种各样的可爱姿态。
从大二开始，我开始接触科研。也许有的人会说，科研是一条孤径，你要清楚自己喜欢什么，踏上之后就不要后悔。但在我看来，
本科的时光，却是包容这种探索的。不论是大一暑假 Kinley 老师的编程项目，大二时大数据研究院的智慧校园项目，跟尹峰教授的机器

而享受那种追根究底的探索。在我看来，只有在不断的尝试中，才会逐渐清晰自己的目标，做出让自己不后悔的选择。我希望学弟学妹
们不要畏于开始，而是积极勇敢的接受不同的挑战，不断磨砺自己各方面的技能。

高中毕业于广东省东莞中学
毕业去向：华为（智能制造与精密制造研发工程师）

Stay hungry, and always push yourself.
听过很多同学问我一个问题，“做科研不是很辛苦吗？课内学习已经很艰辛，你是怎么平衡学术和生活爱好的呢？”其实我从来都
觉得学习对我而言是一个主动的、enjoyable 的过程，不断充实自己，可以自由择取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而大学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
如此好的平台。学术科研，最主要的部分并不是去学习多么艰深晦涩的知识，而是培养一种严谨科学的思维，用最大的热情和好奇去驱
动探索知识的前沿，创造无数的可能。

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形容自己，尹梓芊的答案是计划与
准备、开放与内省。 虽说在偏向于管理类的环球供应链与
物流管理专业，尹梓芊凭着自己对供应链的理解，不断丰富
自己数据分析建模的理工类技能，最后成功成为华为的制造
研发工程师。大学期间，尹梓芊通过丰富的交流交换经历，

有人问我，你有不喜欢的课吗，我觉得不会有。因为每一门课，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可以带给你独特的收获，而一门课的好坏与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国际化的环境中，变得更加开放和包

收获与否，从来都是主观的东西，取决于自己的态度。如果一门必修课是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变着花样让它变得有趣，比如我高中时会

容。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尹梓芊不断内省，也越来越了解

把枯燥的古诗文配上 pop music 去帮助我背诵。我们无需事先给某个学科扣上一个“不喜欢，无用”的帽子，套用石朋忆教授的话“Follow

自己。

a course passion? Let It Follow You.”
本文由徐霖宁撰写 稿件来源 / 理工学院

为什么修读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专业的她会成为一名
华为制造部的研发工程师呢？尹梓芊从专业和岗位两个角度
解释了很多人一看到她的简历就会提出的问题。

刘卓扬：

2016 级环球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确实偏

循此苦旅，以达天际

向于管理类，从 2017 级才开始增加量化相关课程。早在一
开始选专业的时候她就认为，供应链管理实际上是一个最

2016 级理工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学勤书院

优化的过程：通过建立不同模型，求出最低成本，最佳库

高中毕业于宁波效实中学

存水平和物流路线，最短交付周期等，将合适的产品从原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材料层层传递给最终的消费者。不仅要保证供应链中的三

毕业去向：斯坦福大学博士项目（PhD program in Operations, Information & Technology)

流（实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高效通畅，同时还要进行

“Per Aspera Ad Astra”（循此苦旅，以达天际）是刘卓扬很喜欢的一句话。她希望自己像这句拉丁
谚语所说的那样，不顾路途遥远艰辛，坚定追求自己的理想。
本科四年里卓扬的 GPA 一直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但谈及 GPA，她想提醒大家不要过分追求好的绩
点，而要更加重视学习的过程和收获，不要忘记高 GPA 也只是我们为下一阶段铺路的手段，而非最终的目的。
她认为，拥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好的成绩自然会水到渠成。
卓扬在采访过程多次提及“motivation”一词 。我们谈论到低潮和倦怠期的话题时，卓扬表示自己非常理解：“我当然也会有非常
沮丧颓废的时刻。回头看我的大学生活，可能最沮丧的就是缺乏清晰目标的时候。没有目标，就容易感觉迷茫，质疑自己做的事情有没
有价值和意义，体现在生活中，就会事事缺乏‘motivation’，容易烦躁和沮丧。相反，当我目标清晰，就可以制定规划，然后动力强
劲地执行它，获得成就感，进入良性循环。” 卓扬鼓励处于低潮期的学弟学妹们积极探索自己的兴趣，找到一个未来发展目标，从而激
发自己学习工作的动力，走出当前的困境。关于同学们可能面临的对未来规划的迷茫与焦虑，卓扬鼓励大家积极向大学的教授们交流与
请教。她说：“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我发现，我们学校的教授们都非常愿意跟同学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同学们梳理自己的未来规划。
听教授们讲他们的过往经历和经验，我总是收益匪浅。”
聊到她在大学的收获时，她认为在港中大（深圳）更好地认识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愿意为之长期努力的未来规划，并为实现这一规
划和理想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如今的她收到了多所世界一流学府的 offer，“收到第一个 offer 的时候我很兴奋，随着一个个 offer 的
来到，那些激动的情绪慢慢淡下来了。我感受更多的是压力，因为一段新的旅程已经开启了。”
学生记者 / 林馨枝（19 级 理工学院 祥波书院）

