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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成功样本

郑雪锋院野撕书冶备考的会计学霸

700 多页的课本被
拆分成好几沓袁在书
皮外面有重新装订
的痕迹遥在地铁里或
是外出学习时袁他就
用这样野撕书冶的办
法啃下了一本又一
本的考试大纲

姻 本报记者 李嘉亮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优秀毕业生推荐

人才库

记者手记

每位会计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遥 在与郑雪锋交谈过程中袁记者
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遥
不能说郑雪锋有多么优秀袁 但他那

坚持不妥协的性格让他走上了如今的
工作岗位遥
在备考过程中袁 郑雪锋充分展示了

会计人的缜密遥 无论是将整个会计行业
中的资质考试穿插来进行复习袁还是系
统地安排学习时间袁他都做了很详细的
准备工作遥

有了计划就要有执行力遥 这归功于
他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遥

在大学时期袁 郑雪锋就经常在课余
时间泡图书馆袁也渐渐养成了习惯遥在周
末的备考中袁 家里舒适的环境反而让郑
雪锋不能高效率地学习遥每到此时袁他便
拿好自己的资料去附近的北京工业大学
图书馆或者首都图书馆进行学习遥

那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考生袁有参
加注会尧研究生尧医学职称等各类考试
的备考者遥 但凡能利用周末来这学习的

人都有着互不打扰尧 互帮互助的意识袁
学习氛围很浓遥 累了就去喝杯咖啡袁实
在坚持不住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袁清
醒之后拿起课本继续学习遥 仿佛在这
里袁郑雪锋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遥
即便是后来搬家到了另一个城区袁

郑雪锋也会在周末不辞辛苦地去这两个
地方学习袁因为习惯了遥习惯了那里的清
净尧习惯了那里的氛围尧更是习惯了那一
份属于他自己的学习天地遥

渊李嘉亮冤

学霸级别的考生在会计行业中随
处可见袁 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职场经
历袁但在对人生规划和对学习时间的把
控上无一例外均是好手遥

郑雪锋袁现任职中储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审计部副经理一职遥 从大学时期袁
他便着手规划起了自己的职场路径袁并
付出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遥 从会计师事务
所到大型央企审计部副经理袁他通过一
系列的考试丰富完善自己袁同时也给了
自己踏入新岗位的机会遥 坚定决心袁在
时间的夹缝中更新知识袁这或许就是他
成功的秘笈遥

树立专业为王的理念

在专业为王的会计行业袁学习是永
恒的话题袁然而最初的郑雪锋并未对它
有很深的体会遥

从小到大袁郑雪锋认为自己一直是
一个才智平平的人袁出生在河北农村的
贫困山区袁一路读书平平淡淡袁就像生
活中大多数人一样遥

从小好好读书袁 长大后考好大学袁
毕业后找好工作袁从此就可以不用再努
力学习了遥 在当时的郑雪锋眼里袁这就
是完美人生遥 而郑雪锋也一直朝着这个
方向去努力遥 那时的他难以预料学习将
是他入职后乃至人生的一大主题词遥

2002年袁 郑雪锋在大学中选择了
财务管理专业遥通过大学 4年的知识积
累和对会计行业的定位袁他树立起了业
务为王的理念袁也开始着手描绘自己的
职业蓝图遥

野要把大学会计专业优势利用起
来袁不能淹没在毕业求职的大军中遥 冶郑
雪锋告诉记者遥 毕业后无论是从事审计
工作还是企业财务工作袁专业素质必须
要跟得上袁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更
多的专业知识是他首要考虑的问题袁会
计师事务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遥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范围比较广袁可
以接触到各类企事业单位遥 相对于企业
财务而言袁知识的积累有着天然的优势遥
虽然会计师事务所很辛苦袁 经常性的加
班和出差往往会让从业人员感到疲惫不
堪遥 但是年轻时不吃点苦袁 怎能品尝苦
尽甘来的滋味呢钥

就这样袁2006年毕业后袁郑雪锋进
入了会计师事务所遥 同时袁这也开启了
他的考证之旅遥

拓宽知识层面 多重利用知识

随着审计工作知识更新尧社会进步
的加快以及来自工作的压力袁这方方面

面的因素都在无形中推着郑雪锋前行袁
促使他不断地完善自己遥

野那时袁 会计职称考试对资质的审
核还不是太严格袁我在大学阶段就通过
了初级会计职称的考试遥 入职后袁我将
目光又瞄向了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和
注册会计师考试遥 冶郑雪锋说遥

经常性的出差加班留给郑雪锋的
复习时间有限袁 考证的效率不是很高袁
这也让他体会到了学习中时间管理的
重要性遥

没有充足的时间看书做题袁想要通
过考试就如同痴人说梦遥 伴随着工作经
验的积累袁郑雪锋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4年后跳到现任公司的内审部门工作遥
相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高强

度袁企业内审工作相对轻松袁留给了郑雪
锋较为充足的复习时间遥从此袁郑雪锋在
考证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遥 注册会计师
资格证书尧税务师资格证书尧国家司法考
试证书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袁都
陆续被郑雪锋收入囊中遥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拿下如此之多
含金量十足的证书袁记者不禁问他是如
何办到的遥

