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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校园金融学校园金融学

前两天，我在侧船山路上看松鼠的时候，一个男人叫住我，问我经管院该怎么

走。

他打扮得干练，穿一身正装，如果不是在胳膊下夹了一个公文包，我会以为他

是一个青年学者。

我比划了几下，也没比划清楚，干脆就给他带路。走了两步，他便向我介绍自

己，说自己是一个校园金融学家，这次来找经管院的院长，是想聊聊最新的校

园管理项目。

 

校园金融学是个很新鲜的名词，于是我当即表示，自己有兴趣听听他的见解。

“您说您研究的是校园金融学？”

“没错，校园市场经济研究。我最近做了一个题目，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的校园化建构及利用金融杠杆调节教育活动的方法论研究》。”

“那您主要研究什么呢？”

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鲁迅



“用经济手段管理校园嘛。”

“校园里哪有经济机构呢？”

“开一个不就好了。”

 

这让我有些困惑，怀疑自己听错了：“开一个？”

他倒显得十分平淡：“开一个。”

“开什么？”

“开银行。”

“银行？”

“银行、投资基金会、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登记结算公司，你愿意叫什么就

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这让我觉得有些荒诞：“等等，您想在学校开银行？”

“没错。”

“这不是非法集资嘛？”

“瞧你说的，谁说我们要集资了？”

“不存钱的银行？”

“钱？钱是什么？一个符号？手里的一张纸？支付宝里的一个数字？一个符号有

什么价值，一想到我得攥着纸去问别人这个卖不卖、那个卖不卖，就觉得麻

烦，又不是在厕所排队等坑位。”

“所以您是想……”

“朋友，你该去青马班学学政治经济学了。“他打断我，说，”我问你，价值是什

么？”

 “价值，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看我没说话，他就接着说，“说简单点，就是别人

的时间。你拿钱买的不还是别人的时间吗？那为什么不跳过钱这个没用的中介

物，直接去赚别人的时间呢？”

“我不明白。”

“你明白，你很明白。时间！大学里真正的硬通货，就是时间。现在什么东西都

贬值，只有时间——”说着，他拍了一下大腿，“只有时间永远均匀产出，不会通

胀。”

校园金融学家顿了顿，严肃地补充说：“公园遛鸟大爷的时间，确实没什么价

值。但是大学生不一样，做事认真，又有激情，他们的时间最珍贵，购买力最

强。”

“可是……买什么呢？”我依然云里雾里。

“在大学里，你能用时间买到任何东西！“

说着，他比出一根手指：“知识，紧俏货，带着时间去图书馆，一下午换半斤。



”

然后，他又比出一根手指：“爱情，奢侈品，带着时间去追女生，一年能换仨。

“

接着，他比出第三根手指：“健康，日用品，带着时间去睡觉，健康生活五十

年。”

我忍不住打断他：“时间宝贵，这是小学生都懂的道理，和您说的校园金融学又

有什么关系呢？”

“宝贵的东西留在个人手上，太可惜了。”校园金融学家大手一挥，说，““我们得我们得

把他们的时间给赚过来。把他们的时间给赚过来。 ””

“赚别人的时间？”这可真叫我有些匪夷所思了，于是我忍不住提醒他，“您应该

懂点物理学，同一时空下的单体时间又不能累计，你赚来的时间存哪儿呢？”

“不用存。” 校园金融学家站定了脚步，看着我说，“过去的人都是把硬通货留在

仓库里，把废纸发出去，让大家带着废纸去换硬通货。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把时间留在学生那里，把废纸留在我们这里，等我们想要他们的时间的时

候，就让他们主动带着时间来替我们做事，找我们换纸。”

“你又在说钱了。”

“钱、证券、股票、国债、税票，你愿意叫什么就叫什么——名字不重要，不过

是一个符号，只要由我们来发行就行。”

“这是违法的！”

校园金融学家冲我笑笑，然后开口问我：“那么就给我们发行的符号起个好听的

名字——比如说，荣誉证券。”

2.2.荣誉证券荣誉证券

说到这里，校园金融学家又迈开了脚步。

我突然明白了不少，立马踏着步跟了上去：

“荣誉？”

“荣誉。”

“您想发行荣誉？”

