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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若曦今天的胃口似乎不错，往
盘子里夹了不少吃的。她的助理王莹
在一边站着，不吃东西，只是拿着个
iPad在看。章若曦偶尔问一下蓝和建
的工作情况，平时有什么爱好啥的。
两人都很轻松，没什么防备，正在这
时，一个身影在蓝和建旁边顿住。
“蓝总，好久不见。”
蓝和建回过身，认出眼前的女人

是杨茜茹。关于这个女人，坊间有很
多传说，说她主要是为别人洗钱，具
体的操作手法就是利用走私到香港
的现金购买大量高价珠宝带给客户，
这样就避免了监管。不过，谁也没有
证据，只能眼看着她在一群大少或者
阔太太的圈子里高调地游走。她号称
公司的总部在香港，在内地有很多分
店，当然这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杨主席好。”蓝和建打着招呼。

杨茜茹是那个所谓国际珠宝集团的
董事会主席，你若称呼她别的职位她
会很不高兴的。看她每天把自己弄得
人五人六的，蓝和建心里不由得感
叹：男人的苦都是老天爷给的，女人
的苦都是自找的。
“蓝总，一直看你跟靓女在一起，

真是很登对，你们已经成了酒会的焦
点啦。”杨茜茹笑容可掬地说。

蓝和建看了一眼章若曦，说：“看
来得离你远一点，不然怎么死的都不
知道。对了，这是七福珠宝的董事局
杨主席。”

章若曦礼节性地跟杨茜茹握握
手，淡然一笑，显然是不想跟杨茜茹

多聊什么。不过，杨茜茹似乎并不在
乎章若曦的冷淡，居然主动跟章若曦
聊起她的项链，或许这是女人特有的
沟通方式吧。这么一聊，章若曦居然
也跟杨茜茹谈了起来，而且逐渐变得
热烈。蓝和建暗自想：这个杨茜茹不
愧是做生意的女人，一下子就能吸引
住目标客户。

两个女人聊得入神，蓝和建却有
点感觉无聊，他四处看看，正巧前面
有一群人，里面有个熟人———连锁家
私卖场老板李政赫。他也正向这边
看，二人目光相交，蓝和建走过去，跟
他碰杯，简单地聊了一些生意上的事
儿。这个圈子跟蓝和建的生意有关，
所以，大家很容易有话题。这么一聊
蓝和建才知道，这个黄河工商学院并
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到处拉学员，而
是很多人都想挤进来。

有人说：“这年头儿，我越来越体
会到，不读个EMBA你都不好意思
在生意场上混。”

当然，这些人也关心费用，其实
学费每年六十多万并不是问题，关键
是班费、游学费、活动费等。加上同学
聚会，海外考察，两年下来起码还要
几十万元，甚至还不够。至于怎么不
够，有些人话到唇边留半句，蓝和建
也不好多问。

&

每年申请来黄河工商学院读书
的人有两千多人，能得到面试机会的
只有几百人，而能录取的也只有两百
多人，也就是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才
有机会入学。

更有人说，自己为了申请，光是
自己的职业生涯计划就写了一个月。
而且还被教授批评过，说写得不符合
要求。

那些被学院拒绝了的人物的名
字，其中有一个叫魏晓彤的蓝和建很
熟，他算是自己的同行，不过是开家
私连锁商场的，但因为前一阶段他们
公司的资金链出了点问题，所以魏晓
彤就被学院拒绝了，而且据说还是属
于终生不录取的那一类，学院还为此
专门开过新闻发布会，说若不是品牌
形象好、财务状况优良且有信誉的企
业家一律不能入学。

听着大家的谈话，蓝和建忽然觉
得自己以前真的很幼稚，有很多机会
他都可以进入各类商学院，比如北京
有个光明商学院就来找过自己好几
次，自己却以没时间为由推辞了。现
在想想，真是狭隘，而且是眼看着失
去了很多机会。思路决定出路，自己
是需要改变一下思路了。

