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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祥波人：

2020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森林大火、蝗灾、洪涝，尤其是席卷
全球的新冠肺炎，都让人们措手不及。百年不遇的疫情让我们感
受到个人的渺小与生命的脆弱, 也让我们感受到上下同心、众志成
城的力量。正因为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勇于奉献，共克
时艰，才有今天全面复工复学、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万物
向好的时节里，我们高兴地迎来院刊《远翔》的创刊。

《远翔》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书院发展的历程，记录祥波人成
长的点滴。年轻的书院自创建以来，老师们秉承着教育者的职业
素养与情怀，在各自的岗位上敬业耕耘；学子们怀揣着归属感与
青春活力，在成长的道路上奋力进取。在携手探索的旅程中，祥波
人早已谱写下一篇充满温情与感动的故事的开端。这个故事的开
端，已收录进这期《远翔》创刊号，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份共同的回
忆。

“远翔”寓意放飞自我的青葱岁月，以梦为马的大学时光；“远翔”
是求知若渴，在知识的天空翱翔进取的蓬勃英姿；“远翔”是志存
高远，心怀天下的万丈豪情。院刊《远翔》将全方位展现祥波人的
精神风貌。书院致力于培育“博学慎思，弘毅致远”的祥波文化。我
们希望祥波学子能学会以积极而坚韧的心态面对生活带来的磨
砺与迷茫，最终能够成长为一个博学且具备思辨能力，有远大的
人生抱负和社会责任感，又有坚强的意志力、为追求卓越而锲而
不舍的个体。我们的院刊将见证祥波人成长的青春岁月。

我诚挚地邀请大家踊跃投稿，在《远翔》里留下稍纵即逝的时光，
记录那些或低落、或欢欣、或彷徨、或坚定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社
会对人生的所思所想。 愿你们未来历经 “ 祥风时雨，波澜壮阔 ”的
大千世界后重新打开《远翔》，轻声朗读那些“祥文趣事”，翻阅大
学时光的旧照时，会心起涟漪，再次找回当年纯朴而真诚的自己！

祥波书院院长 叶立新教授
二零二零年八月

August 2020

Dear Harmonians:

When people look back on 2020,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y will 
acknowledge its unexpected nature. Yet I wonder if they will 
understand our experiences living in this moment. Forest fires, 
locusts, floods, and especially COVID-19 have caught us off guard. 
This pandemic is the type of once in a lifetime calamity that makes us 
aware of our individual insignificance and the fragility of our lives. 
However, it is also the type of crisis that highlights our strength in 
community.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focused on 
the community that we were able to support each other, encourage our 
neighbors to pitch in, and eventually overcame our greatest difficul-
ties. Because we were able to pull ourselves together in our time of 
greatest challenge, we have found a way to return to school and 
normal life. At the crux of these changing times, I am pleased to 
present the first issue of The Aviator, our college journal. 

The Aviator will record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a College and the 
growth of Harmonians through art and writing. Since this college’s 
establishment, our faculty and staff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teach 
and nurture students. Our students have been able to start their 
journeys of self-discovery and reach their goals. In these endeavors, 
Harmonians have already written the beginning of our story. Our 
origin is included in this very first issue of The Aviator, which aims to 
share memories among our Harmonian community. 

The Aviator encapsulates the youthful disposition of freedom, that 
desires to explore dreams with abandon; The Aviator represents a 
yearning for knowledge and the boundless skies to be searched; The 
Aviator is of course ambitious, shooting for the stars, but holding the 
world close to his/her heart. This journal will reflect our spirit and 
values in all aspects. Our college i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scholar-
ship, perseverance, and excellence in students. It is our hope that all 
Harmonians will learn to face the hardships and uncertainties of life 
with a positive and tenacious attitude. They will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critical thinking to become steadfast individuals with noble 
aspira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trong wills, and a penchant for 
excellence. This journal is dedicated to these ideals and to witnessing 
the growth of Harmonians for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I invite you to contribute to this project of capturing life’s essential 
moment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the lowest lows, celebrations with 
friends and mentors, late-night philosophical musings, wandering 
afternoons of adventure, and reflections on life. When you open The 
Aviator after becoming a seasoned veteran of the world, between 
“Harmonian fun stories” and decades old pictures of your youth, I 
hope you will once again find the simplicity and sincerity of your 
younger selves. 

Sincerely yours,

Professor Lixin Ye
Master, Harmoni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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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采用书院制，所有学生分别隶属于一所书院，建立各自
的书院文化。书院的责任，在于打破学院和专业的界限，将不同学科和文化背
景的学生聚集在一起，促进师生密切交流，朋辈共同成长。书院着重全人发
展，提供众多非形式教育机会，与学院的专业课程互为补充、相辅相成，也让
师生关系重回本真状态，鼓励师生多做交流，互相学习，并以举办集体活动来
授予学生人际交往技巧、文化品味、自信心和责任感等软技能，发挥个人成长
的潜力。

祥波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第四所书院，为纪念岁宝集团前董事局主
席杨祥波先生对大学的贡献，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书院由
A、B、C、D四栋建筑组成，共计约四百间学生宿舍，可为约一千四百名学生提
供住宿。书院内设有餐厅、厨房、洗衣房等设施，为学生提供一应俱全的生活
基础支持，此外还规划有阅览室、研讨室、音乐室、艺术工作室、乒乓球室、多
功能活动室等公共空间，为学子们营造温馨而多元的书院社区。祥波书院于
二零一八年九月迎来七百余名新生，截至目前，居住在书院的学生总数已超
过一千四百人。祥波书院已成功举办迎新破冰、高桌晚宴、博学祥说系列
讲座、中秋派对等活动。

祥波书院秉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书院制的全人教育理念，旨在实现通识教
育愿景，逐步建立独具一格的祥波文化。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dopts a collegiate system. 
All students are attached to different colleges so tha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cade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mingle to form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teachers and peers. We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providing a multitude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supplement the programmes offered by Schools. We launch a variety of 
events to build up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cultivate their artistic tastes, 
train thei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raise their awarenes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d on March 29, 2018, Harmonia College is the fourth constituent 
colleg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The college is 
named after its patron, Mr. Yang Xiangbo, th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Shirble Group in recognition of his generous donation and continued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ity’s development. Composed of 4 student hostels 
and approximately 400 dormitory rooms, the College could provide 
accommodation for up to 1400 students in its full capacity. Common 

关于祥波
About
Harmonia College

facilities including a canteen, kitchens and laundry rooms are well 
equipped to meet daily demands from its residents. In addition, an 
art studio and rooms for reading, seminar, sports and 
multifunctional purpose are also ready to contribute to a collegiate 
community with warmth and diversity. Harmonia College 
admitted its very first cohort of over 700 students in September of 
2018. Up till now, there is a total number of more than 1,400 
students residing at the College. The College has successfully 
organized a variety of featured student activities, including 
Orientation and Ice Breaking Activities, High Table Dinner, 
Harmonian Lectures, and Mid-Autumn Festival Party.

Whilst inheriting the whole-person and liberal ar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rom CUHK-Shenzhen, Harmonia College will strive 
to create a distinctive college culture to nurtur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5

祥波大事记 Harmonia’s Chronicle

祥波大事记
Harmonia’s Chronicle

01

02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祥波书院正式成立
March 29, 2018
Harmonia College officially founded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祥波书院微信公众号创立
July 30, 2018
Harmonia College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established 

03
二零一八年八月
首版祥波书院《入住手册》发布
August, 2018
The first edition of Harmonia College Resident Handbook 
released

04
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一批书院新生入住
August 29, 2018
The first batch of Harmonians registered in the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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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三日
祥波夜谈第一期 | 
大一新生应该如何学习
September 13, 2018
Harmonia Evening Talks I | 
How to Study in Your Freshmen Year?05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届迎新破冰活动
August 31, 2018
The first Harmonia College Orientation & Ice-breaking 
Events

06
二零一八年九月六日
2018祥波书院新生见面会
September 6, 2018
2018 Harmonia College Information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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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09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祥波书院喜提中秋·家校·庆晚会
“最佳书院奖”
September 24, 2018
Harmonia College won ‘Best Performance
Award’ at ‘Moon Festival - We are family’ Gala

11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首期舍监倾谈
October 15, 2018 
Warden Office Hour Ⅰ 

12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祥波书院第一批功能房开放使用
October 15, 2018
The first batch of function rooms at
Harmonia College put into service

10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祥波书院英语角第一期
October 12, 2018
Harmonia English Corner Ⅰ 08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2018祥波书院中秋派对
September 21, 2018
2018 Harmonia College Mid-Autumn Festival Party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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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15, 2018 
Warden Office Hour Ⅰ 

16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祥波书院2018年度高桌晚宴
November 21, 2018
2018 Harmonia College High Table Dinner

13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祥波书院院长茶会第一期
October 19, 2018
Tea Time with Lixin Ⅰ 

14
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
祥波工作坊第一期 | 
万圣节美食DIY活动
October 30, 2018
Harmonia Workshop Ⅰ | 
Halloween Activity

15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七日
博学祥说第一期 | 
领略中国书画艺术的笔墨飞扬
November 7, 2018
Harmonian Lectures Ⅰ |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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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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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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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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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队参加2018年度大学校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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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10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April 8, 2019
Harmonian Collection Ⅰ | People on Campus

21
二零一九年四月八日
百文呈祥第一期 | 
“大学里的那些人”征文大赛

22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博学祥说第三期 | 中国的货币
政策传导：最新证据

May 4, 2019
2019 Harmonia College Spring BBQ Party

23
二零一九年五月四日
2019祥波春季烧烤派对

24

25

二零一九年六月
书院代表团前往台湾地区
高校参访交流

April 28, 2019
Harmonian Lectures Ⅲ | China’s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The Latest Evidence

June, 2019
College delegation visited th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June 15, 2019
Harmonia Kaleidoscope Ⅰ | Summer Drama Exploration

二零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祥波万花筒第一期 | 夏日探剧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11

祥波大事记 Harmonia’s Chronicle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26
二零一九年八月六日
EPC & MPC欢迎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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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祥波人：

2020注定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森林大火、蝗灾、洪涝，尤其是席卷
全球的新冠肺炎，都让人们措手不及。百年不遇的疫情让我们感
受到个人的渺小与生命的脆弱, 也让我们感受到上下同心、众志成
城的力量。正因为全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勇于奉献，共克
时艰，才有今天全面复工复学、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万物
向好的时节里，我们高兴地迎来院刊《远翔》的创刊。

《远翔》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书院发展的历程，记录祥波人成
长的点滴。年轻的书院自创建以来，老师们秉承着教育者的职业
素养与情怀，在各自的岗位上敬业耕耘；学子们怀揣着归属感与
青春活力，在成长的道路上奋力进取。在携手探索的旅程中，祥波
人早已谱写下一篇充满温情与感动的故事的开端。这个故事的开
端，已收录进这期《远翔》创刊号，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份共同的回
忆。

“远翔”寓意放飞自我的青葱岁月，以梦为马的大学时光；“远翔”
是求知若渴，在知识的天空翱翔进取的蓬勃英姿；“远翔”是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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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与迷茫，最终能够成长为一个博学且具备思辨能力，有远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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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舍的个体。我们的院刊将见证祥波人成长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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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人生的所思所想。 愿你们未来历经 “ 祥风时雨，波澜壮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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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书院院长 叶立新教授
二零二零年八月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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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祥波舍监组织趣味运动会
September 22, 2019
Harmonia Wardens organized Fun Games at Harmoni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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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19
The Assembly of Fellows of Harmonia College officially 
established 

二零一九年十月
祥波书院创院院务委员会正式成立

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三日
祥波舍监导师参加大学舍监导师年度会议
October 22, 2019
Harmonia warden & tutor team at Annual Activity for 
Wardens and Tutors

33

October 27, 2019
Harmonia Sleepless City

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祥波不夜城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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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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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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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35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祥波书院2019年度高桌晚宴
November 27, 2019
2019 Harmonia High Table Dinner

34

36

November 22, 2019
Harmonian Lectures Ⅳ | The Technological Mystery of 
Recent Olympic Games and China's 7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博学祥说第四期 | 奥运庆典
和70周年国庆背后的“黑科技”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祥波书院办公室前往澳门大学参访交流
December, 2019
Harmonia College Office staffs visited University of 
Macau

37
January 11, 2020

2020 Harmonia Spring Fair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
2020祥波新春集会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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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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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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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安元 祥波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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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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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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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杨祥波先生 In Memory of Mr. Yang Xiangbo

铭记杨祥波先生
Special Column: 
In Memory of Mr. Yang Xiangbo

特别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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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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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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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Mr. Yang Xiangbo was the founder of Shirble Group. 
In addition to being a visionary entrepreneur, he was 
also a famous philanthropist. As the founder of the 
fourth college of our university, Harmonia College, 
Mr. Yang was present at the Founding Ceremony of the 
college in March 2018. He cared deeply for the college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growth of our university. His 
benevolent and unwavering support earned him a 
recognition very well deserved.