“被普遍承认的荣誉。”

“荣誉是大家自己争取来的啊。”

““自己争取来的，那叫风评。得我们认证过，才能叫荣誉。自己争取来的，那叫风评。得我们认证过，才能叫荣誉。 ””

“大家为什么要来找你认证呢？”

“我们发行的荣誉证券硬通啊。”

“你不是才说了，荣誉证券就是个符号吗？”



“符号硬通了，也能唬得住人。”

 

“怎么就算硬通呢？”

“评先进个人先进个人，必须要有我们发行的荣誉证券。够硬通吗？”

“硬。”

“评奖学金奖学金，必须要有我们发行的荣誉证券。够硬通吗？”

“够硬。”

“保研保研，必须要有我们发行的荣誉证券。够硬通吗？”

“真JB硬。”

 

 “现在是异化社会，朋友。没人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人们只在乎你是什么——

三好学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学生会主席？风云学子？还是其他什么你胡编

乱造的荣誉称号？我们身边的环境已经腐烂了，不诚实和不信任的空气正在制

造一个柠檬市场，所有人都在呼吁有人站出来为荣誉提供担保，而我们可以做

到这一切，荣誉证券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花！” 校园金融学家拍拍我的肩

膀，用故弄玄虚的语气对我说道，仿佛他刚从莱昂纳多 ·迪卡普里奥的办公室里

出来。

这下子我可真的肃然起敬了，于是我恭敬地请教这位校园金融学家：“您打算怎

么发行荣誉证券呢？”

 “简单，批发加零售，会员加点播，股东加散仓。”

“愿闻其详。”

 

“先说零售。”

“零售。”



“简单讲，就是卖活动分。”

“活动分本位制？”

“差不多。你可能知道，校园思想政治安全与网络教育学学者李叶做过一个研

究，叫《从统计学的角度计算活动分的权重究竟多高》，在评定奖学金的过程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活动分。所以，我们要先出台一项规定：所有的活动证

明，都必须要盖有荣誉证券的印花，才算有效。这不就把荣誉证券和活动分挂

钩了？”校园金融学家说道，“等我们发行了荣誉证券以后，大家想要活动分，

就得拿自己的时间跟我们兑换。他们来参加我们举办的活动，我们给他们发荣

誉证券做证明——上面印几个大字，就写 ‘荣誉证券，请及时兑换！感谢您的参

与，欢迎下次再来！ ’”

听到这里，我有了新的困惑：“这听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嘛，大家花时间来参加

我们的活动，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什么活动能办，办什么活动，这都是我们说了算的啊。”校园金融学家回

答道，”你应该听说过银行的投资业务吧，银行拿储户的钱做资产业务，我们也

可以拿大家的时间做自己的投资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办一些老

板们喜欢的活动。李老板喜欢猛男，想看猛男跑步，我们就给他办一个猛男环

山跑。陈老板喜欢豪迈，我们就为他办一场红歌会；钱老板喜欢看美女散步，

你就去为他办一场T台秀……”

他的话让我多多少少有点不快，因为我也喜欢看美女散步。于是我质疑他：“可

要是你办的这个活动我本来就很喜欢呢？我参加一下也吃亏了吗？”

校园金融学家眯了眯眼睛，看起来有些不解，但还是客客气气地回答：“那当然

皆大欢喜了。但你应该明白：你只是碰巧也喜欢而已你只是碰巧也喜欢而已。”

我沉默了一会，对校园金融学家说：“那您再说说批发吧。”

“简单讲，就是卖官。”

“学生官？”

“差不多吧，先出规定：所有的社会工作，必须得戳上我们发行的荣誉证券的印

花才作数。”

“那不等于垄断了任职证明、先进评奖、保研名额的发行权。”

“是的。”校园金融学家点点头，“而且这样一来，我们用不着花一分钱，就能有

一大堆人来替我们做事。任期内他们得随叫随到，我们一句话，他们就得写材

料写道凌晨三点半。”

“就没点好处？”

“如果他们表现不错，我们可以授权他们做荣誉证券的二级发行商——允许他们

自办活动、允许他们成立部门纳新、允许他们自己设奖、发奖，他们的活动，

我们也给戳荣誉证券的印花，帮助他们集资。但是有一点，他们筹集到的时

间，要和我们三七分成。”