风险管理。比如这次疫情对公司乃至全球的供应链管理都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所以，她认为数据分析建模应该是很
重要的一个技能。
为了顺利“转型”，尹梓芊早在大二就开始排兵步阵。
除了在港中大（深圳）的课程中接触到一些数据处理工具（比
如 SPSS），她在交流交换的时候也主动修读编程和数据分
析的相关课程。她曾在暑假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编
程语言 Python 和 Scheme、数据库管理语言 MySQL；在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又进一步学习如何
用 R 语言进行时间序列预测，回归分析预测与最优化；用
Tableau 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数据可视化）的课。
尹梓芊的实习岗位属于制造部，是大类供应链的下级部
门，更贴近一线生产，工作内容是与生产计划与调度相关的
效率优化项目。作为当时制造部一众暑期实习生中仅有的两
位本科之一，尹梓芊的导师在实习的第一天就告诉她：“你
在简历上列举的数据分析技能非常吸引我们。”除了要快速
熟悉新产品的特性，项目所要搭建的自动排产模型实际要求
的算法编写能力其实远高于她的课堂所学。对此她说：“那

黄晋涵：

就边做边学，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在不断 debug 中愈挫愈

生命的每一刻都在辞旧迎新

勇。”后来在申请实习转正的途中，公司突然新增了机考这
一环节，她还临时在慕课（MOOC）自学了工业工程的相
关课程，“晚上加班后才有时间看视频和课件，幸好有公司

2016 级经管学院金融专业、思廷书院

丰富又好吃的免费宵夜丰富陪伴哈哈。”经历了三个月的实

高中毕业于成都树德中学

习观察，她认为华为的特点是比较看重员工的学习能力，专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毕业去向：麻省理工学院金融硕士

业匹配程度是其次，甚至有应届生被随机分岗的“传统”，

黄晋涵大三下学期选择了出去交换一个学期，带着放松的心态，去感受外面的世界。那也是她大学四年中印象最深的时光。

转正考核时仅关注进公司后的业务知识掌握程度以及项目落

比如学 C 语言的被分配到写 Java 语言的项目组里。实习

在交换期间，她也会选择一个人背着包，去北欧，去波兰，去维也纳。“现在回头看，那是一个挺重要的决定。它让我
明白如何去平衡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也正是那段时期，让她基本确定了留学的道路。而在这之前，她所做的是去不断积累与沉淀。“每一步都要走踏实，这样之后的路
才好走。“她说，“好好利用学校资源，这点真的很重要。” 她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参加各类讲座，不会纠结或思考这些讲座”有
没有用“，而是把讲座当作认识他人与积累知识的一种方式。
机遇往往是给时刻准备的人的，与麻省理工大学结下的缘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 2017 年的时候，因为正好参加了诺奖得主
Myron Sholes 在学校的一场讲座，从此对麻省理工便心生向往。而后，通过经管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她获得了腾讯的实习机会，并在实
习期间，认识了一位麻省理工金融硕士毕业的实习导师，而这也让她对这所大学了解第更多。之后，通过与已在麻省理工就读的学长们
的沟通与了解，她的申请之路变得越来越明确和清晰。

地的成果，在这里不论资历背景，能快学者为王。
尹梓芊给学弟学妹最重要的建议就是——在事情尚在你
控制范围的时候要不遗余力，才能给未来的自己留有余地。
她希望大家在选择面前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基于难易
程度做决定。分析的过程虽痛苦但值得，选择一条“合适”
的而非“正确”的道路，在过程中保持时刻调整的心态。当
你感觉很吃力的时候说明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或是走
的方法不对，又或是走错了路呢？她强调：“做事的功利性
可以稍弱一些，除了为了给简历增添亮点，所有经历都将帮
助你更了解你自己，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哪些经历什么时候就