Mr. Yang was a longtime friend of the CUHK-Shen-
zhen communit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armonia 
College, he was extremely supportive of college 
events and developments. He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of the first Harmonia College High Table Dinner in 
November 2018 and spoke at the second Harmonia 
College High Table Dinner in November 2019. He will 
be deeply missed by Harmonians for his generosity, 
warmth, and dedication to the society. His passing is 
not only a great loss to our college, but also to our 
university and our society. 

Harmonia College has now become his living 
monument. His legacy will live on in the hard work of 
this institution and the success of its members. Let us 
all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his name.

Mr. Yang passed away in Shenzhen on June 2, 2020, 
aged 58. All students, teachers and staff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re 
saddened by the news.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杨祥波先生生前是岁宝集团创始人。他不仅是一位传奇的企
业家，也是一位热爱公益事业的著名的社会慈善家。他是香
港中文大学（深圳）第四所书院⸺祥波书院的创办人，于
2018年3月祥波书院成立时亲临仪式。杨先生对大学的书院   
发展和学生成长倾尽心力, 贡献卓著；积善之行，足为楷式。

杨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长期的朋友。自祥波书院成立
以来，他对书院活动和发展关心备至、尽心尽力。他是2018
年11月书院首届高桌晚宴的主旨演讲人，也在2019年11月
书院第二届高桌晚宴致辞。祥波人会永远记住他的慷慨，热
情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他的离去不仅是祥波人的巨大损
失，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及社会的巨大损失。

祥波书院已经成为杨祥波先生永远的丰碑。他的精神会在一
代 代 祥 波 人 的 努 力 和 进 取 中 得 到 传 承 。让 我 们 不 断 进
取、追求卓越，这也是我们对杨先生最好的悼念。

杨祥波先生于2020年6月2日在深圳离世，享年五十八岁。杨
先生名留后世，德及乡梓。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体师生不
胜悲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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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Harmonia College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各方悼词 Eu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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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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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杨祥波先生 In Memory of Mr. Yang Xiang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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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各方悼词 Eu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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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各方悼词 Eu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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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波澜 Harmonian Interviews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二零二零年六月，祥波书院的一批硕士毕业生即将挥别母校，踏上全新的
旅程。回首过往，他们曾深耕学海，将青春韶华付与努力，付与前进；他们
曾躬身前行，不懈探索，并拥有了坚定的信念。致所有祥波人：愿有前程可
奔赴，亦有岁月可回首。

风起波澜
2020年硕士毕业生专访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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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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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Q1：你过去两年在书院生活学习的经历是怎样的？
A：过去的两年里，书院给我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比如在
学 校 上 课 的 日 子 里，基 本 上 每 周 都 有 几 天 在 自 习 室 通 宵 奋 战
project，也数不清到底见证了多少个凌晨4、5点的祥波C栋自习室。
我和小组的同学一起在书院撸过串、码过代码，一起失望过也一起
高兴过，可以说祥波书院见证了我们的喜怒哀乐，也见证了我们的
成长。之后我在校外实习期间，经常到晚上9点甚至10点半才能回到
书院，这时候往往感觉又累又饿，书院的厨房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饿了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第二天就又感觉元气满满了。

Q2：了解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你正身处湖北，可以跟大家
分享你的经历和感受吗？
A：印象比较深的是在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们家这边的公交车就已经
停运，当我们回到爷爷奶奶家的时候整个城市完全被封锁了。我清
楚地记得我在爷爷奶奶家总共被困了52天，因为那一段日子让我明
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不能出
门，每天活动步数基本都不超过100步。小区也被全面封锁，日常用
品小区会派专人采购。不过，我在家的这段时间也学会了很多技能，
包括做包子、包饺子，也读了很多经典书籍，收获颇丰。在城市解封
之后，进超市需要扫码填问卷、测体温等，整个城市的疫情防控工作
做得还是很到位的。关于疫情期间的感受，我想先分享一个小故事：
桌子上有半杯水，第一批人看到这杯水说，还剩一半，我真幸运啊；
但是第二批人说，怎么只剩一半了，真是倒霉透顶。毫无疑问，这次
疫情对我和我的家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但面对这些困难，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批人，看到杯子里还有
半杯水是感到幸运的，因为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一家三口仍很健康，
而且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

Q3：疫情期间，你觉得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了哪些切实有效的帮
助？
A：政府和社会确实给湖北提供了很多援助，包括医疗防护用品、药
品，还有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其中黑龙江的医疗队对我们市的
援助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真的很佩服这些最美的逆行者。包括后
来我在一些短视频里也看到，随着疫情的缓解，黑龙江医疗队踏上
归程，我们市有很多市民都自发走上街头，沿街十里相送，场面非常
壮观，同时也让我心潮澎湃。最后很感谢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让
我充分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团结。

Q4：疫情后回到书院有什么感受？可以分享一件疫情期间你觉得有
关书院印象最深刻的事吗？
A：回到书院之后，我感受到了和家一样的温暖。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返校之前，书院的Vicky老师非常细心地指导我返校的注意事项。以
及当我在外隔离结束，抵达祥波书院的时候，我看到书院老师、舍监
叶帅教授和一些物业人员都在c栋门口等着迎接我，亲切地问候我
在家过得怎么样，在酒店住的是否习惯，还赠送了防疫健康包等等。

Q5：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在家学习/工作会感到焦虑或是效率低
下的问题，你是否曾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你又是如何在特殊时期
调整自己的心态和工作模式呢？
A：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自己也遇到过。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搞“
闭关锁国”，在家学习的话，可以和自己的朋友约定时间开视频云自
习。然后每天晚上可以复盘并制定明天的计划，也可以抽空和朋友
们互相答疑解惑或者交流自己的学习收获，因为学习不仅需要输入
也需要输出，这样才能掌握得更扎实。

Q6：今后有什么个人发展规划吗？
A：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大的就业环境不是很好，可能是最难的毕
业季吧。不过我一直记得习大大在新年贺词里说过一句话“我们做
年轻的一代，一定要有自身的情怀和不变的初心”。即是我们首先要
清楚自己到底想追求什么，并且去努力追求。如果走技术路线的话，
我建议可以把25到40岁这15年分为三个5年做一个阶段性的规划，
然后争取在一个行业深耕并成为这个领域的小有名气的专家。
 
Q7：对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吗？
A：第一是规划和方向很重要。迷茫而焦虑是因为目标太抽象了，比
如说我要考复旦，如果我每天都想的是：我现在做的事能不能让我
考上复旦，你会发现每天压力都很大，所以我建议采用“控制的两分
法”，首先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将遥远的目标分解为当下一个个
触手可及的小任务，逐个击破，比如为了实现考复旦这个目标，我可
以每天早起半小时多背几个单词，少玩几盘游戏等等，这样日积月
累实现最初的目标就是水到渠成。第二个建议是要积极与外界互
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出真知。第三点的话就是多阅读，我一
般到一家公司实习或是跟着一个老师做课题时，都会先会向老师要
一个书单，这样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时
反过来也激发了自己读书的兴趣，这是一个良性正反馈的过程。

Q8：毕业在即，有什么对书院的期望或是想说的话吗？
A：在祥波书院经历的这一年多恍如昨日，感谢祥波这个大家庭带
给我这么多温暖，我也为能成为祥波人而自豪。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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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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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轩 祥波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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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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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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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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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受访人：祁思浩 
2018级数据与运筹研究科学院
曾于国内知名券商实习
来自湖北省孝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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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波澜 Harmonian Interviews

Q1：可以聊聊你在书院生活学习的感受吗？
A：在这一年多的研究生生涯中，书院不仅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生活
设施，也给我们提供了自习室和各种各样的功能房，让我们能够在
学习中劳逸结合。
 
Q2：作为一个在本科阶段就已经积累了很多实习经验的同学，为
什么你本科毕业之后没有直接工作而选择了继续读研呢？
A：首先因为金融专业在就业方面是比较注重学历的，现在一般大
的券商或是银行招人的门槛都需要研究生起步。其次，我想要保持
职业和学术生涯的连续性，所以决定先把研究生读完，再进行一个
相对连续的职业生涯。
 
Q3：从你的发展经历来看，你似乎很坚定地选择了金融方向，在你
的个人发展中，你也曾经有过觉得很迷茫的时候吗？你后来又是怎
样解决的呢？
A：我曾经也有过非常迷茫的阶段，虽然我的实习经历很多，但每段
实习经历的相关性其实是非常低的。不管是银行、券商或是基金，
我都想去尝试一下，但又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方向去深耕，这使得我
的实习经历非常杂泛。但最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后悔自
己曾经的选择，如果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的话之前的努力就都白
费了。不要轻易放弃，坚定地走下去，尊重自己曾经的选择。
 
Q4：现在大学生就业一方面有找工作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担心找
到的工作不是自己喜欢的，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A：就金融业方面来说，首先现在行业不是特别景气，无论是由于国
际形势，比如贸易战，还是受疫情的影响，找工作肯定是有压力的，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顺利地找到自己喜欢和热爱的工作也是正常
的。我觉得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随和的人，无论是最后找到怎样的
工作，都应该想办法去适应它、去喜欢上这份工作。因为大家最后
选择的工作其实已经是在拿到的offer中自己觉得最好的了，就总
有能让自己喜欢上这份工作的方面，所以我觉得努力适应、坚持探
索还是很重要的。

Q5：你对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呢？
A：我觉得首先不应该虚度光阴，课余时间多和不同领域的人交
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另外在暑期和寒假多多实习也是很好
的，当然实习的话也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很狭隘的领域，可以
尝试很多不同的工作和领域，你可能就能够慢慢发现自己最适合
怎样的工作。在研究生阶段就可以专注于最适合自己的方向进行
深入的学习发展。
 
Q6：可以分享一件书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吗？
A：书院每一层都有公共厨房，所以我们在同学生日或者是节日的
时候就会聚在厨房做菜聚餐，谈一谈各自的经历。我感觉非常温
馨，就像在一个大家庭中一样，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Q7：你有什么对书院的期望或是想说的话吗？
A：希望书院能增加一些互动的活动以及楼层的活动，比如体育类
或是电子竞技类，以促进楼层各个寝室间的关系。最后很感谢书院
给了我一年印象深刻的研究生学习生活，使我的未来人生各方面
都受益匪浅。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受访人：曾俊奇 
2019级经管学院
曾于多家金融行业知名公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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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Q1：如果用一/几个词来概括你的书院生活，你会用什么词呢？
A：我觉得书院相比一般学校宿舍而言，更像是一个“小家”。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节日的时候大家
也都有机会聚在一起。平常可以跟同学一起在楼层厨房做饭什么的，这种很温馨的感觉让人觉得并
不是背景离乡去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而是在自己的另一个家。