我一愣：“你是说，他们把活干了，把人招了，才拿七成？”

“是三成。三成自己做事，七成给我们打工。就这，还得看我们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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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碜。”

“不寒碜。”

“寒碜！很他妈寒碜！”

“不想寒碜你别要荣誉啊。”

“荣誉是我应得的。”

“你做了什么你就应得了？”

“我做了事，做了贡献。”

“谁知道你做的事呢？谁在乎你做的贡献？”

“同学们在乎。”

“谁又在乎他们呢？”

 

我哑口无言了。又走了几步，我问他：“那你打算发行多少荣誉证券呢？”

“多多益善。”

这可叫我发现了问题，于是我问他：“这些证券有多少能变现呢？”

 “什么意思？”

“你解决就业吗？”

“不解决。”

“你解决升学吗？”

“解决几十个吧。”

“那这些拿着荣誉证券的人，有多少能从你这里得到真正的实惠呢？“

“很少一部分。”

“那我要问你了，你说你是校园金融学家，却要像印钞一样印发荣誉证券，动辄

就是几百支优秀团队、几千名先进个人，你就不担心荣誉通胀吗？”

校园金融学家看起来不以为意：“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大家发现荣誉通胀以后，可就不会拿着时间来你这里购买荣誉证券了。”

“他们会来的。”

“你就这么肯定？”

“韭菜要一茬一茬割。割了一茬走，还有一茬留。这个你放心。”

3.3.韭菜收割指南韭菜收割指南

“韭菜？”

“韭菜。”



“割韭菜？”

 “我是学金融的，不是学物理的。我对发明韭菜永动机没兴趣。”校园金融学家

淡淡地说，“在商言商，我从一开始就说了，荣誉证券是一张废纸，我们印它出

来，是为了把大家的时间都赚过来，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得到应得的回报，那

是慈善家做的事。”

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我们更像是园丁，适当地割韭菜，是为了韭田能更我们更像是园丁，适当地割韭菜，是为了韭田能更

好地生长。好地生长。 ””

 

“那你打算怎么割大学生的韭菜？”我问他。

“分四步。”他回答。

 

“第一步？”

“吸收闲散资金。”

“哪来的资金？”

“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一个个都不适应。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满把的空闲时间

不知道怎么打发。对不对？”

“对。”

“大家还担心时间荒在手里了不保值，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他们有投资的需求。”

“是。”

“那就别等他们搞清楚状况，别等他们弄清楚投资的门路。最好赶在他们参观图

书馆之前，就安排人去向他们推销我们的荣誉证券。”

 “怎么推销？”

“从二级发行商里挑几个人，让他们去新生那里说点制造焦虑的话：什么 ‘时间

烂在手里就废了 ’、 ‘与其在宿舍里睡觉不如去为未来做一点打算 ’——反正就是劝

他们把手里的时间交给我们投资保值。他们要是犹豫，就再告诉他们，这都是

人生必经的锻炼嘛。”

“来了的确能锻炼啊，这也不是骗人。”

“你以为那些所谓的高级学生干部是锻炼出来?那就太天真了。他们哪个不是天

赋压倒努力的？每个人都是本来就能干，上级用起来也顺手，于是就一路被用

上来了。”校园金融学家边摇头边说，“学本事是面子话，归根到底是消耗——让

一个人不停地做那些他本来就擅长的事，这怎么能算锻炼呢？你如果说成长，

他们倒肯定是成长了，可是18岁到22岁这个阶段，谁还不能成长一下呢？换个

地方、换个时间，都一样能成长。重要的是，怎么让他们把时间交到我们这重要的是，怎么让他们把时间交到我们这

里来里来 ‘‘成长成长 ’’。。 ”

“你的意思是说，最开始的一步，就是趁他们不知道怎么打发闲散时间的时候，



用几张不值钱的证明把他们的时间要过来。不让他们找到别的投资渠道？”

“你开始上道了。”

 

“那第二步？”

“超发荣誉证券，人为制造荣誉通胀，把他们套牢。”

“怎么说？”

