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校友大家庭绿皮书 

MBA 班级篇 
 

首届 MBA 班级 PT98 

 

班级微信群蓬勃发展，BiMBA PT-98当年共 52名同学，至今已有 41名同学加

入了班级微信群，在大家繁忙的工作之余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相互交流、沟通的平

台。 

班级同学还积极组织、参与了以兴趣为主线的微信小团体，包括读书、登山、

跑步、文艺、酒局等，并广泛联络师弟师妹们，起到了很好的校友团体带头作用。 

 

 

图一：5 月 11 日参加国家发展系列讲座 

 

        

 

 

图二：6 月 29 日参加我班班长李新创主持的

2014 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 

 

 

 

图三：7 月 27 日参加中国经济观察第 38 次季度

报告会 

 



                                                     

 

图四：2015 年 1 月 10 日班级一年一度的大聚会 

 

虽然已经毕业十余年，我班同学践行“终身教育”，坚持参加学校组织的讲座

以及同学组织的论坛，并以多种形式生动活泼地开展读书活动，涉猎政治、经济、

文学、佛学等等。在此，我们也对多年来一直投入大量精力开展校友活动的老师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图五：同学平时小聚 



                                                     
 

PT04 的 2014：十年聚首后的重新出发 

2014 年是 PT04 毕业十周年聚会，当同学再次聚会在 2004 年夏天上课的朗润园

教室，所有时间的间隔都荡然无存。 

十年间，变化在发生，但无论如何 PT04同学遇到的都是自己的黄金十年。在班

级中，外企的职业经理人和创业的先锋像两条交错的线条变幻着自己的色彩，只有

身处这个班级才知道，团结，快乐，彼此支持是 PT04的关键词。 

从 2004 到 2014，十年过去了，聚会的同学共同的感受是，缘来有你，缘来在

BIMBA。那些理想，梦想，努力，情谊在十年相聚的时光中，终于都又出现了，并照

亮了这个班级的下一个十年。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十年，PT04 的同学会怎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时光如

何变化，他们之间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情谊，理想，和一颗共同的 PT04

的心。 

 

图一：P04十周年重返朗润园 

 

2014 年 11月 15日，在

相识十年的时候，同学再次

聚首，一起回到熟悉的朗润

园，到了亲切的老师。 

  



                                                     

 

我们分享这十年的收获与心得，表达对 BiMBA的感激之情，聆听老师的教诲，

分享工作的体会与生活的感悟，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合影留念，依依不舍，期盼

下次朗润园再相聚！ 

 

PT04 班同学快乐奔跑 

 

PT04 班翟宇、刘宇、邵刚、殷建波和黄洪亮等 5名同学共同参加在香山举行的

商学院公益跑步巡回赛。 



                                                     

 

2014 年 7月，PT04班翟宇、刘宇和黄洪亮三家一起参加在锡林浩特举办的草原

马拉松。 

 

PT04 班 李士祎 （中粮进口酒事业部总经理），在行业逆势中披荆斩棘，在 2014

年葡萄酒市场探底的大背景下，敏感捕捉消费趋势，勇于创新业务模式。李士祎以

其卓越的远见与激情，创建中粮进口酒事业部，发展为独具 “品牌化运作”思路的

国内领先的进口酒整合运营商。他率领团队签下多家国际葡萄酒巨头，肩负为国人

甄选全球美酒的光荣使命，缔造中国最先进的进口酒产业链组织者的蓝图。 

 

2014 年 6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率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到访希腊，中粮•名

庄荟作为中国进口酒行业的领军代表，率先投下了希腊葡萄酒领域合作的第一枚橄

榄枝，与希腊第一酒商博塔利（BOUTARIS）公司签署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图为中粮

进口酒事业部总经理李士祎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商务部长高虎城、希腊

发展和竞争力部部长及海运部长的共同见证下，与博塔利公司签约。 



                                                     

 

PT04 班王巍（博思廷科技 CEO），2007年创办博思廷科技，致力于为多个重点

行业提供完整而适用的智能图像识别算法产品及服务。2014 年他带领团队凭借先进

的动态人脸识别技术与国际国内 10 多家知名企业达成了合作关系。2015 年，博思

廷将增加算法库直销及云运营服务的新商业模式，加大分支机构建设。他的愿景是

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视频综合服务商，让全世界都能受益于博思廷智能视频识别技

术，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王巍与其创办的博思廷公司奋勇前行，满墙的资质证书代表着公司不断发展壮

大的累累硕果。 

 



                                                     
 

留住我们的 2014——BiMBAFT2005 班 

 

我希望 

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总觉得 

   心灵曾依恋在一起 

   像一窝野蜜蜂 

   因为生活的风暴 

   飞散在远方 

 

 

 

 

 

 

 

 

 

 

 

 

 

 

 

毕业了，大家的学习气氛很热烈，今年关于推荐书、相互赠书 的信息不断。

还记得都有谁吗 

 

 

 

 

 

 

 

 

 



                                                     

同学们的祝福，可都还记得么？ 

 

 

 

 

 

 

 

 

 