Q2：关于职业和学业的规划方面，作为一个金融专业的学生，你在大三的时候有过一次在北京大学
国家资源研究中心的项目实践经历，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和自己专业不同的项目实践呢？从书院的
层面，你觉得参与不同的实践活动有什么益处？
A：其实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但当时我并没有去想很多它和自己的专业不是特别相符的
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毕竟都是在经济大类下的。但是这个经历也让我对后来一些工作比较有信心，
我可以从零开始去研究一个新的领域，也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很好。而且给老师做科研助理期间也涉
及到了很多方面不同的工作，不仅是和博士生去交流，包括带实习生，去和一些出版商沟通，以及自
己在学术方面刊物的出版，都是比较新鲜的经历。书院层面的话，我觉得去参加不同的经历也是给
自己提供更多的机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所能做的事都是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的，所以说
去参加不同的实践活动，实际上也是一个扩大自己认知的过程，只有尝试的多，才会有更多的想法，
然后也在不断的摸索中找到自己其实最想做什么。

Q3：关于即将结束的书院生活，有什么感受吗？
A：感觉挺舍不得的，老师同学们都很好。自己在这段时间成长较大，比较清楚地知道之后要做什么，
对未来的生活有一个较充分的准备。

Q4：有什么关于书院的感悟和期望可以与未来的学弟学妹分享一下？
A：我觉得书院在专业课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尽可能不让自己生活在重压之下，充分
利用资源做到学习工作和休闲之间的平衡，调整好心态，给自己充电，然后去迎接更大的挑战。希望
书院以后也可以有更多更完善的功能室供大家使用。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Q1：在书院生活两年最大感受是什么？
A：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祥波书院和我一样都是在成长的。因为祥波2018年刚成立，我看她从完完
全全什么都没有，到现在有各种丰富的活动，像每周英语角这样的活动也一直都坚持下来，包括设施
也完善了，感觉祥波的学习和成长速度都很快。

Q2：你参加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书院活动有哪些呢？
A：我参加比较多的是一些节日类的活动，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刚入学时候的新生见面会。因为当时
学生和家长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对新校舍的环境及书院规划。见面会的形式非常开明，邀请大
家坐在一起把内心的疑问面对面聊开。书院老师以及一些校方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出现。会上提
了不少关于书院建设规划以及管理上的一些意见，都得到了负责人的及时反馈。当时作为一个新生，
这立马就增加了我对书院的归属感。

Q3：你的就业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也有不少关于HR的实习经历，你觉得从HR的角度来看，在求职
过程中，企业一般倾向于求职者拥有哪些品质或能力？从书院的层面，你觉得书院经历有利于培养哪
些方面能力呢？
A：我个人觉得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沟通协调以及表达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特别是我在两份
HR的实习中，有去参与一些面试评估，然后我发现无论是任何岗位的招聘，那些沟通能力比较好，思
路比较清晰的应聘者，他们从面试官那里得到的评价相对来说会高一点。从书院层面而言，我觉得书
院一直都有在鼓励同学们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如在活动组织上，书院也会参考大家的想法。我觉
得这里面有很多沟通协调的过程，包括我自己也有和书院提建议的经历，这些我觉得都是有利于培养
锻炼学生的沟通协调能力的。

Q4：最后，你对书院生活有什么建议或者感悟，与未来的学弟学妹分享吗？
A：建议是大家可以多利用书院提供的一些资源，比如我一直在关注书院经常举办的一些就业升学类
的讲座，能帮助大家去了解各个行业的一些基础的知识。如果是大一大二对自己可能感到比较迷茫
的，这类讲座也有利于拓宽思路。

受访人：顾凯宁 
2018级人文社科学院
曾任校心理协会会长
中国民生银行人力资源实习生

受访人：李婧鑫
2018级数据与运筹科学研究院
获得多次校奖学金及商业赛事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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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波澜 Harmonian Interviews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Q1： 聊聊你过去两年在书院生活学习的经历？
A：在书院这两年我主持了很多活动，比如18、19年的高桌晚宴，19年
的开学典礼，也参与过书院周边宣传照拍摄，接触到了很多的人，在他
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待人接物的方法。所以也非常感谢书
院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能参与到书院建设中，出自己的一份力。
 
Q2 ：你认为在书院的经历如何帮助职业发展？参与书院的活动又培
养了你哪方面的能力？
A：我觉得书院非常好的一点是，它不仅是我们的住所，还有很多思想
文化交流这方面的东西。书院能够给同学们提供很多助理岗位，其实
就像一个在校的实习，让很多大一大二的同学能有机会和别人合作完
成一个项目或者一个目标，像是提前进入、体会到工作的环境，也从中
获取经验。对我来说，我在书院主要做的是主持类的工作，做主持的话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为主持人和台前幕后所有的演职人员、
工作人员去交流配合，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提升自己的沟通技巧和效
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好的沟通效率也会是往后在工作中非常重要的
素质。
 
Q3： 分享一件主持人工作中对你影响深刻的事？
A：我觉得是有一次我主持博学祥说的讲座，当时博学祥说刚开没多
久，我开始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小规模的活动，自己已经主持过校级的
音乐会和书院的高桌晚宴了，这个活动应该是不在话下的，没有提前
做太多准备。结果到现场时，主持词有很多改口，仪态也不是特别
presentable。结束之后我就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做的让自己这么不满
意，其实就像是我们老师经常说的，一个人优秀，并不是他能做成什么
大事，而是把每件小事都做好。但后来办公室老师在19年高桌晚宴的
时候还是找我去主持了，算是没有砸了自己的招牌。感谢书院的老师
能再次给我一个机会证明自己，让我觉得老师们没有因为之前的主持
失误就“雪藏”我，也让我准备19年高桌晚宴的时候更加努力。这也是
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觉得能容人的人，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大的能量
和辐射。

Q4： 从你在书院的经历来看，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在个人发
展的过程中迷茫过吗？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A：我一开始进入书院觉得这是一个很新奇的概念，所以想尝试着去
理解、融入它，做主持人就是我的一个切入点，后来在尝试的过程中
发现做这件事我很享受，感觉在和大家共同完成一个目标，很有成
就感。对于个人发展我其实也迷茫过，因为身边有些同学的目标是
很清晰的，但我却没有。后来想，我其实忽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
奏。那这个时候要尽量找到自己一些短期内的目标，努力实现，比如
去实习、兼职，做好书院和学院里的工作等等。王阳明说“人须在事
上磨”。只有不断做事才能懂得道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的时候
觉得很多道理已经懂了，但是在遇到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运用，
也没有领悟到“原来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要多做事，在做事
中体悟。
 
Q5：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吗？
A：我本身学的是同声传译，很多人说口译是一个“echo”，但是我觉
得它更是一个“voice”，就是说译者不仅仅是单纯地转化讲者的语
言，译者更需要去思考，去产出。所以我希望自己以后能从事一些能
发出voice的工作。如果是企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和外事相关的岗
位。也不排除会进体制，因为体制对外语人才需求也很大，我也很想
做一些造福大众的事情。
 
Q6 ：对学弟学妹们有什么建议吗？
A：首先是保持阅读。因为没有好的输入就没有好的输出，重要的是
保持持续输入。第二点是保持好奇，我个人是学翻译的，学翻译就需
要不断地接触新的领域，保持好奇的心态，才能不落伍。

受访人：王明宇
2018级人文社科学院
曾多次担任祥波书院高桌晚宴、
迎新破冰活动及大学大型活动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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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可以分享一件书院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吗？
A：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每一层楼的tutor，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在微信群里他们总是会关心我们，还
举办一些线上的活动，让人感受到很温暖。

Q2：在个人成长中，你是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方向的？
A：我认为第一点在于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本来是国际贸易里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A国
什么都比B国好，但两个国家还是可以做贸易互惠共赢。放到现实生活中就比如，另一个人他各方面都
比你好，成绩比你好、形象比你好、社交能力情商也比你高，但你也一定有比对方有比较优势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人做研究比你厉害，情商也比你高，做销售也比你厉害，但是你做销售的机会成本会比另
一个更适合做研究的人的机会成本低，那你就更具有比较优势。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中做出选择，还是
找工作确定方向都可以用这个理论。第二点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分析一个企业或是行业的核心。比如我
个人觉得无论是金融还是实体，这些企业的核心岗位都是研发和销售，核心岗应该是比较不容易取代
的，然后从这两个岗位中我再去分析自身，更适合哪个方面在哪个方面发展。

Q3：关于个人学业职业发展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A：我觉得从经管学院来看的话，经管的学生们心态可能会更偏浮躁，就是有时大家没有踏踏实实地自
己体验，而只是从外人的角度去看事情。也许也和现代网络环境影响有关。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少听多
做，多去尝试，从各个行业的完整链条，尤其是自下而上地去了解各个行业和岗位的现状，从而确定自
己要去做什么工作。另一点是从我个人经历出发，因为我的本科阶段偏重学习，一直没有做实习。现在
看来本科阶段确定业界还是学术的大方向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决定从事业界的工作，一定要多多
实习，学会提前规划未来。

Q4 ： 有什么对书院建设的建议或是期望吗？
A：我觉得书院是港中大（深圳）的一个特色，书院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融合在一个新的单元中，促进不
同专业之间的交流。我的愿景就是希望祥波能延续书院制的初心，多举办一些让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
聚在一起交流的大规模活动。

Q1 ：书院生活中最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经历是？
A：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次英语角。当时是一个panel discussion的形式，大家围坐
在一起，一起讨论。也有见到叶院长，感觉非常亲切。我觉得英语角的氛围不仅能促进语言学
习，大家坐在一起交流的感觉也很自在舒服。周五晚上有这个机会也可以socialize一下。

Q2 ：你觉得你丰富的校外主持和翻译经历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A：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去“find my own identity”，会觉得我们应该是

“somebody”，但是当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和一些人交流以后，不断地打破自己的
“comfort zone”，我们会发现“I am just nobody”，因为那些人都太厉害了。但在逐渐去接触

厉害的人、和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会发现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而也就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
能做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一定是因为他们有很不一样的品质。所以就会重新探索自己、重新
定位，决定自己要走怎样的路。

Q3 ：从本科阶段的师范英语到后来研究生选择学习翻译，你是如何探索自己的未来发展方
向的？
A：学翻译是因为之前有一些口译的经验，同时在翻译学习中也可以感受很多文化的东西。我
觉得特别是当遇到一些好机会，而另外一些好机会还“在路上”的时候，是最难做选择的。这
时候就多多尝试，慢慢摸索，比如我本来想走A这条路，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B和C也很
好，那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也许B和C也有向A发展的空间。

Q4 ：最后有什么对书院想说的话吗？
A：书院活动老师们都很用心，比如像高桌晚宴就特别盛大，各种细节做的很到位，很感谢老
师们每一次的准备。祝祥波越来越好。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受访人：王培昊
2019级经管学院
曾于博时基金、
招商证券总部任经理助理

受访人：叶杏霞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
曾为多类大型会议、赛事提供口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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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于祥波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祥波一隅，蟠龙踞虎。祥波人闲暇时的调墨弄笔，将对这个世界的诸多看
法宣之纸上。日记为形，记录成长蜕变，梳理思考过程；小说作载，刻画艺
术现实，交织情感文字；散文成体，串连理性逻辑，共谱心灵体验。生活中
的人生百味，遂通过文章传到每一位读者的心底。

百文呈祥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25



26

波澜壮阔奋斗一生为家国，祥风慈雨造福万代育新人。
沉痛悼念祥波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

⸺徐扬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祥波先生创办的祥波书院，已成为他永恒的丰碑。书院
成立典礼和连续两年的书院高桌晚宴，祥波先生亲临现场
并致辞，留下他对事业及人生珍贵的分享和对祥波学子殷
切的期望。祥波人会永远感激和缅怀他对书院的贡献和对
书院全体师生的关爱。祥波先生的精神，则会在一代代祥波
人的努力和进取中得到传承。

愿逝者安息，生者奋然。让我们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这，也
是我们对书院创办人杨祥波先生最好的纪念。祥波先生千
古！

⸺叶立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院长

能在电梯里，厨房里，走廊拐角处，和他相遇。每次映入眼帘的都是
熟悉的制服和佝偻的背影。有时正好面面相对，想说些什么却又胆
怯。便只好把自己的头放低，低到正好能错过他的眼神。