野只是不想浪费知识袁 将关联知识
的相关证书都拿到手遥 冶郑雪锋坦言遥

例如袁当自己备考注会考试中的叶税
法曳科目时袁就会想是否能将税务师考
试中的税法相关科目一并学习并考试
呢钥 虽然有些许差别袁但是原理相通也
会给备考带来时间上的加成遥 同样的道
理袁税务师考试中的税收相关法律学科
也可以在备考司法考试的过程中获取
便利遥

野其实袁注会考试和税务师考试的
科目都是相辅相成的遥 只是存在主副
科之分袁交叉复习袁事半功倍遥 冶谈起报
考经验袁郑雪锋表示遥 当然袁会计行业
各种资质的考试都是有所关联的遥 再

如备考注会考试中的 叶会计曳 等科目
时袁 又会涉及资产评估师考试中的相
关内容遥 以此类推袁郑雪锋又选择报考
了资产评估师遥 2015年袁基于工作与
专业的需求袁 他又报考了国家司法考
试袁并一次性通过遥

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努力进取的精
神也为郑雪锋的职场铺平了道路遥

2012年袁 随着企业内控制度的出
台袁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袁郑雪锋通过
所学知识参与了所在企业的内控体系
建设遥 公司业绩的提升让郑雪锋获得了
晋升的机会遥

让学习变得高效

知识的积累让郑雪锋找到了考试
的快乐袁受益匪浅遥

当问及如何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
态来进行备考时袁郑雪锋认为主要有主
客观两方面原因遥 他说院野主观能动性很
重要遥 你得下定决心并持之以恒才能最
终拿下资质遥 由于没什么背景可言袁自
己在北京打拼袁就得有这份毅力袁咬咬
牙总会过去的遥 冶

在会计类资质的考试中袁有很多考
生往往坚持不到最后遥 比如注会考试考
过 3科后袁由于各种原因袁在规定的 5
年内没有拿下剩下的 3科考试袁结果半
途而废遥 虽然在备考过程中袁考生能力
会有所提升袁 但终究没达到最初的目
的袁所以考试贵在坚持遥

郑雪锋还强调了备考的系统性遥 如
果自己不能很好地进行梳理袁 可以借助
辅导班来进行规划遥例如袁在最近备考国
家司法考试时袁 郑雪锋选择了通过网络
课程进行系统安排遥事先统计好学习量袁
留足时间听课件很关键遥 在 8个多月的
复习时间内袁 郑雪锋每天必须得消化 4
个多小时的听课时间袁还要留足看书尧做
习题的时间遥

野这样算下来袁一天要保证的学习
时间在 6个小时左右遥 冶郑雪锋总结说遥

因为考生基本都处于工作岗位袁不可
能全职参考袁此时就要利用好各种时间遥

在北京生活袁 时间成本是很高的遥
在地铁的 1个半小时时间里袁郑雪锋会
选择听课件尧看讲义袁用这种方法来节
省时间遥
说到此袁郑雪锋顺手拿出自己的课

本遥只见 700多页的课本被拆分成好几
沓袁在书皮外面有重新装订的痕迹遥
郑雪锋告诉记者袁在地铁里或是外

出学习时袁 他总是将一整本书拆分袁把
课本整齐地撕下来装订成小册拿着看袁
这样既节省空间又节省体力遥 他就用这
样野撕书冶的办法啃下了一本又一本的
考试大纲遥

会计人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女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审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年 1月至 3月及
2015年 11月至 2016年 3月在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助理遥

自我评价院 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
和学习能力袁外语能力强袁并拥有较强
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尧证券尧咨询尧国企尧

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或审计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1176654847@qq.com

邓婕

女袁25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审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2016年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 年 1月至 2015
年 3月袁 在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
海分所金融组实习遥

自我评价院 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
和学习能力袁沟通能力强袁责任心强袁
做事踏实认真袁注重团队合作遥

期望岗位院会计师事务所尧证券尧
咨询等机构的财会专业相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muwenhe1114@163.com

慕文河

周婉佳

女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 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年 11月至 2016
年 4月在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任项目助理遥

自我评价院 乐观开朗袁 表达能力
强袁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尧沟通和协
调能力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尧高校尧企业相

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尧杭州市
联系方式院
linsazwj@163.com

女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 年 7月至 2015
年 11月在德勤咨询管理渊上海冤有限
公司实习遥

自我评价院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
和团队协作意识袁责任心强袁具备良好
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遥

期望岗位院金融机构尧会计师事务
所相关财务或审计工作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kang_nan@163.com

康楠

男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
专业硕士研究生袁 将于 2016年 6月
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3月在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新三板业务部实习袁主要负
责中小企业新三板挂牌上市等工作遥

自我评价院专业能力突出袁拥有较
强的学习能力和抗压能力袁做事认真袁
执行力强遥

期望岗位院 企业财务管理及相关
金融行业岗位
工作地点院上海市
联系方式院
15026519957@163.com

蒋自强

男袁24岁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
业硕士研究生袁将于 2016年 6月毕业遥

实习经历院2015 年 3月至 2015
年 6月在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任信
托经理助理遥

自我评价院性格随和袁积极乐观袁
有较强的责任心袁专业基础扎实袁做事
认真负责遥

期望岗位院 金融机构财会专业相
关工作
工作地点院南京市
联系方式院
yangyusencpa@126.com

杨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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