从那年走到今天，我们都长大啦…… 

而我的故事依然愿意与你们共同分享，我们的 F05…… 



                                                     

 

PT06 班的 2014 

 

2014 年 7 月 PT06 同学在香山脚下举行了毕业五周年聚会。聚会上大家都感慨万

千，细数当年至福轩上课的各种轶事，当年的豪情万丈，挑灯夜读，都化成了当日的甜

蜜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庆幸在世俗的考验中没有失去自己。无论我们是就职远方都

市还是奋斗在北京，我们都有一个朴素的称谓“同学，BiMBA 的校友”，因此我们得以

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孩子们已悄悄长大，我们为他们而感到骄傲。 

 

2013 年底，班主任老师骆娟因病突然辞世。身后留下 1 岁多的女儿嘉嘉，骆妈妈

也年事已高。这一年间我们见证了杨壮校长，各位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骆老师的家人

的关爱，也让我们学会了感恩！ 

 



                                                     
2015 年我们 PT06 的同学事业和生活上都会有更多斩获，更多的多姿多彩的聚会。 



                                                     

 

我们的 F08 

 

我们相识于 6 年前的北京。后来，为了各自的梦想，如同漫天星辰般布在了四方。

想问一句，2014 都好么？我们的 F08…… 

 

 

 

北京的黄文玲： 

2014 是我的本命年， 

属马的人不会停下。 

在北京，不负晴天，不负心。 

 

新加坡的燕霞： 

收入 2014 年的有很多美好

的时刻，但意义重大的还是两证，

身份证和驾驶证。一直以来住在

北京，没想过什么叫身份。来到

新加坡才发现没有身份会被赶出去。2014 年年中拿到了永久

居留的身份才有了踏实的感觉。另一个就是轻松一些的驾照。

初开右舵车，被人家滴了几次，因为眼

睛不够使，要开到逆行道里。随着 2014

年不断练习，现在没问题了。 

 

 

上海的冯晓： 

2014 年，似乎一直在路上。去过 20 几个城市，飞行 40 多

次，完成8万多公里的旅程。8月，我在纽约，美丽的west village，

参加一个 roof top wine tasting event。行走得多了，常以城

市为座标来整理记忆。纽约，每次来去都记录了好多戏剧性的人

生变化。可我还是期待，下一次平淡却美好的纽约之旅。 

 

刚刚转战上海的刘莹莹： 

2014 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我从北京

搬回了上海，并逐渐融入这个城市。期间我学

习了职业规划，开始转变为一名职业规划师。

另外在师父的教导下，我的中医水平和功夫都

有所进步。心静下来的时候也是内功提升的时

候，厚积而薄发。2015 年，我们再次起航，

用智慧，才能和汗水，驶向理想的彼岸！ 

 

 



                                                     
纽伦堡的游金： 

2014 年我在德国开始工作，语言不通及工作节

奏的完全不同，让一切充满挑战。10 月第一次在德国

登台表演东方肚皮舞，是业余爱好发展的里程碑。照

片是夏季我在法国的海上帆船旅行：预示扬帆起航在

异国开启了新篇章。 

 

 

纽约的孙颖：2014 我和儿子一起快乐成长！ 

 

 

 

 

 

在上海勇敢迈出 

创业第一步的柳泽阳 

 

 

 

 

 

 

 

香港的罗俊杰，成都的张志涛……. 

 



                                                     

 

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幸福相伴！ 

 



                                                     

 

FT10 的友情和亲情 

 

    岁月如歌，我们感恩生活的美好，在过去的 2014 年，FT10 继续我们的友情和

亲情，大家互相鼓励和提携，度过了丰盛的一年。 

 

【生活篇】 

    2014 年可谓生生不息，喜迎 9

位新宝宝，更多的同学体味为人父母

的幸福。在这崭新的人生阶段里，我

们正以全新的视角开始体会人生的

美好，像 Peter Pan 所言，“我要像

一棵大树陪在你身边，伴你长大！”  

 

【事业篇】 

    事业发展顺利，职场的历练使大

家更加成熟和稳健，Andrea Chen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全心投入，这

本身就是幸福”。一切的喜悦和丰盛

都在努力之后，职业的发展让我们体

会了更多的成长的快乐。2014年可谓

创业成长期，班级里创业的同学的事

业上取得顺利的发展。Wade Huang

正式与VivianRen联手打造新境外旅

游服务平台。Peggy Li 联合创办 O2O

教育机构铅笔头情商，为青少年提供

综合素质教育的国际化平台，并举办

多家庭教育公益讲座。 

 

【社会活动】 

    倾情回报社会，我们也在继续

BiMBA的美好传统。AndreaChen 积极

参与 Leanin 社区的组织工作，展现

BiMBAer 的风采。Growth！成长的力

量，成长的喜悦，成长的硕果，这就

是我们的 2014！ 

        

                         （9位 2014新生宝宝的萌照） 

 



                                                     

 

相亲相爱的 F11 

今年的一月我们 2011 届 Full Time MBA 同学有了第二次的年度团圆。今年跟

往年一样同学们百忙抽空赶过来就是为了相聚一面。有些同学坐了五个小时的飞机

就是为了相聚一面。 

 