有一次在电梯里遇见，他蜡黄的面庞上面爬满了一层一层的褶皱，像
是夏日里岩石炸裂开的样子。出于礼貌，我问他去几楼。他拘谨地笑
一笑，说去二楼。本以为接下来会是如常的沉默。他却打开了话匣
子，一如所有长辈的开场白：“在这里还习惯吗？”我也像应承公事
一般木讷地答道：“还行。”并不习惯在逼仄空间里与人交流的我拿
出手机，想缓解这短短几十秒的尴尬。谁知下一秒，他的声音又响起
来：“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特别是你们小女孩，在家里都
是被宠着的哦。还有呢，就是要好好读书，别像我这样，老了做这些

事情，爸爸妈妈赚钱多不容易哦……”他继续说着，仿佛回忆起了往
事。

我沉默着点头，细细打量他。都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那同样密布着
皱纹的手，究竟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他的手指微微卷曲着，想要握
住些什么，却又不舍得抓紧。双腿笔直地挺立着，却因为脊背的弯曲
和压迫显得有些无力。好像有隐形的千斤重担担在身上。和这城市里

异乡人 南沁馨 2018级经管学院

雨下得挺大。

夏天的雨是最不讲道理的，想来就来，来了就哗哗泼水，泼得铺天盖
地。她感到庆幸，真是运气，前脚刚进办公室，后脚雨就落下来。不
过……她看着被雨糊得一团模糊的窗子，又有些发愁，走得急匆的，
伞忘带了。她惯常不会忘的，恰恰是今天，而暴雨今天也正正好下下
来了，值完班可怎么回去……

她瞥见旁边的桌上有把雨伞，一个念头很突然地冒出来：要不，把这
伞借走，明天再还回来？她想着，但很快否决了这方案。明天还得跑
一趟，多麻烦呀，而且未经别人允许擅自动别人东西也不好……干脆
去全家福买把伞吧，她是很需要第二把伞，到时候一把随身带着，一
把就放在办公室，以防万一……

她正想得入神，座机铃声突兀地响起来，吓她一跳，慌忙拿过听筒，
把声音放柔，“您好，这里是朋辈倾听热线，请问有什么我能帮您的
吗？”

这样的电话她接了无数次，同学们都健谈而和善，她只需要做一个合
格的听者。事实上她也喜欢听别人讲话，只听，不说。她喜欢品藏在
对方声音里的小小情绪，跃扬的，涩然的，甚至愤怒的，像是人就站
在她面前，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她都细细地看着。和她聊天是很愉快
的，她又温柔又耐心，听人说话时从不走神，还总能恰到好处地回应
谈话对象。当然她也觉得同大家聊天很愉快，每当有人感谢她的倾
听，一阵自心底涌上来的幸福感就会把她填满，被人需要是多么美好
啊，她感觉她有价值极了。

可是今天这通电话不一样，她说了几遍“您好”，对面就是不出声，
顺着电话线传来的只有噼里啪啦的雨。大概是恶作剧吧？她正准备挂
电话，放下听筒的手倏地停住了，如果没听错，刚刚耳边似乎有……

“您好” 杨雯钰 2018级经管学院

痛悼先生与我们永别!让祥波书院披着夕照、映着朝阳，用她的每一砖每一瓦，见证先生您筚路蓝缕创业的
辉煌、热心教育呵护学子的慷慨!

⸺朱纯深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祥波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

昨夜惊闻书院创始人杨祥波先生逝世的噩耗，心中不禁泛起一阵哀思。还记得去年的高桌晚宴上，他给我们
上了一堂人生课，鼓励我们要有积极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杨先生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十分舒适的生活环境，我
们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将它化成动力，投入到将来的学习和工作中去。

附：家父挽杨先生联
先生辞盛世，岁宝才吞香港地；
后学继仁风，祥波光耀大湾潮。

⸺黎沐爔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五十八载予一方祥风细雨
宝所在近廿十余年抒一世波澜壮阔

⸺蒲可为 祥波学子

这个时代最应该感谢的是那些创业的人。他们承担着与回报不成正比的风险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去为自己和
群体创造价值。成功的创业者引领了产业，失败的则通过为市场竞争增添活力，促成了产业的繁荣。感谢杨
祥波先生让我们看到的创业者的奋斗，智慧与风度。杨先生千古，每个人都会逝去，而先生是真正体验了生
活的小部分人。

⸺李昀熹 祥波学子

感谢杨先生。谢谢您，您的慷慨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胡达 祥波学子

头顶天玑创岁宝集团一生敬仰
心怀天下建祥波书院万世流芳

杨祥波先生厚恩大德，虽结草衔环不能尽报。
⸺马安元 祥波学子

恶魔砍倒了一颗杨树，
但树上的绿叶必会继承其梦想，
飘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人们的心中泛起安祥的微波。

⸺刘宇轩 祥波学子

“岁月峥嵘，宝刀未老，祥风时雨，波澜不惊”。先生，一路走好！幸为祥波人，我一定会带着您的希冀与祝福，
劈波斩浪，扬帆起航！

⸺李嘉冀 祥波学子

致祥波先生：
惊闻先生逝世之消息，悔不能早受教于先生。忆往年晚宴，谆谆教诲仍在耳畔。惋惜您无法继续陪伴祥波书
院和学子成长，于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愿先生一路走好，愿先生家人安好。

⸺崔浩 祥波学子

《父爱润无声，清风寄哀思》
⸺父亲节忆杨祥波先生
父亲是平凡日子里的暖阳，
是悬崖峭壁下的海绵，
竭尽所能成为儿女夜空中，
不断闪耀的星光。

您是儿女的父亲，
也是祥波书院的父亲。
您以余晖，
焊镀祥波师生的金色大道；
您以爱与温暖，
照亮莘莘学子的五彩梦想。
您以理想与信念，
激起红色祥波的万道涟漪。

清风一缕，云卷云舒，
是否带来了您的叮嘱。
细雨凭栏，夏日静思，
又忆起您的音容笑貌。

杨祥波先生千古，您永远活在祥波人心中。
⸺陈芊峥梦 祥波学子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老师

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把担子一声不吭地都扛在自己身上。都是在
外漂泊的人，谁又比谁更可怜呢？我打断他的话头，轻声地小心
翼翼地问：“累吗？”他的脸上浮现出淡然而无奈的笑容：“做
什么事不累呢？只是趁我还做得动，补贴家用嘛。”我一时间不
知如何回复，只好做出微笑表示理解。忽然，叮咚一声，电梯到
了。我快步走出来，像在逃离些什么。刚才的几十秒钟仿佛老电
影的镜头慢放，我的脑海里全是那山峦一般的皮肤，全然忘记了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下次再见他的时候，我也会习惯性地逃避他的眼神，好像电梯里
的对话只是平常生活的一个小插曲，我们从未认识过。他依旧每
天辛勤地打扫卫生，为我们提供一个整洁的生活环境。我们唯一
的相同点，不过是同为漂泊在外的异乡人。

上个周末，我和朋友去滨海栈道。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又看到
那佝偻的背影。跟家人在一起的他非常放松，好像年轻了几十
岁。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他转过头对着自己的小孙子笑着，讲着
爷孙俩的玩笑话。在外的日子里，家人的陪伴总是最暖心的慰
藉。就算在忙碌的孤独的日子里，有这样一点温暖也足够了。

细微的哭声？

她怔住了，又凝神仔细听，是真的……噼里啪啦的雨里藏着抽泣
的声音。她知道这时候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却什么也
说不出来，好像喉咙突然卡住了。

说点什么，拜托，什么都好，快说点什么。她少有地慌乱起来，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以往她只需要听就行了，今天却突然让她
说话了……怎么办？应该劝她别哭了吗？有点敷衍吧……那告诉
她没关系，想哭就哭吗？不行不行，太落对方面子了……她觉得
有些缺氧，这太难了，脑子转不动了。

“您好，我……”脑子一乱，人就紧张地语无伦次。她反反复复
讲这一句话，但忽然意识到这样很蠢，一下子清醒过来，她停住
了，一个念头很突然地冒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勉强自己讲话呢？

这念头不那么容易收住了，她越想越多。是啊，我明明可以不讲
话的。我不想讲，我也讲不出来，那我就可以不讲。小小的勇气
从她心里升上来，深吸一口气，对，其实我可以不讲话的。

于是她真的不再讲话了。对方听着她的呼吸声，她也听着对方
的，一呼一吸，一来一回，一个字也没有，但她们互相都听懂
了。

等到对方的呼吸慢慢平复下来，她的脑子也恢复运转了。她不由
自主地笑起来，尽量放柔声音，又说了一遍：“您好，这里是朋
辈倾听热线，请问有什么我能帮您的吗？”

“您好……”对方终于开口，似乎也破涕为笑，“谢谢，您已经
帮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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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文呈祥 Harmonia Collection

我一直觉得，对我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叫生人，另一种

叫熟人。现在渐渐意识到可能还有第三种人，不生不熟，不远不

近，在生与熟的边缘线上徘徊，却永远不会踏进一步。这种

人我先姑且命名为“影子”。

大学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形式上开放，内核上和高中没什么两

样。圈定一片地皮，让一群年轻的孩子们在这篇封闭的、平静

的、几近于美好的空间里成长。舒适又轻松，无论什么时候身

后都有人保驾护航。

早上五点是一个人的五点，如果这个时间醒来，也许还赶得上朝

露和晨光。舍友通常还未起床，也可能刚刚结束通宵。这时上园

的一切都还在待机，熟悉的不熟悉的同学们都暂时脱离了我的生

活轨迹——而“他们”已经无声无息的运转了。早上五点的学勤

食坊已经开始运转了，热腾腾的蒸汽在狭小的后厨里盘旋，然后

裹挟着面点和包点被端上前台，等待着不久之后学生的来访。早

餐的主菜是标好价码的“它们”，而“他们”是无声无息

的零件，或是影子。
        

早上七点到七点半，第一批有早课的同学起床了。这个时候祥波

的厨房和卫生间是最忙碌的，同学们在早起的困倦中迷迷糊糊地

打招呼问好。最后一批高峰在八点一刻，而后宿舍楼就进入了白

天的沉寂——总体上是这样的，早晚是这栋建筑最有人味儿的时

候，短暂的“活”后再次陷入沉睡——八点半通常是一个交

界点。

八点半也是“他们”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轨迹的时刻——如果

影子 宋心怡 2018级人文社科学院

列车停靠北京西站，我刚走出高铁车厢，周遭干燥的空气立刻

涌入肺里，耳边也尽是北方口音，这种熟悉的感觉已经让我想

念了将近一年。我来到北京的次数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了，往往

是短期游玩或者办事，而这次要实习一个暑假，对于我来说，

也是深入了解这个城市的机会。在我看来，在一座城市里的路

上，是与这座城市交互的最佳时机。在每天的通勤路上，我对

北京又有了那么一丝更深的理解。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上海是优雅高傲的贵妇，深圳是

鲜衣怒马的少年，北京给人的印象则是成熟稳重、写满故事的

中年人：他穿的一定不是西装，而是中山装。走在北京的街

上，很容易感受到这座首都城市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国字头机

关单位随处可见，但更使人觉得威严的，则是那些连招牌都没

有、只有国徽或军徽的建筑。不只是当代政治，作为五朝古

都，北京也留下了无数历史的印记。站在恢弘的故宫里，仿佛

能切身感受到一国之君的威望与权势；火烧圆明园留下的残垣

断壁还在诉说着那段痛心的往事；历经了六百年历史的天安门

则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并参与了每一次盛大阅兵；景山公园

里甚至还能找到崇祯皇帝自缢的那棵歪脖树，那哀怨的游魂似

乎还在周围萦绕着。

历史与现代在北京融合得十分自然，菜市口、西直门这些几百

年前就在使用的地名沿用至今，成为了地铁站的名字。北京的

在北京赶路 王明宇 2018级人文社科学院

没有早课，我通常在这个时间起床。当我在厨房里冲上一杯热咖

啡、也许有时会溅落一点咖啡液时，“他们”中的一个就会

显现在我的生活中了。

“小心啊姑娘，别烫到手。”我听到她和我说。

然后影子渐渐就有了色彩，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我的生活中充满了

“他们”。曾经在朋友圈看到有人说：之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帆风

顺，其实是因为有很多很多人为我们保驾护航。那些人、那些“

他们”、那些在我的生活中悄无声息的“影子”们，是凌晨的食

堂里忙碌的厨师、是深夜里值班的前台阿姨们、是彻夜不休的巡

逻小哥……是很多很多的他们，支撑着活得很安稳的我们。

有些人见一面就会走进你的生命里，有些人则是你生命中的平行

线，无论距离多近，都永远不会有交集。但是，偶尔也可以试试

伸出手，去试探地触碰，也许只要几分钟，你就会发现那些“影

子”也可以成为你生命中温暖的很多个瞬间。

“这里的孩子们好辛苦的……你看很多小孩很晚很晚才回来，第

二天很早就要走，有时候我想劝劝他们，这么拼命身体会熬不住

的啊……”

