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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乐于“冒险”的学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1975 年，19 岁的张春从技校毕
业分配到上海电器塑料厂当钳工。

那时的张春，肯定想象不到日后
他能成为一名大学生，成为 1976 年
后中国首个赴海外研究金融的博士、
首个在美国一流名校执教的金融学
者；再之后，2004年他成为首个全退
回国执教的金融海归学者；2009年，
他又与同道推动组建了中国金融“黄
埔军校”——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
学院（下称“高金/SAIF”）……

如同张春自己所说，无论是做人
还是做学问，都要“坚持梦想、乐于尝
新、勇于冒险”。

年少求学

张春的父母都是老党员，母亲是
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的大学
老师。在家庭熏陶下，张春从小就对
数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
学有浓厚的兴趣。

1969年至1973年，还在上中学
的张春就对被同龄人视为天书的

《资本论》等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和思
考。1973年张春从上海市虹口区五
十二中学毕业后分配到技校学习
两年。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这让
原本就喜爱读书的张春重新拿起书
本。没有任何意外，张春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大学
期间，张春几乎都在学习中度过，数
学天赋也充分展现。“或许是之前浪
费了太多的学习时间，那时就想着要
把宝贵的知识都补回来。当年，就连
走在校园里都在一刻不停地背英语
单词，整个大学时期忙碌且充实。”

1979年国家打开了留学之门，张
春在得到各方鼓励和支持下，提前大
学毕业。1981年9月份，张春如愿以
偿赴美学习，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
一批留学生。1982 年 1 月份开始攻
读俄勒冈大学数学系硕士。

在美国俄勒冈大学数学系攻读
硕士的同时，张春把美国大学本科经
济学的大多数课程也修读了一遍，硕
士毕业后即被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
管理学院录取，继续攻读管理经济学
和决策科学博士学位。张春的“学
霸”模式更是在博士期间全方位开启
——1987年，在获得管理经济学和决
策科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他也完成了
金融系博士生课程的辅修。

毕业前，张春获得了美国4所大
学的工作邀请，最终他选择加盟美国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金融
系，成为第一位从新中国到美国一流
商学院执教金融学的大陆学者。

毅然回国

明尼苏达大学是张春从理论走
向实践的重要基地。他至今清晰地
记得一位老教授告诉他：“你真正学
到一样东西，是你在教那门课的时

候。”
有作为才能有地位，为了能在精

英遍布的美国立足，张春每日精读
《华尔街日报》、课前和学生聊美国的
金融新闻，运用更多美国的本土案例
教学……挑剔的美国学生感受到了
张春的才华与见解。

与此同时，凭借自身坚实的理论
基础和数学模型处理分析优势，张春
在金融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成功。
在公司金融学领域，张春对企业的资
本结构理论作了长期研究。1992
年，张春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阐
释了劳工合约对金融资本结构的影
响。他的研究表明，劳工也可以对企
业拥有一定的控制权，首次论证了人
力资本在公司治理结构内的地位。
同时，他对金融监管领域的混业、分
业的利弊都作了仔细的理论论证。
这些至今还在被探讨的热点问题，张
春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瞄
准”了。

在理论界崭露头角后，张春并没
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而是“走出象
牙塔”，接受更多挑战。他曾任世界
银行咨询顾问，为美国西北航空公
司、美国贝氏堡公司、大都会公司等
众多企业提供咨询，他的许多理论研
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业界的实际管
理和运营之中。很多人因为他的经
历，也开始相信中国人也能在美国引
以为傲的金融研究和教育领域占有
一席之地。

在美国功成名就，张春并没有止
步于此。一直关注着中国发展的张
春对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欣
喜不已，回国的念头开始萦绕心头。

“萌生了归国的想法之后，经常会在
晚上做梦梦见自己小时候的事情，关
于童年的记忆，读书时候的人、事、
物。”张春说。

2002 年，张春应邀担任清华大
学和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04 年，
他正式辞去美国终身教职回到上海，
加盟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任教金融
学。“辞去美国终身教职还是要下很
大决心的，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
喜欢迎接挑战，愿意冒险的人。”张春
强烈感受到，无论学术还是行业发

展，中国这一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需
要“中国智慧”提供支持，很多事情在
国外是无法做到的。