有些无法到场的同学发来微信自拍，为了让我们看见一面。不管时间长短或方

式能看到同学一面就是想把那一年半的回忆找回来，把 2015 年再变回 2011 年。跟

2011年相同，同学的笑容会让我们想起对方的可爱之处，熊抱了同学，才知道我们

有多亲，千方百计看同学一面，才知道我们有多爱。 

 

2014 年，F11 的三位同学好友做了毕业之后第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创办一家融

合科技与人文，面向未来的公司。 

 

我们希望解决的是年轻人走上社会后

重新构建朋友圈子的问题。身边没有朋友，

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22-32岁的许多

年轻人被这个问题所困扰，那是七分之一的

人口。为此我们做了一款让朋友间的聚会变

得更容易的应用：一呼百应。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有了一个想法，并付诸于行动，开发出

初级产品，策划了史上最机智的圣诞活动，

探索了市场冷启动的路径，开始明白移动互

联网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我们可以去实

现更多的想法。 

 

 

 



                                                     

PT2011 的后 MBA 生活—2014 

相信每一个 BiMBA 人对朗润园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同样的，P11（P妖妖）的同

学们都为自己是 BiMBA人感到无比的自豪骄傲。 

两年的北大生活带给 P11全体同学不仅仅是知识，我们在这里还收获了友情、

亲情、爱情、机遇、事业……我们永远忘不了两年来在北大的每个周末时光，这是

属于我们 P11的集体回忆。 

 

【创业】 
从朗润毕业后，P11不少同学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创业。创业的道路总是荆棘

密布，有苦有甜。P11班委在过去的一年内定期举办创业分享大会，让创业的同学

们多与大家分享创业故事，也提供机会让大家进行头脑风暴。 

 

 

 

 

 

 

 

 

 

 

 

 

 

 

 

 

 

 

 



                                                     

【家庭】 

 

在北大的两年，P11和所有 bimba 人

一样得到了家里人、伴侣、孩子的大力支

持。毕业了以后大伙儿都希望能把更多的

时间留给父母，爱人，孩子，多陪伴他们。 

 

 

在毕业后的时间里面，P11的同学

们周末总是相约几家人带着父母孩子

一起出游，一起活动，P11已经从校园

内的一家人延伸扩大变成了校园外的

一个大家庭。 

 

 

 

正如 P11宣传片中说的，我们的人

生就是不断地走你…走你…走你…P11 继续携手一起走下去。 

 



                                                     

 

毕业啦！FT12 

 

2014，FT12结束了 14个月的 BiMBA 生活，

我们告别彼此各奔东西。每一个人都像攒满力量

的弹弓，冲向这纷纷世界。 

 

祝福 Sapphire，Ambrose，Andy，Yishu，

Diana喜结良缘，你们的爱遍布世界每个角落；

恭喜 Amiee，Emily，Guannan，Ze，ZhiJie 喜得

贵子，这些从小就接受 MBA教育的朗润宝宝，日

后一定会不同凡响。 

 

还有一批身怀梦想的莘莘学子，告别校园就

组建了自己的公司，Lee，Jessica，Steve，Hans，

Guannan，Dorian，Kelly，Mike 你们的拼搏注

定会收获成功，我们期待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看到

你们名字的那一天！ 

 

 

下面是来自韩国同学 Hans的祝福： 

2014 was a big year for me. I finished my 

studies at BiMBA and moved to Hong Kong to start up my own business, odd things. 

2015 is going to be even bigger year because our first mobile app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f you want to find out more about my life or the business, please add me 

to your network and keep in touch! 

 

 



                                                     

更精彩的 PT13 

 

2013 仲夏初秋，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年轻，怀揣着理想和渴望， 

 

加入了 BiMBA大家庭， 

组建了有爱又正能量的集体 

PT13 
 

 

 

 

 

 

 

难忘记，开学集训 

 

在长城艰苦爬行的汗水中相互扶

持、敞开心扉、彼此熟悉； 

 

在搞笑精彩的晚会上卸下防备，

释放自我，增进感情。 

 

 

 

 

 

 

 

 

 

在一起，我们 

 

承受学业、事业和家庭的压力； 

却也享受每门考试后汗水后的雀跃； 

 

 

 



                                                     

 

 

 

 

 

 

 

 

 

多面的我们 

职业装干练、自信，是职场的成熟！ 

万圣夜，我们潇洒妖娆，是百变大咖秀！ 

 

初夏夜，我们在红墙绿瓦的朗润园 

一起轻轻吟唱青春的歌曲，回忆青葱岁月， 

享受着， 

朗润·夏至·青春音乐派对 

仲夏游 

让我们更加珍惜两年时光的短暂。 

 

多年后， 

我们可能会忘记公式定理、投资组合， 

但不会忘记 CS的大汗淋漓、打水仗的浑身湿透、更不

会忘记那个童真午后的张张笑脸。 

 

永远不会忘记的是我们 PT13的率真口号 

 

Be Yourself Be Amazing 

做自己，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