黄晋涵说，她很喜欢辩手詹青云在全球华人辩论赛决赛那场说过一句话，“我踏上这条路，拥有那个意识，是从那份机遇开始的。
这个世界上很无奈的，有一种东西，你无论怎么靠自身的努力改变不了，而需要一个人点醒，这个东西叫眼界。”
机遇需要从你不断地去接触与认识开始。“对待自己时，放下人设和标签，因为那是沉重的负担。对待别人时，不要过早地分类，

突然成为了某一个机会的敲门砖呢？”
尹梓芊说：“不要被港中大（深圳）的朋辈压力所吓倒，
你会感到焦虑大概是因为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目标和舞台。
相对比压力，你更应该庆幸身处这样优秀的团队之中，因为

反而应该善于去发现对方在群体中的不同和闪光点。”
毕业是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所有过去的事都已经成为了经历，以后的事情才是未知的，需要去在意和奋斗的。正如黄晋涵所说：“生
命的每一刻都在辞旧迎新。”
学生记者 / 曹馨月 稿件来源于理工学院

在不断靠近他们的过程中，自己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好。
未来可期，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自己四年宝贵的大学时光！”
学生记者 / 谢玮（2017 级理工学院 、学勤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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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有潜力的译者

不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活

时希洋：

高颜铭：

2016 级人文社科学院翻译专业、学勤书院

2016 级经管学院环球商务管理专业、学勤书院

高中毕业于浙江省临海市大田中学

高中毕业于上海市进才中学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毕业去向：芝加哥大学文化人类学硕士项目

毕业去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同声传译硕士项目
时希洋认为港中大（深圳）翻译专业提供了发掘好奇心的平台，也让自己拥有
了持续学习的基本技能。口译课上使用的学习材料注重结合实际、多取自时事且涉
及不同领域，为了跟上课堂节奏，时希洋养成了“广知天下事”的好习惯，研究兴
趣也逐渐转向了同声传译。由于翻译专业的大部分课程（除中文课外）均采用全英
文授课，时希洋说，“即使是看似和翻译专业没有直接关系的通识课，也可以帮助
我更好地学习语言。”
我更好地学习语言

苏格拉底曾说：“不经思考的人生不
值得活。”这句话是对高颜铭同学四年大
学生活很好的写照，也是指引他不断进步
的方向。他用“思考”、“改变”、“朋
友”几个关键词总结概括了自己的大学时
光。四年中，他不停思索，勇于改变，逐
渐明晰自己的奋斗方向，并最终收到心仪

座无虚席的自习室、图书馆浓厚的学习氛围，各种各样的社团、多元包容的校
园文化，丰富多彩的实践机会，“听不完”的讲座带来的多领域的思想启发……时
希洋说：“港中大（深圳）的各个方面都很符合我内心对大学的期待。”身为一名
头顶无数光环的学霸，时希洋将自己介绍为“运气比较好的学姐”和“有潜力的语
言工作者”。前者是她对自己谦虚的认知，认为自己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学校老师的
帮助；后者则是她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语言工作者。
稿件来源 / 人文社科学院

的 offer，即将踏上新的旅程。
高颜铭说：“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要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学习一门课？为什么修
读一个专业？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他说只有想通了，做事时才有动力。可能有些
人早已放弃了这样刨根问底式的追问，而是习惯于做着老师安排好的作业，但从不想
为什么要完成它、完成了能收获什么。
大二时，周围很多人都开始暑期实习，高颜铭也进入了一家银行。每天同一个时
间上班，做着差不多的事情，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晚上同一个时间下班离开，每天按
部就班，一模一样。几个月下来，虽然他对职场的认识逐渐丰富，但是再次更新简历
的时候，他却觉得乏善可陈，他开始问自己，“我学到了什么？这样的生活真的是我
想要的吗？”这一次的经历虽然深刻，但有些片面，他没能得到内心确切的答案。
带着对职场实习的反思，高颜铭回到了学校，等待他的是更大的考验。在大三这
样的关键时期，很多同学都明确了专业的方向，而他却仍然没能找到自己可以为之努