未来计划

“在参与国内学术活动中，我发
现金融学成了紧缺的知识，中国需要
金融知识人才来助力国家的经济发
展。”在张春的意识中，人生重在经
历，不去体验中国社会的巨变是人生
最大的损失。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教过程
中，张春从起初不断调整中美差异化
的教学模式，到总结授课经验撰写适
用于国人的金融学书籍，再到组织成
员开展课题研究，获取了显著成果。

回国后的张春，一直在以自己的
力量，用多年所学培养金融人才。
2006年，张春撰写并出版了《写给中
国企业家的公司财务》一书，力求化
繁为简、深入浅出，被奉为关于公司
金融极具实用价值的入门读物；2009
年，张春又出版了《公司金融学》一
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
志武曾评价：“对于有志从事或者研
究公司资本运作的学生和专业同仁
来说，张教授的这本权威著作是一份
少有的礼物。”

执教中的张春，其实还在寻找一
个“冒险”的机会，2009 年这个机会
来了。作为中国重要经济中心的上
海，要实现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
国家战略，需要智库建设，也需要人
才培养的摇篮，一所“中国的世界级
金融学院”呼之欲出。在上海市政府
的支持下，依托上海交通大学，高金
开始筹办。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金
融学教授王江、正在中欧执教的张
春、正在上海交大执教的周林以及王
坦4位海归教授成为这一“中国金融
黄埔军校”的创建者。

“像写商业计划书一样写学院规
划，找场地、招员工，建立制度，打造
国际化氛围……当时并没觉得是一
场创业，现在回想起来不是创业是什
么？”张春笑着回忆，“创办这样一个
学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创业。其
中最难的是，尽管上海交大已经给予

许多政策上的支持，可是要按照国际
一流商学院模式，创新出一种适合中
国的国际化金融学院模式，此前并没
有先例，要一一摸索”。

2009 年 4 月 19 日，高金揭牌成
立。2010 年，张春成为执行院长。
随着国内商学院的增多，如何留住师
资成为高金最大的挑战。张春团队
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注重对中国金融
的研究，励志将高金打造成研究中国
金融的世界权威。

在张春的引领下，高金格外强调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高金也以开放胸
怀敞开大门欢迎合作。2013年12月
份，在张春领衔推动下，SAIF宏观金
融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以加强系统性
研究和相关数据模型分析；2014年，
该中心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
签署了5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宏
观金融学术课题研究方面展开深入
合作。2016年2月份，高金顺利通过
国际精英商学院联合会(AACSB)的
国际认证，成为全球获得AACSB 认
证的最年轻商学院之一。2018 年 5
月份，高金与世界管理教育的引领者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沃顿）正式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
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合作涉
及战略发展、国际影响力、学术研究
和人才培养等重点领域。目前，学院
还构建了中国最完整的高端金融类
管理教育产品线，已累计培养高端金
融人才 2000 余名，他们活跃在中国
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各领域。

面对管理重任，张春依然保持
自己是学者的定位，把握好学者和
管理平衡是他的持久课题。在高金
网站上，可以看到张春密集参与国
内宏观经济、金融变革的访谈，其
中浓缩着他对中国金融改革的点滴
看法和未雨绸缪，人民币特别提款
权及国内市场监管程度等。“中国在
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方面发展很
快，这里面既有风险又有机遇，涉
及很多关于监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性问题，有太多的技术问题需要通
晓金融理论和技术的人才来深入研
究 。” 张 春 说 着 未 来 的 “ 冒 险 ”
计划。

全国劳模杨茂林——

甘作老义工 专治“脏乱差”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清晨6点，在鸟语花香的江西鹰
潭市月湖区东湖街道紫荆花苑小区，
总能看到一位老人在小区内细心地
扫地。这位年近古稀的可爱义工就
是“全国劳动模范”杨茂林，退休前担
任东湖街道高桥社区党支部书记，在
居民心中，他是打着灯笼都请不来的
小区好“管家”。

今年 68 岁的杨茂林，曾担任社
区干部 20 余年，有着丰富的基层工

作经验，他带领村民致富、修桥铺路、
资助特困生、关爱孤寡老人，赢得了
百 姓 的 称 赞 ，在 群 众 中 有 很 高 的
威信。

紫荆花苑小区位于鹰潭长途汽
车站旁，因小区内遍植紫荆而得名。

“紫荆花盛开的时候，小区香气扑
鼻。”居民吴光明说。就是这样一个
风光优美的小区，在几年前却是一个
臭气熏天的地方。2016 年，小区矛

盾激化，物业撤离，因此成为环境脏
乱、治安堪忧的“重灾区”，居民怨声
载道。

2017 年春节前，“瘫痪”的紫荆
花苑迎来了老劳模杨茂林。其实，老
杨退休后并没闲着。此前，他已经在
万福新城小区、露江小区等“问题小
区”做了几年义务“管家”，直到这些
小区管理走上正轨。紫荆花苑是他
接手的第三个小区。