正巧，宗欣欣走了过来，给他使
了个眼色。蓝和建跟着她走到一边，
宗欣欣低声说：“刘教授跟我说叫我
做做你工作，一定要你参加这一期。
学费的问题好说，我刚才跟学校领导
商量了一下，他们说可以酌情减免一
些。”

蓝和建微笑着回答：“宗老师，你
觉得我会对学费的减免那么在乎吗？
其实，我只是在乎谁能跟我一个班，
来这里读书是什么目的大家都是心
照不宣，你说是吧。”
“我明白，你看这是你这个班的

初步名单，还不是很完整，有些人还

在审核当中，有的因为种种原因还没
有来面试，你看看，觉得怎么样？”说
着，宗欣欣把自己的手机递给蓝和
建，蓝和建看了看宗欣欣备忘录里的
名字，除了章若曦、王辉外，还有几
个国内响当当的企业家，还有不少是
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什么的，这
让他很是动心，于是，他说：“那好，
我报名，明天我叫秘书唐忠琪联系
你。”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来，我敬你一杯。”说着，宗欣欣从旁
边一个侍者的盘子里拿了一杯软饮
料，跟蓝和建碰了一下。
“其实，蓝总可能有些不清楚，想

进我们这个学校而进不来的那可是
大有人在的。也许你不知道，有的学
员如果第一次面试就被 pass了，学
院永远也不会再录取他。”宗欣欣显
得有点随意地说，而这句话正佐证了
魏晓彤那件事儿。

蓝和建含笑问：“哦，那怎么会想
着让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木匠铺儿
老板进来？”
“怎么说呢？主要是有人推荐。”

宗欣欣回答。
“好家利的葛春旺？不对吧，他自

己都没在这个学校读过，没资格推荐
啊。”蓝和建有点好奇地问。

宗欣欣笑道：“至于谁推荐我坚
决保密，或许慢慢你就明白了。”然
后，她向章若曦那边望了一眼，说：
“杨主席已经去别的地方应酬了，你
还是去陪陪美女吧，这是你的任务。
当然，这也算是上商学院面试的一部
分吧。”

奥黛丽·赫本曾说道：“为什么要
改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当你
找到它，你应该坚持下去。”这种执着
且我行我素的时尚理念，不仅深深打
动了时装设计师、好莱坞明星，以及
海内外的时尚达人，同样也令奥黛丽
本人成为一个永恒的美丽楷模。打开
她的风格衣橱，无论是男孩子式的宽松
衬衫、剪裁考究的七分裤，还是简约别
致的小黑裙，都弥漫着自然的芬芳气
息。不需要太多的华丽装束，那些历久
弥新的赫本式衣装，是每个女人值得拥
有的优雅选择！女孩们想要像赫本一样
优雅，不妨从打理你的衣橱入手吧！

小黑裙$一个优雅的开始

想到约会装，女孩们会马上钻进
衣橱里，挑出那件桃粉色连衣裙。等
等姑娘，这已经不是芭比的年代了，
换件小黑裙，给自己一个优雅的开始
吧！《蒂凡尼的早餐》中奥黛丽·赫本
的黑色礼裙虽然无法穿入现实，但无
袖的小黑裙还是备受优雅人士喜爱。
不要刻意显露你的“事业线”，含蓄的
船领搭配一串珍珠项链，远远比“波
涛胸涌”高贵得多。

白衬衫$交际圈中的别致上装

如果说女人的善良与温柔能融
化一切，那么白衬衫则是让你成功踏
入交际圈的别致秘笈。丢掉你衣橱里
那些千篇一律的职业衬衫吧，它们绝对
是让你与好人缘失之交臂的霉物。仔细

挑选几款复古别致的衬衫，一点
男友的灵感，一点宽松的设计，一个
新颖的小翻领，几粒优雅的纽扣，都
是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的理由。

高腰裙$时刻像公主一样挺拔

《罗马假日》里奥黛丽·赫本化身
安妮公主，虽然褪去公主裙，却依旧
保持着挺拔窈窕的气质。究其缘由，
高腰裙绝对功不可没。过膝高腰裙搭
配白衬衫，令人看上去精神饱满、清爽
有型；选择腰线上移的连衣裙，也有拉
长身材比例的绝妙效果。也许你没有
赫本22英寸的小蛮腰，但高腰裙绝对
是让你身材凹凸有致的灵丹妙药！