Make a Difference

叶晓星：

力的方向。忙碌的学业、升学就业的压力，让他也焦虑起来。他开始不断尝试，希
望从自己的专业课当中找到答案。当时，他对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学两门课都

2015 级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勤书院

非常感兴趣，而且课上表现突出，连任授课老师孙聪博士的 USTF（Undergraduate

高中毕业于深圳高级中学

Student Teaching Fellows）。通过与老师深入交流获得不一样的视角，高颜铭对专

毕业去向：微软（中国）

业的认识逐渐加深，逐渐萌生了走学术道路的想法。

他曾休学一年，走出校园，到不同城市的公司里工作。他曾参与微信校园卡研发，并成为“日不落工作室”
创始人之一。你以为有着这样不一样经历的人，一定有着做这些事不平凡的原因。你以为有着这样独特想
法并对此付诸实践的人，一定有着长篇的卓越远见。但他坐在我面前，微露着笑意，很认真地思考了片刻，
给出了自己简短的理由：Make a difference。
人称“叶老师”的叶晓星是许多人眼中的计算机“大佬”，他的创业经历尤其让他的履历与众不同。

大三下学期快要结束时，他本想通过一段咨询公司的实习来寻找自己可能的职业
方向，但因公司的人事调动使得本胜券在握的 offer 与他失之交臂。最终，他经过慎
重地思考，选择摒除杂念，回应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坚定地选择了学术的道路。他说，
并不是每一次思考都会有答案， 但思考是生活必须的姿态；随波逐流不经思考的生活
不会带来自由，只会充满迷茫与痛苦。
学生记者 / 刘美彤（2018 级经管学院、思廷书院）

而在他看来，许多与众不同的经历并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 只是去不断尝试，不断体验，去做一些从前不
曾做过的事情，接触一些不曾接触过的人。他就像水波的中心，从改变自己开始，而后去辐射旁的人和事。
叶晓星口中的“Make a difference” 并不是天马行空、异想天开，而是着眼于当下的。他是实践者，
不是空想者。对于“现在”的关注，让他显得实在、快乐。每当想起有趣的事，他会不由自主地朗声一笑。
而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比如父母、公司的领导，或是学校教授，他都毫不犹豫地表达感激之情。在
新生群中，他也是最积极解答学弟学妹问题的前辈之一。
问到未来，他直言“不会去想太长远的事”，提到过去，他说“做过的事情没有遗憾，没做过的事情
未可知”。在他眼里，“Make a difference”的秘诀就在于享受生活，而后“Do the right thing”。
学生记者 / 徐亦宸（2019 级理工学院、逸夫书院）

向欣桐：

感恩现在拥有的，
努力奋斗想要的
2016 级经管学院会计学专业、逸夫书院
高中毕业于广州市执信中学
毕业去向：康奈尔大学管理学硕士项目

被点亮的四年

入学典礼上，徐校长谈到了“计划的重要性”，给向欣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

李肖鹏：

来，在与学校老师相处的过程中，她发现老师们都是很有规划性、极度自律的人，这
种 task-oriented 的处事方式，在向欣桐眼里极具魅力，“我当时就想，我也要变成

2016 级理工学院应用数学专业、 逸夫书院

这样的人。”

高中毕业于江西师大附中
于 2020 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获颁“杰出学生奖”