走进紫荆花苑的第一天，杨茂林
就被小区的“脏乱差”状况惊呆了。

“小区物业撤离后，垃圾无人清运，到
处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乱放，楼道里
乱堆乱摆，围墙倒了没人修，使得小
偷也经常来光顾。”居民刘俊英说，由
于小区环境差，很多居民都搬家了。

群众问题无小事。从杨茂林正
式“进驻”紫荆花苑起，自己掏钱给小
区砌了新围墙，在闲置空地上建起了
居民休闲娱乐小广场，画好停车位，
清运垃圾……据统计，短短半年时
间，老杨将自己9万余元的存款全部
投入到小区整治中，请来保安和保洁
员，分好工，自己担任小区管家。

晴天一身汗、雨天两脚湿。“小区
管家”杨茂林异常忙碌。每天，老杨

都要拿上扫把，戴上草帽，在小区里
四处转，看到垃圾就扫，劝导乱停乱
放，小区开始干净整洁了。原本一头
黑发的杨茂林，仅半年时间就生了一
头白发。老杨的辛勤付出换来了小区
环境的整洁和居民的笑脸，小区开展
工作也更加顺利，业主主动交来物业
费，小区管理慢慢向好的方向转变。

如今，在紫荆花苑，只要有任何
大事小情都找“杨劳模”。居民吴某、
王某相邻，因垃圾问题闹起了矛盾，
都来找老杨诉苦，了解情况后，老杨
多次上门协调，消除了双方的误会。
居民碰到了困难，老杨也尽力帮忙。
2017年8月份，杨茂林了解到居民谭
仕贵中风致残，生活十分困难，随后
老杨帮他交了500多元物业费，还拿
出1000元钱去家中看望。

“能帮就帮，这样能对得起劳模
这个称号。”老杨说：“我每个月都有
几千元劳模补贴，把补贴用在最需要
的地方，帮助有困难的人，我觉得很
快乐，很值得。”如今的紫荆花苑，保
安把守，门禁刷卡，小区内停车秩序
井然，休闲广场上老人乘凉、小孩嬉
戏，一派安宁、和谐的景象。小区的
变化深深折服了每位居民。

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小型加工厂，到如今的我国印刷包装业百
强之首，深圳市裕同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
拥有41家子公司和7家分公司，机构遍布全球，在珠三角、长三角、
华东、华南、华北以及越南、印度等地设有生产基地，并在美国、中国
香港等地设有服务中心。王华君作为裕同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紧
跟时代步伐，在不断求新求变的发展过程中，坚守初心，引领企业从
传统包装印刷行业向以智能制造的工业4.0转型升级。

“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就一直从事印刷包装行业工作。”王华君告
诉记者。1993年，他来到深圳进入一家纸品厂做业务员，在那里看
到了包装行业的发展机遇。2年后，怀揣创业梦想的王华君筹集了
20万元启动资金，踏上了创业之路。“最初办了一个小型加工厂，刚
开始时，连会计在内的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干。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天
天在外跑业务，皮肤晒得黝黑。”回忆起创业初期的艰苦，王华君感慨
颇多。

“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王华君说，20 多年前，随着国内市场
的逐步开放，深圳很多 IT 公司应运而生，许多原来在国外制造的
产品开始选择在中国制造，这些代工厂带来了巨大的产品包装需
求。“我们抓住了这样一个好机会，进入到了 IT 产品印刷包装市
场。”

据王华君介绍，2000年前后，公司已小有规模，但利润来源还主
要集中在中小型客户，稳定性差，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恰在此
时，索尼公司新游戏机即将上市，正在寻找印刷包装供应商。“这是一
次难得的机会，不能放弃，我们决定拼尽全力投入竞争。”王华君回忆
说：“当时，无论是设备还是管理能力，我们都未达到索尼公司的要
求。在资源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选择了与拥有设备优势的厂家
合作，利用对方的设备来生产。索尼公司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为
了达到客户要求，我亲自在生产现场盯着，通宵打样，反复比对色
样。单是打样就耗费了一货柜的纸，花掉100多万元，可谓下了血
本。”