“刚开学的闲散时间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很快，等大家发现时间的多种投资渠

道以后，可能就会把时间投资到其他地方——学术、恋爱。套牢所有人是不现

实的，但是要多套牢几个人还是不难的。”

“具体的做法？”

“增设机构、职务，增设活动、奖项。这样一来，用闲散时间买到的荣誉证券就

会贬值。对于已经持有一定荣誉证券的人来说，如果这时候不继续认购荣誉证

券的话，自己手里的荣誉证券全都会被稀释，变得没什么用——如果他们做了

这样的选择，我们就把他们之前付出的闲散时间都白白割下来了。”

“如果继续认购呢？”

“那我们当然鼓励和欢迎。反正我们只需要把超发的荣誉证券不停地投放到校园

里去就好。如果担心花掉的时间成了沉没成本，害怕自己的荣誉通胀，就不得

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认购我们的荣誉证券。这时候，闲散时间已经不够了，还

要努力地去挤其他时间，才能拿出足够的时间去兑换荣誉证券，好使自己的荣

誉不贬值。这一来二去，就把他们套牢了。”

 “所以说，这一步不但要把他们空闲的时间收过来，还要把他们剩下的时间都

卷进来。”

“是的。”

 

“第三步呢？”

“第三步可以抄底和收割了，这一步是最重要的。能不能化解荣誉通胀带来的信

用风险，就看这一步执行的够不够坚决了。”校园金融学家的语气，俨然是高校

里的索罗斯。

他没有停顿，继续说道：“具体点说，大致又可以分为三个步骤：制造竞争、清

理坏账、重新分配。”

 

“首先，我们要定期结算荣誉证券，在结算环节制造竞争。

我们规定，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认购那些大面值的荣誉证券。围绕这个规则来指

定竞争规则。

所有零售的荣誉证券都会被纳入奖学金评定体系中，按年度结算，只有排名最

靠前的人可以领取到奖学金，并且进一步兑换相应的荣誉证券。而落选者的荣

誉证券就失去了变现的可能。所有批发出去的荣誉债券也要做相似的处理——

持有它们的二级发行商们也要按年度统一换届，胜选的人可以兑换更多的荣誉



证券，而落选的人的荣誉证券也就丧失了流通性。

通过制造竞争，我们可以让绝大部分荣誉证券都变成不需要兑现的废纸。他们

之前付出的大量时间，也就随着自己的荣誉证券一起沉没了。”

 

“接着，我们就要把这部分无法兑现的坏账清理掉。我们宣布上一年度零售的荣

誉债券到期失效，所有活动分归零。同时要求所有竞选失败的人退出相关组

织。他们之前的付出就全部成为了无偿的付出。”

 

“到了新的年度，我们就发布新的荣誉证券。然后把那些清理出来的位置重新挂

上货架兜售。

旧的荣誉证券都要被交出来，然后搭上更多的时间，来换购新的荣誉证券，完

成荣誉证券的重新分配。”

 

“经过了第三步，绝大多数人为荣誉证券付出的时间，实际上就讨不回来了。

”这一次，校园金融学家自己做了总结。

 

“这不是已经收割得很干净了吗，还需要第四步吗？

“到了第四步，仍然持有荣誉证券的人，就不剩几个了，他们的时间也几乎全部

都交付给了我们。即使之后的时间他们不交给我们，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校

园金融学家依然是那副淡淡的口气，“这时候，他们的前途也很大程度的依赖于

我们了，他们也就不能不成为我们最坚决的拥护者了。这时候，我们一不怕他

们挤兑，二不怕他们不听话，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尽情地盘剥他们身上剩

余的时间。把他们榨取干净。”

 

最后，他做了简短的总结：“这四步割韭菜的流程，给每一届学生走一遍，荣誉

证券的体系就永远不会崩溃。”

4.4.尾声尾声
讲到这里，我便也说不出什么话了。只是若有所思地往前走着。

校园金融学家看到我的神态，便也收起了话匣子。

我们俩就这样无言地走了五分钟，我才停下脚步，指着前面的建筑，对他

说：“喏，到了。“

他看了看建筑，问我：“这是经管院？”

“不是。”我回答他。

“那这是哪里？”

我抬头看了看天，一字一顿地回答他：



“这是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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