初入大学的时候，向欣桐就列了一个四年规划表，当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未来

毕业去向：哥伦比亚大学运筹学博士研究生项目

去做审计，大学的每个阶段应该做什么都一一设想，为了更快摸清未来方向，她在大
一的时候到一家会计公司实习，大二的时候进入了毕马威精英计划。

“谁的青春不迷茫”——初入大学的时候，他也面对着许多的空

“计划”贯穿了向欣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向欣桐有一个专门的计划本，每个学

白等待“被填充”，他也曾感到过迷茫，不确定自己未来的目标，未

年都会更换一本，她会将每个学期的重要项目、日期等写上去，同时补充一些学期内

来所想要从事的领域是什么，但他在不断的摸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未

的规划。除此之外，她也会将自己当天要完成的事情写进计划本，如果当日起晚了或

来的方向。

者有事耽搁了，她会相应地延长晚上的学习时间，直到把今天的任务完成才休息。

大二暑假，在学校上暑课期间，选修了“最优化”的这门课程，

除了学习，向欣桐也同样喜欢看剧追星，她的房间里贴满了偶像的照片还有激励

发现自己所在专业（应用数学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此方面发展方向契

自己的话。追星于她而言是动力，“他们在攀登他们的高峰的时候，我会和他们一样

合度高，可以学以致用，以此更加便捷化的获得最优化的解答。

攀登我的高峰，”看见偶像在努力，她也立志要像他们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

大三开始，他找教授开始做一些科研，正好找到了电子信息工程

“Study Hard, Play Hard”，向欣桐会将学习和娱乐时间分开，玩的时候绝对

专业的张纵辉教授（恰好是“最优化”课程的教授）进行有关无人机

不碰学习，学习的时候也绝对不碰玩的东西。若在忙的时候遇到喜欢的电视剧，她会

飞行路径及能源消耗方面的最优化研究，设计算法以保持无人机飞行

将电视剧积累起来，在比较有空的时候抽出一整天来完全放松自己，从开头看到结尾。

时的通讯能力。后来又选修了“最优化（2）”的课程，因而对此专

平时在图书馆，她也会将手机锁在充电柜里，等完成学习任务之后才会开始追星。向

业产生了更加浓郁的兴趣，在研究过程中，逐渐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张纵辉教授评价他说：“肖鹏展现出对学术非凡的热情，他读论文时非常细心，逻辑缜密，还为我的
论文中的好些地方提出疑问与指错，展现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研究课题很投入，积极阅读大量文献，
每次交谈都能感到他自己已经思考很多，一直令我印象深刻。很高兴他拿到名校的录取，我为他感到骄傲。”

欣桐坦言，自从坚定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就很少有拖延症，同时她也受身边的学霸影响，
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学生记者 / 甘笠男 （2017 级经管学院、思廷书院）

学生记者 / 邵晓雯

（以上采访皆为节选，可扫描二维码查看完整人物采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

致综合评价考生的一封信

各位考生：
你们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我校组织的“综
合评价测试”。在众多高校之中选择我们，是对我校的办学理念与品质的认可与厚爱，在此表示衷
心的感谢！这些年来，大学的“综合评价测试”得到了越来越多考生与家长的认可，参与的热情也越
来越高，对此我十分感激。
我们组织的“综合评价测试”今年采用了一些新的形式，旨在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惟望各位考
生能够放松心态，在考试中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希望你们能够“松而不懈”，以好的心态来应对考试，
呈现出最好的状态。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名字就叫《松而不懈》，在此送给各位考生，希望大家能够
读一读，相信对你们会有帮助！
在此，我为每一位关注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综合评价测试的同学都送上了一本我的散文集《摆
渡人》，并赠送四句话给同学们，希望大家“收敛身心，启迪智慧，广开善悟，松而不懈”。今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外部环境的动荡和挑战，容易使我们的内心也变得不平静，进而感到焦虑和迷茫，
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不论高考及各种测试你准备得怎么样，结
果如何，都能够收敛自己的身心，淡然面对外部世界的困难和挑战，当你真正安静下来，回归自
己的内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你所焦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早已藏在你的心中，当你安静下来、
沉淀下来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会浮现了，并不需要你拼命地向外去索求，“收敛身心，启迪智慧”
就是这样的含义。同学们，你们是很不容易的一届，但磨难同时也是一种经验和财富，你们上
了非常宝贵的一课！我希望你们在这不平凡的一年中，能够对人生、对世界有更多的认识和感
悟，与其囿于一次考试的得失，不如放宽眼量，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追寻人生的答案，去
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同学们，你们都正青春，趁着年轻，大胆地去探索，勇敢地去追求，
不忘初心，坚定地朝着梦想去前行，这四句话是我对你们最好的期待与祝愿。
人生的路很长，我相信，只要你一直在路上，去哪里都能做一个优秀的大学生。当你成
功而受到人们嘉许时，不要忘记你的成功有赖于人们一直在幕后的支持与帮助。而当你面对
一时的挫折时，你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不必过于执着一时之胜负。
最后，同学们，我衷心地祝福你们在考试中取得佳绩！我期盼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能够成为你梦开始的地方，能够成为帮助你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我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希望今年九月能够在美丽的校园中见到你们！
徐扬生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