“最终拿下订单，裕同也跨出了与国外一流客户合作的第一步，
逐步摆脱‘饥一顿饱一顿’的状况。”王华君感慨。自此，裕同科技开
始着手提升软硬件水平，通过一系列管理与服务模式改革，企业迎来
了高速发展期。

2008年，印刷包装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普遍陷入了价格战。
对此，王华君提出了制造业服务化的思路。“2008年之前我们是以制
造为主的企业，之后我们转型为‘制造+服务’企业。”王华君介绍，具
体来说就是裕同科技一方面为客户提供创意设计与研发创新解决方
案、一体化产品制造和供应解决方案、多区域运营及服务解决方案，
提供从产品设计、物流到品牌管理等一系列服务；另一方面坚持技术
创新策略，设立了集团印刷技术中心、包装技术中心和包装科技研究
院等各类研发部门，也因此拥有了丰硕的研发成果，累计有上百项行
业领先技术、自主知识产权。

新一轮转型再次激活了企业发展潜能，营收从 2008 年不足
10亿元到2016年超过50亿元，成为包装印刷这个传统行业中少
有的“高速列车”。2016 年底，王华君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敲响上
市钟，让裕同科技正式跨入资本市场。“上市只是裕同科技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起点，我们将不忘初心，专注于印刷包装行
业，通过资本市场平台，兼顾内生式和外延式并进的方式将公司
做大做强。”王华君表示。如今，裕同科技已成为国内领先的高
端品牌包装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服务于数十家世界500强客户
及数百个高端品牌。

裕同科技创始人王华君：

坚守初心“包装”未来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委副书记张华：

把爱留在这片热土上
本报记者 薛海燕

2013年12月份，作为江苏海门市副市长的他，参加了第8批南
通援疆干部到达新疆伊宁县。3年后，援疆任务即将结束时，伊宁县
委领导希望他能留下来。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张华决定留下来继续
援疆。如今，他是新疆伊犁州伊宁县委副书记、南通市对口支援伊宁
县前方工作组组长。

愿意留下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一是舍不得。在伊宁工作了3年，
已和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二是放不下。3年时间他分管
教育、产业发展等，很多事情刚刚破了个题，希望自己和同事在这两
方面能干出点成就；三是离不开。有历届援疆干部打下的基础和自
己这3年的调研、思考与实践，若再有3年时间，可以为伊宁做更多
的实事。

在伊宁，教育远比建一座桥、修一条路、盖一幢楼更重要。南通
是教育之乡，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过去，南通和全国各地援疆作法
一样，每批只来5名老师，师资力量捉襟见肘。后来，张华和同事们
大胆提出了百名教师援疆计划，这项计划实施后，大大改变了伊宁的
教育状况，让伊宁的每一所重点学校、每一个年级、每一门课程，都有
南通老师的传授，更对伊宁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华来到伊宁后，发现这里有着很好的交通优势，不仅距离机场
近，还有高速公路、火车站等。与此同时，伊宁还有土地优势、劳动力
优势，用电也很便宜。新疆是我国棉花主产地，张华建议县里大力发
展轻纺产业及相关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伊宁县委的支持下，张华和
同事首先规划了伊宁轻纺产业园，并决心将这个产业园打造成伊宁
工业的名片。

张华牵头组织开展深入调研，主持起草并形成《伊宁县加强招商
引资工作的意见》《加快伊宁县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优惠政策》《伊宁县
推进轻纺产业区劳动力就业实施方案》等多项支持性文件，成功完成
伊宁县织造产业园招商引资项目。现在，该园区已建成标准厂房和
相关配套设施超过20万平方米，已落户企业8家，吸纳当地4000多
人就业，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个致富就业平台，为伊宁县实现工业经
济“华丽转身”提供了强大动力。

张华还依托南通几百万人的大后方，开展捐书活动。根据规划，
张华和同事们将通过3年的努力，募捐3000万元的图书，在伊宁的
每一所学校都建成一座图书馆，每一个教室都有一个爱心图书角，让
知识改变每一个孩子的命运。目前，张华和同事们已为伊宁县成功
募捐图书70万册，极大缓解了边疆孩子缺少图书状况。

“此生幸为援疆人，一片真情洒边疆。”张华说他愿意为了肩上这
份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奉献自己所能。

杨茂林正在义务修剪树枝。 王轶辰摄

张春在
上海交大高
金作学术专
题 报 告 。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