“我来这里三年了，对，我自己的小孩和你们差不多大，有时候

看着你们就会想起他……如果能多陪陪他就好了。”
     

“这么晚了走上去太危险了，你们等一下，一会我叫巡逻车来

接一下你们。”

……

地名们仿佛代表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人群。说到海淀，立刻想到

的是众多著名高校；西二旗则是那个汇聚了四大互联网巨头的十

字路口；中关村是老牌IT产业聚集地；望京是新的IT产业聚集

地，也是“韩国城”；三里屯是众多俊男靓女出没的地方；“工

体”二字则代表着这些俊男靓女们享受夜生活的一众酒吧。

每天清晨随着天色变亮，北京也活泛起来，路上的车变得川流不

息，拥堵也时而发生，长长的公交车上会有安全员从车窗探出头

来，用垮垮的北京腔在扩音器里喊着“左转了，看着车，让一下

儿谢谢！”。地铁像血管般周而复始地把这座城市的血红细胞们

输送到各个需要他们的器官，车头的灯光伴着尖锐的刹车声驶进

地铁站时，一同到来的还有隧道里呼呼的风，站台上的“血红细

胞”们头发被吹得飘飞，盯着手机的眼睛也不由自主地眯了起

来。地铁每两分钟一趟，但站台上的人群则要从七点持续到九点

半才有所减少。车厢里的人们在摩肩接踵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保

持着互不打扰，无一不在诠释着何为动中取静。

如果找北京人问路，就会感受到非常“北京”的指路方式：说东

南西北，从来不说前后左右。北京的环路横平竖直，看过地图就

能理解为什么北京人如此喜欢用东西南北了。不过大多数人不识

东西南北，包括我在内，听完指路后除了说句谢谢，往往还需

要在心里加一句“我还是用手机导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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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雨

条件真的太艰苦了。

连日暴雨，天花板开始漏水，滴湿了床垫。我不得不搬到客厅去

睡椅子。木沙发是斜的，木条的间隔很宽，压强特别大。压了三

晚之后，我在半夜被疼醒，呼吸道感染让我疯狂地咳嗽起来。

雨刚停。村里的大广播却又开始播放暴雨预警，伴着做丧事敲起

的锣鼓声，在寂静的深夜更显诡异。

流感来了。第二天起床发现另两位助教老师和我都生病了，上起

课来异常艰难。晚上准备六一游园活动，一行人拖着疲惫的身躯

在学校留到了六点多。

（二）“我将在雨中起舞”

雨一直在下。病还没好，站在课室里上完课盗汗能把整件衣服泅

湿。

一种无力感伴着绵长而潮湿的雨天，逐渐抽芽生长。我会发现他

们所缺失的理解能力、归纳能力、以及阅读的习惯，需要漫长时

间的培养，而这并非是我在短短三周之内可以给予他们的。

睡前躺在木椅上，与一小块长满霉菌的天花板长久地对视。耳边

又回响起李潇雨老师曾在GEA的课上说过的话：“在座的各位

都是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抽血农村，支援城市；先富带动后

富，造就了这一批的既得利益者。这是否会有些不公平？从出身

就决定了的命运，这甚至有些血统论的色彩了。或许有人说，还

有阶级流动的通道呢。可是，至少在三乡，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里面，他们甚至觉得，我为什么要走出去

呢，我在家种柚子不好吗？他们仿佛在疯狂地生长，又在迅速地

衰老；他们摔跤、打架，身上有无穷的精力；哀默大于心死，另

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又没有更多的寄望。

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虽然他们不知道故宫、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汉族，但他们在抖音和快手上自得其乐。我们又有什么资

格，以圣母的姿态，说一定要带领他们走出他们原有的生活状

态？因为我们用知乎、B站，我们就要鄙视他们，非得要让这

时光沉淀在你我之间
   ——暑期梅州三乡支教简记

杨颖而 2018级人文社科学院

两个软件在农村地区广为流传，让人们变得“更有文化”？

我 反 问 自 己 ： 我 想 给 他 们 带 来 什 么 ， 我 能 给 他 们 带 来 什 么 。

在三周内的这些改变，是否具有延续性？

最终决定，在周一的阅读课上，带他们看一部名叫《高考》的纪录

片。或许，我不能让他们走向我们所认为光明的道路，可是我们至少

可以告诉他们，前面有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路。并告诉他们，

如果你们选择这条路，你们可以这样走。阿獭在评论古村落的保护的

时候写道，要将古村落交还给村民，让他们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我

觉得，对于农村的孩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他们自有属于

自己的乡土价值伦理，延续多年，并自成体系。

备完课合上电脑，揉着太阳穴出屋外透透气。小孩子们赤着脚踩走廊

上的小水洼，笑声撒了一地。我忽然就想起了弗洛航·莫特曾写道，

我将在雨中起舞。他们看见我，争先恐后地扯着嗓子，踮起脚努力地

向我打招呼；我也不顾形象地大声挥手回应。

心中的焦虑似乎平复了些许。我望着烟雨中的三乡村，不禁想道，进

一步有一步的欢喜。“目的是好的，但是空的。空的，做不了的。如

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么了，没有用的，没有效果。”同在湖南

支教的阿獭告诉我，也许并不是学生的智力问题，而是老师不够耐

心。如果说，学生10分钟之内还不能归纳出三个简单自然段的主要内

容，可能是他们不知道概括的方法；老师可能讲过，但是学生没有

懂。如果学生不能在阅读理解题中写出人物关系，可能是他们不理解

这个词，老师需要给出一些示范。

垂下头，余光看到孩子们还在一楼玩耍。我暗自许诺，我会尽力的。

这也算是从象牙塔里出来走一遭，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去对接中国广阔

的天地。

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聊天也是一大乐趣。他们健谈，只要发现你

乐于与他们交谈，就立刻打开了话匣子，用带着几分懒散的北京

腔滔滔不绝地聊起来。有一次和一位头发花白的司机提到了堵车

的事，他便开始对城市交通的问题发表见解，并一直追溯到自己

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马路时在家门口肆意踢足球的时光……偶尔加

班到晚上打车回家，我会有意和司机聊聊天，当然，大部分时间

是司机在说话。此时我就会望向窗外，一边应和着，一边欣赏着

远处夜色下掠过的鸟巢、中央电视台大楼、中国樽大厦……倦

意似乎也消散了几分。

和每个大城市一样，北京最不缺的就是通勤路上行色匆匆的年轻

人。每天下班回到住处，对面楼里和我正对的一户也差不多会在

这时亮起灯，从他房间的装修风格来看，同样是某租房平台的租

户，房间是客厅隔断出来的，一间卧室就是他在北京独有的一方

天地。我向外张望时偶尔能看到他在窗口抽烟，一个鲜红的小亮点在

暮色中格外醒目，香烟的火光随着他的吸入猛地变亮时，或许就是他

这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刻。

北京是如此接地气，它是最“中国特色”的城市，甚至带着一点中国

式的“土”，让人倍感亲切。但它也是那么遥不可及，巨大的身影让

无数人心驰神往、漂泊于斯。

每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气质，都能在它的路上被感受到。无论是曲折狭

窄、名字怪异的胡同还是平坦开阔但经常堵车的环路，无论是穿着

“北京比基尼”在路灯下下棋的大爷还是西装革履坐在专车后座的

都市精英，他们一起进入了我的眼中，组成了我脑海里的北京。

在北京赶路，看到最“北京”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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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文呈祥 Harmonia Collection

（三）原罪

阅读课上完了，差强人意。在讲台上，我看到有同学的眼神闪

忽了一下，不知是受感触还是走神。

可能大学对他们来说，还是太遥远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大多

数之一，但是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和身边人其实是中国的

少数群体。中国本科率只有4%，985和211的百分比只会更

少。

原罪感让我异常焦灼，寝食难安。一方面，我异常想念安逸的

生活；至少在城市里，父辈留下的余荫让我可以得到基础的医

疗设施，我也不至于吃感冒药吃到心肌疼。但另一方面，李潇

雨老师的话一直在拷问我，我们得到这一切，真的是理所应当

的吗？

人们背着十字艰难地前行。

“我昨日的罪过，引领我到今日。”

（四）画心

筹备许久的六一游园活动顺利结束了；虽然每个游戏都出现了

一些预料之外的插曲，但是总体还算是成功。

我看的摊位是创意绘画。这是一个没有印章奖励的游戏，却意

外地场场爆满。没有上过美术课的学生异常兴奋，在提供的木

头小人、面具和灯笼上面兴高采烈地画了起来。有的学生把白

帽子涂成了黑帽子（是的里面也有黑色的颜料），然后就兴奋

地往头上一扣；有的学生的面具配色异常诡异（大红、紫色、

玫瑰红；或者黄绿蓝），在晚上戴上能把人吓个半死；还有的

在白灯笼上贴了两张白色的纸巾(感觉哪里好像不太对)……原

来就算是一次体验，对于他们来说也弥足珍贵。

在邓老师的委托之下，我开始辅导一位初二的女孩参加绘画比

赛。把电脑搬到饭桌上，拿出纸和铅笔，这便是一个小小的教

室了。从构图，起稿，找素材，一步一步地教。她在打稿的时

候，我在一旁画自己的插画，而坐在对面的老师正在享用他的

早餐。房间里很安静，勺子碰到碗壁发出细微而清脆的声音，

女孩擦铅笔的时候将整张桌子都带动了起来，桌脚发出吱呀吱

呀的声音。

我的感冒还没好，扯着喉咙不停地咳嗽，此刻却感到异常地安

宁。手握着针管笔，在牛皮纸上留下纷飞的鸽群。一如一个起

得很晚的下午，头昏昏沉沉；抬眼看见白色的光从打开的木门

照进客厅，对面的屋顶上的三个大喇叭开始播报梅县打黑除恶

和土地流转的政策宣传。

中午十一点左右女孩先回家了，我叫她回家把稿子细化一下，

明天再来的时候，我们把稿子抄到比赛用的画纸上。

下周晚上可能要陪着她画作品。可以的，都可以的。就算最后

不能拿奖，让她体验一下画一幅完整的八开水粉画，又有什么

不好的呢。

“留住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凝住今日怎样好。捉紧生命浓

度，坦白流露，感情和态度；留下浮光掠影飞舞。”

离开梅州之后，一天，QQ里突然响起了“滴滴滴”的声音：

支教的老师告诉我，她获得了市里的三等奖。又想起，另外一

个经常带着画跑上楼的小女孩，曾羞涩又大胆地对我说她以后

想要考美院，画自己喜欢的《王者荣耀》动画。

我能带来什么？此刻的回应已足矣。

愿世界善待她们，愿她们的人生能因为我这支小小的插曲，更加瑰丽

动人。

（五）时光沉淀在你我之间

六月七日。为期三周的支教生活终于结束了。

辛苦吗？辛苦。下午开会评课，每晚备课备得很晚，还需要不停地假

想和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第二天上课，上到一半感到脚下一软，后

半节课不停地冒冷汗。

开心吗？也许吧。看到课下学生蹦蹦跳跳地拿着折好的皮卡丘喊老师

老师；给二年级的小朋友们上完性别课之后，他们愿意在玩游戏的时

候握手……

回过头来，记忆的碎片在幽暗的河道中闪着幽光，而时光流过河床，

沉淀在你我之间。

我们在谈论农村的时候，还是叹息痛恨其代际传递的贫困与矇昧，却

没有把农村和城市联系起来来探讨问题。城市与农村的命运在建国之

后走向分野；从中获利的我们，往往把农村和城市割裂开来看待。

殊不知，你们，其实也是我们。

农村和城市其实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农村的矇昧并非只影响农村，它

同样会侵蚀城市——一如毒品村海陆丰在中国并非个例，农村孩子因

无法融入社会而组建起形象色色的帮会……因此，当我们去援助农村

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带着悲天悯人的心态从高处俯视低处，而是在推

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孙权老师说，美丽中国项目最终的落脚点，是人。他希望参与的支

教、助教老师，能真正地了解中国农村的教育实况。当他们成为各行

各业的领军人的时候，希望他们可以去思考，能以怎样的方式反哺中

国农村教育。

在回广州的车上，耳机里随机播到了《哈密尔顿》中的Dear  

You will come to age with our young nation.