西装$穿出女人的温柔

奥黛丽·赫本衣橱中出现最多的
品牌莫过于纪梵希了，而设计师休伯
特·德·纪梵希不仅为她添置了惊艳
的戏服，还点亮她的日装。荧幕下的
赫本喜欢西装，尤其是纪梵希经典的
西装———长度刚好过腰的七分袖西
装，宽松的袖形，微收的腰身，甜美的
圆扣，加之恬淡的色彩，成为风靡至
今的优雅款式。对于女人来说，拥有
这样一件百搭的西装，温柔自然与你
拉近距离。

蕾丝裙$原汁原味的纯净

细腻与刻薄总是女人不好把握
的态度，就像蕾丝裙的挑选一样。奥
黛丽·赫本获得奥斯卡奖的时候，穿

了时装大师伊迪丝·赫德（Edith
Head）设计的白色蕾丝裙，象牙白的
蕾丝花朵裙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礼
裙之一，做工上无不精致，却运用了
极简主义的造型，这令赫本散发出一
种简单的灵动美。虽然当下的蕾丝裙
花样百变，但原本就十分细腻的它就
不需要复杂的款式了，保持纯净的色
彩，会令你更加原汁原味。

七分裤$考究态度的精髓

远离那些短到夸张的迷你热裤，
要想让自己优雅起来，七分裤才是最
明智的选择。当然，规矩考究的剪裁
也是关键之一，膨胀的哈伦裤或垮裤
想都不要想，那些与优雅毫不沾边的
廓形会令你看上去邋遢又颓废。生活
中的奥黛丽·赫本喜欢得体的七分
裤，无论是卡其色、白色、黑色，还是
淡雅的条纹、小几何图案，都是考究
态度的精髓。

衣橱之外的优雅

芭蕾鞋：自幼学习芭蕾舞的奥黛
丽·赫本，不仅保持芭蕾舞演员般从
容挺拔的身姿，还喜欢穿着平底芭蕾
鞋。优雅的中性色结合俏皮蝴蝶结，
是漫步街头的优雅选择。

围巾：春夏的丝巾，冬日的羊绒
围巾，对于一个优雅的女人来讲，是
必不可少的配饰。奥黛丽·赫本曾在
《罗马假日》中以简单的条纹丝巾掀
起时尚潮流，而私下里的赫本也很喜

欢纯色小丝巾。将莹亮的绸缎质地的
它简单对折成三角形，宽松围裹在头
部并在颈下系上俏皮的蝴蝶扣，会散
发出别样的优雅气息。冬日围系一款
素色长羊绒围巾，中性的色调饱含亲
和力，流露丝丝入扣的典雅韵味。

腰带：拥有22英寸迷你腰围的奥
黛丽·赫本与强调女性胸臀的潮流相
悖，一条纤细的纯色腰带环绕腰间，
令她的纤瘦身材脱颖而出。无论穿着
高腰裙还是裤装，她都同样窈窕迷
人，淑雅不落俗。

珍珠项链：奥黛丽·赫本从来不
佩戴名表，但这不能说明她不追求精
致。一串莹润富有光泽的珍珠项链，
绝对是女人的细腻所在。再简约的裙
装，只要是抹胸或者船领、圆领，搭配
白色珍珠项链都不会错。

墨镜：1964年，奥黛丽·赫本的
一副猫形墨镜开启了一股墨镜热。的
确，无论是猫形墨镜、圆形墨镜，还是
中性风格的飞行员墨镜，掩盖疲倦的
双眼，它是最美丽的借口。

优雅之内的心得

个人非常崇敬奥黛丽·赫本，虽
然她早年离世，但留给世界的回味却
是那样绵远深长。“美丽不止是容貌，
更在于她的灵魂。”她的美丽与优雅，
让我渴求去洞悉她的内心世界。阅读
奥黛丽·赫本的个人传记，反复回味
她主演的电影，穿衣之外的优雅，还
有很多值得我们一起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