你与我们年轻的国家一同成长

We’ll bleed and fight for you. We’ll make it right to you.

我们愿为你披荆斩棘，为你寻找成长的沃土

If we lay a strong foundation, we’ll pass it on to you.               

We’ll give the world for you.

如果我们能打下固若磐石的基础，我们会将它传递给你，将整个世界

都交给你

And you will blow us away. Someday, someday.

而终有一日你将会超越我们，将我们都甩于身后

我想，我们要去做这些事，不仅仅是因为孙老师所说那般，是理想主

义的召唤，更多的也许出于对这个社会的考量：我们将会给我们的下

一代留下一个怎样的社会，一个怎样的中国？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和我有关。”

Theodo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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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虎跳？

民间流传有一只老虎通过江中央的大石头，一跃至对岸。

亲眼观之，长江上游的水中挟沙，呈土黄状。虎跳峡附近，江水因巨

石与落差而翻涌澎湃，激起朵朵浪花。由远及近，震撼感扑面而来，

画面之绚烂、水声之轰鸣，令我瞠目结舌。

当走至虎跳峡观景台底部，细看这浪潮。我不禁出神而联翩浮想……

记得《夏目友人帐》中主人公听一只瀑布旁的神介绍说，每一滴水的

下 落 都 是 一 个 人 的 生 命 轨 迹 ， 人 们 交 错 相 遇 ， 水 滴 汇 聚 成

柱，相聚相散，涌入海，不复相见……

携带着的颗粒被抛上了空，黄色的浪花托起了澈澄的浪花。不知这些

涌 入 虎 跳 峡 的 水 滴 是 相 遇 了 怎 样 的 彼 此 ？ 激 起 的 浪 花 又 叙 述

了怎样的故事？        

他们又像是散沙，与河床的暗石相撞后炸裂，在战火狼烟中随火药而

爆裂。狂野，奔放，自由，呐喊，愤怒，激昂，混乱，嘈杂……

我又想到了那些正义的呐喊，人们咆哮的神情。滚滚江水，炽热血

流。做人应该有些骨气，纵使被乱石捶打，被崖壁挤压，纵使被生活

的重负压得狼狈不堪，被社会的痛点刺得如鲠在喉，一滴水在急流中

也能发出掷地有声的响声，每个人在人群中也有义务站起身来激浊扬

我在襄阳，湖北西北部的一座城市。

记忆中的年里，新年被鞭炮声填的好满，守在电视机前守到钟表

时针踏过代表新一年的那条痕。

今年我在家里，同样的守望，钟表滴答滴答地过去，每个人的守

望里都多了一层含义。

襄阳，这座历史悠悠淌过的城里，无数的人在一同守望。我的志

愿者同学，在可以出门的时候帮助确认街道里每家每户的情况，

社区的工作人员，早上起来一个接一个给门把手消毒，放弃了自

己的休息时间，超市的备货一直在不断地更新，背后又有多少双

口罩下的眼睛在默默付出……

我想，这是2020这个时代给我们的一个考验吧。海明威在《老

已亥年关陷悲凉，医院忙，病毒猖。除夕将近，游子急还乡。九省通衢达四方，疫情狂，华夏殃。

     

百姓宅居心勿惶，医术强，救创伤。共克时艰，抗疫莫迷茫。春暖花开日可待，盼江城，返荣光。

游丽江虎跳峡有感 孙彦 2018级理工学院

我想对2020说 陶心悦 2018级理工学院

江城子·庚子年抗疫 许玉冰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

清。

激浊扬清。这四字极为贴切。平静的江流是无法辨别水滴的踪迹，

我们是水流，我们也是泥沙。人性有善有恶，无法抹除，也无法逃

避。平静求稳的生活纵有一番滋味，却无激荡时的收获与价值。主

动去发掘，探险，试错，为自己激浊扬清，看清周遭人与事的本质

与良莠。更通透地迎接下一次风暴与试炼。

我是水流，不是泥沙。

庸俗而向善。

人与海》中说，人可以被打倒，但不可以被打败。2020新年伊始，

这么多的人在一起，面对打击，面对生死，透过家里的窗户可以看

到，第二天的太阳每天会照常升起，这种考验会给人一种奇迹般的

力量，我也相信我们的力量。

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里写到郭靖最后以死而守襄阳城。我总

觉得我可以见证到一种凝聚，哪怕经过了时间的涤荡，人类的血液

里有一种东西传承下来，在2020这个时刻凝聚，凝聚出很深的颜

色。

居家的一天早上，我看见太阳金色的光辉透过窗户洒在植物上，

这就是那种凝聚的颜色吧。

我想对2020说，我们能一起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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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我们不舍得刻在时间流上的2019，但又略带忐忑拥抱2020。新年已至，不全

是“莺啼燕语”般的喜悦，其间夹杂着“无可奈何”般的失落。从经济L型是否见底的大讨论到武汉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从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到英国正式脱离欧盟，我们都或多或少有

一丝忧虑，不知如何走下去。正如我们看到前方布满乌云，但不知穿过后是否能迎接阳光，抑或是

更加猛烈的电闪雷鸣，因此我们踌躇不前。我们不应悲观失落，而是勇敢向前。2020，到底是什么

样的？其实，答案很简单：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只有我们调整情绪，踏实走下去，积

极穿过眼前暂时的昏暗，才能见证明天的惊喜。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面对中国每年经济情况，几乎有一种声音从未断过，即“今年是之前

X年最差的一年，可能是未来X年最好的一年。”从2010年经济增速达到小高峰后，便扭头向下，

形成至今未断的L型曲线。这其中既有大环境外部复苏乏力的影响，也包含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进入

阵痛期的影响。微观层面，中小企业作为贡献50%以上税收、60%以上GDP、70%以上技术创

新、80%以上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企业数量的经济发展生力军，在经济大环境下有些步履艰

难。面对宏观微观都不容乐观的状况，我们青年学生能做什么呢？于是有人垂头丧气，有人抨击商

科无用。但是，国家发展离不开个人的积极作为。作为大学生，同时作为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我

们需要保持乐观。因为，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当我们在点滴中呈现自己应有的力量，不让

关心爱护我们的人失望，不让我们自己迷茫，那么我们不应有理由沮丧，而是在每个跬步中活出自

我，不负韶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曾经的付出、曾经熬夜做pre写paper留下的黑眼圈、曾

经面对满篇看不懂的符号但花无数时间硬啃下来时消耗的脂肪与咖啡，才能在学习过程中懂得理论

与现实结合，才能学有所用，才能在社会大秩序中刷出自己的存在感，进而为国家发展贡献微薄之

力。也许现在我们不能影响整个经济大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实在的作为而不愧对逝去的光阴，

从而在2021年回首时勇敢说出：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始料未及，在病毒肆虐如同猛兽横冲直撞时，

我们普通人能做到的仿佛只有宅在家，出门时带口罩、不聚众等。我们好像做不出什么贡献，于是

有人在论坛中以此自嘲。殊不知，我们现在能做到的保护自我的措施就是最有用的，因为我们不会

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战士们添乱。能做到为自己负责就是对别人负责，也就是对白衣战士最好

的敬礼。疫情面前，温暖不断。从转发正确防疫小贴士到自发捐款捐赠医用物资，我们转递的不是

冰冷，而是对他人的关爱。举全国之力援助武汉照应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件件感人的举

动正是由你由我创造的。我们虽然不能改变灾难，但我们可以共同抗击灾难。疫情无情，人间有

情。你我守护有责，发声无愧。相信经历过抗击疫情的中国人将更加懂得什么是“心往一处想，力

往一块使”。面对未来，我们能够大声说出：“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中美长达22个月的贸易较量终于在1月份暂时歇息。从最初的关税恐

慌，到之后华为顶住美国打压，再到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我们的心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起

落。我们一开始的担心恐慌，体现的不是害怕，而是对中国大家庭发自内心的爱。我们最终的淡

定，不是对局势的轻视，而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认可。有人戏称我们皆为吃瓜群众。是的，我们仿

佛只能吃瓜，无能为力。但是经此一战，我们众志成城，凝聚力得到加强，信心得到补充，我们都

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来。展望2020年，注定不是平凡的一年。倘若我们依然携起手来，心系社稷，

胸怀天下，便可自豪道：“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英国如期于1月最后一天脱离欧盟，历时4年的灰天鹅由此落幕。国际

局势纷繁复杂，我们既然无力影响国家大势，就更不用说国际纷争了。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依

照自己的情况有所作为。我们之后将走上不同岗位，道虽异，志相同。这里的“志”指努力奋斗，

活出自我。在迈出脚步前，我们需做足功课，扎实调研，从而有条不紊规划好之后的方向。在此过

程中，我们注定以不同的方式走过2020。不同的方式不代表不相往来，相反会有交集。我们依然可

以携起手来，互帮互助。当不知不觉走到2020年末，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说“2020，既是

你的，也是我的。”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短短十二字，浓缩千言万语。愿君不改矢志，勿忘初心，骑赤兔绝

影，秉紫电清霜。纵马驰骋，莫问东西，勿忘在莒，饮水思愿。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2020，既是你的，也是我的
刘泰吾 2018级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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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博采众家之长，祥波书院办公室在2019年分别组织了前往台湾、澳门地区高校的校际书院交流访问。现

代高校对传统书院制各具特色的诠释，碰撞出别样的火花，带来新的发展思路。

前言

二零一九年六月一日至四日，本人在祥波书院的组织带领下，

前往台湾三所高校的书院进行了参访交流，分别是：台湾国立

政治大学博雅书院、淡江大学兰阳校园三全书院与台湾师范大

学全人书院。

同样是书院制高校，无论从书院的建设纲领、育人理念到运营

组织架构，上述三所高校的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后

文简称：港中大（深圳））的书院在各个方面有诸多不同。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我校书院的管理模式与发展

愿景与上述三所书院在历史与人文背景中存在差异，但差异并

不影响此次参访之行的效果，反而是很多心得感悟的来源，这

亦是交流学习的突破点。

本报告将从所参访书院的学生活动的上层设计规划与落地执

行，与导师制度对书院“润物细无声”但颇具有正面影响的这

两点进行分析，并对书院未来可提升之处作出设想与建议。

一、书院制的差异化对学生活动前期设计与规划的影响

1.国立政治大学的书院建设构思

在国立政治大学的三所书院中，除了新生书院是每届全体新生

都必须要加入的以外，其余的两所书院皆为申请制模式。若大

一新生顺利地通过了新生书院的内部结业考试，便可根据个人

意愿决定是否还想申请加入其他书院；而书院则根据学生的个

人情况进行评估，决定是否录取该学生。

参访台湾三所大学所学所感报告
许诗庭 祥波书院办公室

书院代表团访问台湾师范大学合影

X书院与博雅书院在书院建设与育人构想上是各有特色与倚重的。X书院

主张 “创意实验教育”，它更像是一个“非典型”书院，核心理念是提

倡创造力、想象力与拓宽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学生可利用书院的

空间与平台，自己动手去执行实践某项目或计划，将书院的品牌价值转

化成实际的、有价值的作品与成果。

博雅书院则更加偏重为书院学生提供学习场域，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

学术水平，培养文理知识兼备的人才。书院设置“基础知识”课程与

“能力培养”课程，课程内容从世界文明史到物理学均有涵盖。课后，

书院实行“小助教”制度：即每节课后，书院会针对学过的课堂内容组

织“学习讨论会”，让高年级学生作为“小助教”带领组内低年级学生

对知识进行细化的探讨、交流与复习。

在这种“温故而知新”模式下，高年级学生不仅可以在“带领者”与

“施教者”的角色中得到进一步锻炼，低年级学生也可以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与思维能力，在与其他学生的交流中，深化对新知识的理解。

二、国立政治大学书院制背后的育人逻辑

无论是X书院抑或是博雅书院，学生对于各类活动的参与度与热情都非

常高。X书院的一位老师曾向我介绍过一个活动案例：曾有学生向她提

出想编排一出话剧的设想——于是师生合作，从最初的编写剧本、剧情

构思、角色设计、练习彩排到汇报演出，历时花费大半年时间将一个项

目通力完成。

在与博雅书院学生活动组的一位老师聊天时，她也介绍了一个令我印象

深刻的活动案例。书院曾组织学生前往澳门高校进行交流访问。凡是参

与此行的学生，人人都有其需要负责的部分：有人负责规划路线、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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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找酒店、有人负责订车，有人负责写行程表……我问：“这

个一般不是老师的工作吗？” 她回答道: “他们做上述工作若遇

到问题或困难，可以随时向导师反映，导师也会尽全力地帮助他

们。学生既是活动的一份子，就要出力，要有自己的贡献，这样

学生对活动才能有更深的体会和收获，而非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经

历这一切。” 这段对话令我感触颇深，因为，这种理念不仅仅是

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而是从学生角度而言：“我想参加这个活

动，我真心想以自己的能力为这个活动做点什么”。

我院曾在出行前拟过一份参访学习纲要，其中一个问题是：“如

何提高学生参与书院活动的积极性？” 但通过参访交流后，这个

问题无需提问也已有了答案。

此次参访的三所高校的学生总人数相较于港中大（深圳）来说比

较少，每个书院的教育容纳空间也相对较小。与其疲于奔命地做

大做广，不如仅针对想要在书院里更深层挖掘自我价值、拓展自

我能力的学生开放教育资源。学生在申请加入书院的时候，参加

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在源头上就已得到了根本保证，因此对活动的

积极性肯定更高。

这种书院模式与港中大（深圳）“人人必是书院人”的制度显然

有差异，但可借鉴的地方仍有很多。有趣的是，祥波书院目前的

活动设计理念与上述书院有一些不谋而合，除了“书院盛事”板

块，我们书院目前举办的系列活动大多是“小而精”的。作为一

个成立时间不长的新书院，对于活动前期设计与策划的忧虑更多

集中在“我们现在的活动够不够丰富？”，“这个活动学生会

不会感兴趣从而报名呢？”

放眼长线，随着书院成长，未来学生活动将往更加清晰的系列

化、主题化发展，在前期构想活动的时候，也会更加侧重“学生

来参加完了这场活动后，他/她能带走些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们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通过各类方式方法去提升学生

在整个活动中的参与感与主人翁精神，让学生在活动中更有“自

我存在价值”？这对提升学生的书院学习体验和与书院建立归属

感与情感纽带，或许是一种更实在、更长久的指导思路。

祥波书院作为新书院，在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上尚且有很长的路

要走，还需要时间与各种方式方法的培养、塑造与铺垫，学生的

“主人翁”意识也不是一两天可以培养起来的，但祥波书院早已

在活动中作出努力尝试了。例如，“吃一波”第一期，书院的官

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祥波厨神推介》的短视频，是由学生助理

按照自己的创意与思路进行拍摄与后期剪辑制作的；“吃一波”

第二期，我们让学生助理从前期策划到活动现场担任“小老师”

全程参与。这些点滴尝试，对于后续的长足努力，算是“千里之

行始于足下”的第一步吧。

综上所述，政大各书院扮演的不是“父母包办”的角色，而是书

院提供资源和平台、提供必要的师资与场所，让学生主动地、扎

扎实实地获取学术知识与实践能力。同时，上述段落有两个关键

词在此需着重提出：一个是“导师”，一个是“交流”。

无论是博雅书院的“小助教”制度（小助教也是导师的一种变化

形式），还是各书院的导师，归根结底都是导师在日常学习和交

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伴学”与“监督”作用。学生需要带领自己

一同成长的陪伴者，也需要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督导者，导

师则是这两个职能的最佳结合者。导师在“全人教育”的育人的

模式里，扮演着无法替代和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润物细无

声”但做实事的角色。

第 二 个 关 键 词 是 “ 交 流 ” 。 书 院 举 办 一 期 活 动 、 一 次 讲 座 ，

学生离场后就结束了吗？针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活动，是否也可以由书

院提供场域与平台，组织学生与老师或导师之间进行交流与探讨？很

多 有 益 的 收 获 与 灵 感 的 火 花 ， 都 是 在 交 流 讨 论 中 碰 撞 与

冲击出来的。

三、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与塑造

1.台湾师范大学全人书院自主学习计划

台湾师范大学全人书院是于二零一五年九月成立的，同样作为一所比

较年轻的书院，全人书院的育人的方式、理念与模式，是三所书院中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全人书院也是申请制书院，推行三年制书院教育。在这三年中，二、

三年级学生需要完成“自主学习计划”。每个学生需自己制定时间表

与目标，并按时汇报和分享进度。这个计划可以由许多小的、短期学

习项目组成，例如：化学专业的学生规划好自己本月需完成的化学实

验、传媒专业的学生在暑期要去某家广告公司实习；也可以是长期

的、难度较大的项目，例如：公益活动、外出交流访问活动等……

同时，这些项目都可与其他书院的同学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完成。

与港中大（深圳）学子一样，师范大学的学生学术压力也不小，如何

保证“自主学习计划”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让学生在学业压力下，

还能保证按时完成各项进度呢？这个时候，我还是要重申导师的重要

性。在参访交流会中，一位研一学生作为负责该计划的导师向我介绍

了很多关于该计划施行的细节，此处鉴于篇幅原因，就不一一赘述

了。

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学生在自主学习计划中，都必将遇到阻碍与困

惑，他们在每次的交流分享会中，会与导师直面问题、提出问题。导

师在听取方案后，当场就会根据客观事实与经验，直接指出学生的问

题与不足，提出可改进的地方；遇到进度拖沓、停滞不前的情况，导

师也会亲自督促，了解计划无法执行的原因。以此类推，每一次分享

和汇报的时候，交流与讨论能够促使导师与学生之间进步与成长。这

种成长是双向的：导师能够从督导中学到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案

例，并锻炼自身的随机应变与判断能力，学生也可在自主学习计划中

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成长。

交流会中，祥波书院的老师们对自主学习方案计划提出了许多问题，

问题有粗有细，他们都一一耐心解答。本人也对该计划提出了许多问

题，全人书院的老师在解答中有一句话最为触动我：“书院每一个活

动项目的实施，都是通过时间，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没有什么事情

是一开始都想好了的。”

这句话，也将引出本篇报告的尾声。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前期策划地

滴水不漏的，或是设置好了就一成不变的。书院的建设与发展，包括

学生活动的设计与规划、舍监导师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都将通过

年复一年的实践去摸索真正有用的经验，不断进步和积累，逐渐沉淀

并形成具有“祥波特色”的书院风格。

最后，细思申请制书院的运行模式，他们更加有关注点和目的性，条

理清晰，对学生的学习收获与成果输出的质量要求把控得非常严格，

活动的含金量也较高。这于我们书院亦很有借鉴与学习意义。祥波书

院的学生活动在未来的构建中，或许也能增加更多师生间的交流与讨

论环节，或要求参加了活动的学生，能给予书院更多实质性的反馈意

见，这对于书院后续举办活动质量的提升与改进将大有助益。而导师

制度是否能够与“全人教育”核心理念在更多维度中有更加紧密的结

合 ， 短 短 数 千 字 的 报 告 是 无 法 全 面 且 客 观 解 答 这 个 问 题 的 ， 尚

待我们在未来的实际工作中去不断探索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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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访澳门大学心得报告
卢蓝溪 祥波书院办公室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本人有幸参加由书院组织的为期

两天的澳门大学参访学习。在张昆仑书院和吕志和书院两天的交流学

习让我开拓眼界，受益匪浅，也让我看到了高校书院制建设的不同可

能。

参访吕志和书院与张昆仑书院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两所书院的活

动，都无处不体现着育人的理念：从青年时期培养学生对于社会群体

的关怀；对社会部门职能的认识、激发学生对不同领域的兴趣，这也

同“通识教育”的思路很接近。吕志和书院院长首先谈到的宿舍与书

院的差别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书院是学习的地方，人际关系紧密；书

院可以培养领导及规划能力；书院活动可拓展视野；书院是一个大家

庭。而宿舍是睡觉休息的地方，人际关系疏离。书院是学习的地方，

是育人的平台，是可以对传统的课堂教育起到根本性补充作用的地

方。听闻书院的工作人员讲，书院活动也存在着参与度的问题，但总

体了解下来，学生的自发性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强的，可以主动提出活

动议案，并且相对来讲，可行性较高，且愿意投身于社会实践。学生

注重学业是正常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我们的学生更多是将书院活

动看作学院教学外的一个调剂，而不是锻炼自己个人能力的平台，这

样在主动性上会减弱很多。在与吕志和书院的老师们交流时了解到，

吕志和书院目前有一门通知教育课程，这是在和学院多次开会讨论之

后形成的，并且学校层面在考虑加强通识教育的发展，以及书院要更

多地向教学的定位上靠近。从大的方面来讲，对于港中大（深圳）的

书院发展，可否加强书院与学院的联系，参考沙田本部各书院的发

展，慢慢发展通识教育课程；从具体的书院活动层面来讲比如英语

角，可以考虑发展辩论社，邀请学院老师加以指导，这样让学生在书

院的活动中感到对自身的英文能力，逻辑思辨能力，表达能力与社交

技能也有所锻炼，与学院英文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帮助学生获得全面

成长。最理想的是，能够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自发组织，

针对国际国内社会热点话题进行辩论，一方面是从智力方面得到锻

炼，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对社会的关注。另外，吕志和书院的活动也涉

及到一些Academic Care, 比如英语角，数学知识分享和辅导等一些

小型工作坊，以及组织各类讲座，以帮助学生拓宽视野，获得自己专

业之外的知识。我们也可以建议舍监和导师团队举办类似的小活动，

可以考虑往学业关怀的方面去发展，或者与目前自己的本职工作相结

合，或者发挥自身强项，帮助同学们应对学业困扰。由于目前大部分

学生的心理负担多来自于学业压力，导师若能从学业以及心理疏通上

与需 要 关怀 的 同学 建 立 联系 ，会 有 利 于更 好地 处理 学生 事 务 。

同时，张昆仑书院和吕志和书院也通过一系列外出实践活动，培养学

生的社会关怀与责任感，拓宽学生的视野，达到“育人”的目

的。书院会联系当地的NGO组织，协同组织学生参加非洲义教的

活动。学生们在书院提供的平台“泰国service-learning”项目

中，与当地儿童用环保材料制作T台秀的服装；为当地桥梁的修

建募集活动资金……另外，为了加强学生对社会与世界各方面的

认知与了解，书院还会组织同学们参观当地的航空公司，电视

台，科学馆，司法警察局；同时，敦煌莫高窟之行，参观伟人纪

念堂、深圳科技园区、福建土楼建筑、港珠澳大桥，台湾单车环

岛之行等外出活动，以及书院提供的外出交换机会，将同学们的

视野引导至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与世界发生联结，拓展了个体的

思维和眼界。

培养学生的社会关怀，不仅可以从社会实践开始，关心自身

所在的社区、书院、大学发展与建设，也是很好的起点。吕志和

书院的院长提到，当百年一遇的台风山竹来袭之后，书院学生能

够以建设者的身份帮助清理校园，真正地将校园视为一个大

“家”，为集体利益服务，这样的思维模式会让学生们受益终

生。以后走上社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担当；同时也能成为

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学生在毕业后需要走上社会，书院就是一

个微缩的社区，如果能使得学生在书院生活经历中，有意或无意

地建立起小至对一个社区，大到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让学生提

前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交往与学习，这就是书院育人理念的体

现。书院不仅是学生的避风塘，呵护与保护学生，更是使学生得

到心灵成熟与成长的地方。记得在学期之初的导师培训会上，顾

校曾经讲过，我们的学生刚从家长全方位的呵护中迈出独立的一

步，对家长的依赖性相对而言会重一些，遇到事情，无论是生活

上，还是学业上，会有赖于寻求家长出面，代表自己与学校和书

院沟通。这种情形的扭转就有赖于舍监和导师在与学生的朝夕相

处中，鼓励和引导学生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这将有利于他们毕

业后步入社会快速适应能力的养成。

在张昆仑书院和吕志和书院的参访学习中，通过聆听书院老

师们对书院运作、活动的耐心介绍，以及与书院同学、宿生会成

员的沟通接触，让我看到了书院制发展的不同可能性与潜力；同

时，师生之间形成的亲密而放松自然的关系，也让我受到良多启

发。最后，最重要的是，能将每一次交流学习后的启发与同事加

以探讨，并结合书院实际情况运用到工作中来，从而更好地服务

学生、建设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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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参访笔记
邓琅锐 2018级经管学院

己亥年岁末，有幸前往澳门大学参访张昆仑书院及吕致和书院，了

解另一所书院制大学的书院生活。

一、关于澳门大学及其书院

澳门大学在2010年始试行书院制，从最初老校区的两所书院到如今

新校区共建立了12所书院（新书院仍在建设），据介绍为亚洲内最

大的书院制大学。澳门大学之学生绝大多数为澳门本地同学，其余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本地文化特色更为明显，这造就了后文中提到

关于该校书院的诸多特点。

二、关于活动

同为实行书院制的大学，学生之生活方面（即非学业方面）大同小

异，学业之外以书院为活动中心的现象比我校更为明显。书院举办

的活动占据了学生课余活动的大多数，甚至乎学生之体育活动也有

一定的比例在书院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书院活动的参与作为澳

门大学学生的实践考核组成，学生需要在四年内参与一定次数的书

院活动以达到毕业标准。活动的参与无论活动大小，上至书院正式

晚宴，下至日常楼层宿友间烹饪体育活动皆在此列。书院及楼层导

师等组织了数目极其可观的活动，保证学生不会因为个人时间安排

原因无法完成活动参与的要求（活动信息在书院电梯等显眼角落皆

有展示，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充足的参与机会与多样的活动类型可选

择）。在假期，书院甚至会组织一定的外出活动（甚至乎跨省与国

内高校交流参访，所及之处甚至远至丝绸之路。丝路之旅也是张昆

仑书院的金牌活动）。

三、关于舍监导师/楼层导师/学生导师

上文提及，书院活动有一部分都是由楼层内的老师学生举办，这背

后是由一个庞大而积极的楼层SP团队支撑起来的，楼层SP团队包

含高年级的学生、教授等。较为特别的是，其中的学生团队，通过

自荐及选举产生，不收任何报酬，却担当着沟通宿舍间人际关系、

组织活动等重要的任务。该团队的积极上进令人惊讶。从SP团队同

学亲述中了解到，为了做好这个工作，这些同学必须主动熟悉楼层

内居住的同学并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尽心尽力的同学自然受大

家的欢迎，这也为他们在参选院生会的时候提供了良好的信誉名声

基础。我们试图了解该积极性的背后动机，却不能得出一个显著的

答案，这似乎更像是在本地文化氛围占优情况下，为自己生活的家

园出一份力，希望家园变得更好的主人翁精神成为了大家积极参与

书院生活的主要动力。

四、关于院生会及嘉奖名单

澳门大学的院生会大多由前文中优秀的学生SP产生，选举采用公

投方式（这也印证了为什么积累下来的良好声誉能在其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澳门大学书院的院生会更多是一种书院办公室的学生执

行力之体现，其承担的任务与我校书院办公室的学生助理有重叠但

也各有不同。澳门大学书院设立了嘉奖名单，历届为书院/楼层做出

突出贡献的同学之名字被刻在永久的名誉名单上，如哈利波特中的

荣誉榜一样，该名单在书院同学的心中也有较高的地位。

五、书院团队

张昆仑书院的办公室团队在两家书院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

年轻活力，尤其是亲近学生的思维方法值得学习，办公室经理在决

策的时候往往先从学生的角度思考，思考办什么样的活动能让学生

喜欢，并且，自我反思的精神也在整个办公室团队中得到发扬。在

吕致和书院中我们看到了散布在书院各个角落的二维码，这些二维

码为书院学生提供匿名的建议批评通道，通过二维码导向的问卷，

学生可以自由地反馈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有理由相信办公室/院

生会团队能通过这种方式更接近和了解学生的想法。前文提到的丝

绸之路参访便是张昆仑书院办公室团队辛苦策划的结晶，老师们做

了极大量的准备工作以确保活动的安全顺利，所需工作包括从校外

聘请旅行团队进行行前指导，登记好每一位参与学生的保险信息

等 。 敢 把 这 种 大 型 远 途 活 动 办 出 来 的 勇 气 实 在 令 人 钦 佩 。

六、总结

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立大学之首，澳门大学及其书院所拥有的

许多先天条件比我校优厚，基于澳门的特殊的地位使得书院在与国

内其他大学交流的过程中能享受优待，这是他们的一大特殊之处。

另外，澳门大学浓厚的本地文化氛围在书院的生活中也起到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因澳门大学校区所处位置相对偏僻，校内的生活成为

了同学们大学时光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故在大多数同学心中都有着

关心书院生活，希望其能更丰富多彩的愿望。同学与书院相互依存

的关系让同学们都有着充足动力去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书院社区环

境，这也是在比较我校与澳门大学之前必须要考虑到的前提。此

外，两校在学业压力上的不同也使得学生的生活组成基础有着一定

的不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对课外活动参与积极性的不

同（学业压力方面的证据仅为澳门大学同学的口述）。

澳门大学及其书院有不少特别之处，我们能从中学习到不少经验以

提升我们的书院生活质量。也应当基于我校实际情况探寻自己的道

路，建立神仙岭中独特的书院特色。

期待下一次回访的交流。

百文呈祥 Harmoni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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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Harmonia College04百文呈祥

“你们有幸遇见这样的时代，但时代更有幸遇见这样的你们。”

人生如同广阔的大海，总有勇者乘风破浪于其中。他们如一座座灯塔，不
仅照亮自己，也照亮了他人的前程。2018-2020年，许多优秀的祥波学子
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于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中收获了一份份骄人的
成绩。

祥波菁英

36



37

祥波菁英 Harmonian Achievements

吴沁凝
2018级经管学院

2019 L’ Oreal Brandstorm
欧莱雅校园市场策划大赛

中国赛区前200

陈可
2018级经管学院

• 2019.5.14深圳音乐厅高校主持人选拔大赛季军
• 获得2019.5.27 霍特奖大湾区创新挑战赛第三名

中山大学-加拿大韦仕顿大学毅伟商学院
全国商业案例分析大赛，

第二名

贾阳
2018级经管学院

• 入选2018-2019学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优秀学生干部
• 入选2019-2020 学年

第一学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优秀学生助理

叶杏霞
2019级人文社科学院

第25届中国日报社“21世纪杯·可口可乐杯”
 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广东省冠军

Christopher Vito Sudarmo
2019级经管学院

• Third place in Toastmasters Club
International Speech Contest, SME

• Indonesian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for the Cultural Exchange Table 

in the
SALL Centre

胡文静
2018级经管学院

入选经管学院2018-2019 年度
Dean’s list

周泽慧
2018级经管学院
Best Presenter for

Elite Production Project

刘泰吾
2018级经管学院

入选经管学院2018-2019 年度
Dean’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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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波书院奖学金的设立是为了培养书院学生的归属感和人文关怀素养、自主自发精神和创新精神、终身学习和关注社会意识，促进
其实现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进一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书院目前共设有五个奖项，分别为院长嘉许奖、杰出领导力奖、优秀服
务奖、卓越体育贡献奖和卓越才艺贡献奖。祥波书院将根据评定年度的实际情况，嘉奖具有卓越表现和成就的祥波书院学生。

院长嘉许奖                                                

杰出领导力奖                                                                                      

优秀服务奖                                                                                                                       

                                                                                        

                                                        

   

                                                                       

                                      

祥波书院奖学金获奖名单（2019-2020 学年）

奖项 获奖人 学院年级

                   

卓越体育贡献奖                                                                   

卓越才艺贡献奖                                                                                                   

（该奖项旨在表彰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的祥波书院学生。评定标准包括学业表现、组织与领导力、创新能力、社
会服务意识与实践、个人才能和专长、书院活动参与和贡献等。申请者需在上述多个领域有卓越表现。）

（此项奖学金颁授予评定学年中具备卓越领导才能，并为所在团体做出杰出贡献的学生。）

（此项奖学金颁授予评定学年中具备良好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或活动；和在宿舍生活中有优秀
表现 ，为楼层/栋建设做出贡献的学生。）

（此项奖学金颁授予评定学年中具备杰出体育才能，且为书院特色体育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

（此项奖学金颁授予评定学年中具备杰出艺术专长，且运用所长积极为书院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

郭静宜

李璟瑜

曹馨月

邓琅锐

邓馨予

董哲

李嘉冀

林奕佟

李清俊

李泉珩

毛洁琳

彭笑钰

吴玥辰

谢诺谊

张申达

章文韬

詹千缘

陈致晖

刘泰吾

李梓洋

李婧雯

卢冰夏

刘卓然

毛书新

蒙子龙

孙粼蔚

王紫珏

王明宇

杨书权

余馨逸

朱怡然

赵可欣

唐心果

谭靖霖

吴之安

王思远

朱建宇

陈可

黄佳妮

刘泽鑫

席楚依

朱骊安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理工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人文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人文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人文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生命与健康学院

2019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数据科学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2018级 经管学院

2019级 经管学院

（以下排名按姓氏首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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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百文呈祥

祥波书院有着完善的配套功能房设施，涵盖文体类、学习类、娱乐类等方
面用途，创设生活与文化相交融的多元环境。同时，种类繁多的纪念品和
衍生周边亦以文创的力量，展现祥波风采。而精彩纷呈的活动，则留下了
一张张独具艺术气息和创造活力的海报。

缤纷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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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桌球室 拳击室

乒乓球室

研讨室

榻榻米室学生活动室

乐队排练室钢琴室

艺术工作室

自习室 阅览室

形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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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天地 Harmonia Archive

院服T恤 帆布袋

卡套 笔记本

2018年新生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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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帆布袋 保温杯

卡套院服T恤

2019年新生纪念品



43

缤纷天地 Harmonia Archive

文件夹 耳机 印花口罩

两用运动背包 卡套院服T恤

2020年新生纪念品



44

“祥波红”大礼盒套装 “祥波红”小礼盒套装

书灯 签字笔礼盒

“H” Logo棒球服 “祥风时雨”自动晴雨伞

二维码中性笔“祥云”印花杯垫“祥云”印花贴纸

书院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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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天地 Harmonia Archive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合作作品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合作作品

合作作品 合作作品合作作品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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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合作作品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合作作品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合作作品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姚展宏图 2018级经管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曹恒彧 2018级理工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张丽琴 2019级理工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严雨旎 2019级经管学院

莫柔渱 2018级经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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