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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27 年秋，唐贞观元年（一说贞观三年），28 岁的玄奘法师 混杂在逃难的灾民中间，悄悄地离开了长安，开始

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

■十七年中，玄奘备历艰辛、忍饥挨饿、越沙漠、渡雪岭、顶风暴、斗盗贼，九死一生，从未考虑过回头。玄奘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去伪经，求真经，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

■十七年后，玄奘被当时通缉捉拿他的唐太宗李世民 以国礼迎回长安，长安百姓人山人海，塞街满巷，甚至相互践踏，争

相一睹这位后来被神话称为“唐僧”的智者和勇士。

■玄奘回长安后潜心译经十九载，手不辍笔直到圆寂，身后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这些佛经广泛传布到中国、日本、朝

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为促进佛教在东方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有真实记载的历史人物，会像玄奘一样，变成妇孺皆知的神话人物，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玄

奘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玄奘留给中国人的，绝不只是一个僧人对信仰的坚定执着，更是一种胸襟开阔、海纳百川的开放胸

怀，一种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鲁迅先生 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

等于为帝王 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玄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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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行路线 / 长安（陕西西安）——秦州（甘肃天水）——兰州——凉州（甘肃武威）——瓜州（甘肃瓜州县东南）——玉门关

——伊吾（新疆哈密）——高昌（新疆吐鲁番）——阿耆尼国（新疆焉耆）——屈支国（新疆库车）——跋逯迦国（新疆阿克苏）——凌

山（天山）——大清池（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素叶城（即碎叶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昭武九姓七国（乌兹别克斯

坦境内）——铁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兹嘎拉山口）——阿富汗北境——大雪山（兴都库什山）——巴米扬山谷——阿富汗贝格拉姆——

巴基斯坦白沙瓦城——印度

玄奘回程路线 / 从今巴基斯坦北上——阿富汗——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塔什库尔干——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线——尼雅——

且末——楼兰——敦煌——瓜州（甘肃瓜州县东南）——长安

 途经国家 /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古玄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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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化考察活动“玄奘之路”：

“玄奘之路”缘起于2005——2006年行知探索（原名科影传媒、行知传媒）与中央电视台、外交部联合策划发起的大型文化

考察活动。该活动感召了中国社会最知名的工商界、文化界、媒体界等精英人士，组成联合考察队，上高原、下戈壁、翻天山、过

雪岭，穿越荒无人烟的罗布泊，经历仍处战乱之中的中亚阿富汗地区，亲身考察和体验玄奘大师不平凡的人生旅途和心路历程，见

证玄奘大师呕心沥血缔造的惠及千秋的伟大功业。考察队于2006年11月成功抵达印度，并在新德里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

亲切接见，胡主席高度赞赏玄奘之路文化考察活动，发表讲话说：“国与国的民间文化交往，同政治交往、经济交往一样，能够更

加深远地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谊，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力量。”

今玄奘之路 高清史诗正传纪录片《玄奘之路》

由行知探索投资拍摄的高清史诗正传纪录片《玄奘之路》，运用剧情式的拍摄手法记录了高僧玄奘传奇而瑰丽的一生，第一次真实地再现了

玄奘的西行之旅，是一部真正的西行史诗。摄制组跋涉数万公里，在六个国家进行拍摄和寻访，寻找神话背后的真实玄奘。穿过历史迷雾，见证

苦难旅程中的精神力量。该片在央视的播出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好评如潮，是行知探索文化传播公司呕心沥血之作。

本片分电影版和电视版两个版本。电影版又名《玄奘大师》，90分钟；电视版《玄奘之路》，12集，每集30分钟，央视九套和一套先后播出。

2014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高清史诗纪录片《玄奘之路》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印度总理莫迪，习主席强调，中国唐

代高僧玄奘到古吉拉特邦取经，然后把佛经带回中国，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邀请莫迪到习主席家乡陕西西

安去参观玄奘藏经译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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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之路线性文化遗产

2012年，甘肃省瓜州县将玄奘之路确定为线性文物保护单位。

玄奘之路线性文化遗产瓜州段全程涉及到国家级、省级、县级文物

保护单位20余处，其中锁阳城遗址是丝绸之路整体申遗的重要路

段，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里除了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同

时又拥有灿烂的历史文明，留有数不尽的文化古迹。做为古丝绸之

路的重镇要塞，此地经历长期的繁荣与多次的战争，因此遍布了先

民的遗迹。玄奘之路组委会将继续推动此条线路的保护规划、开发

利用等行为规范，逐级申报为更高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是在华语商学院的EMBA学员群体中开展的一场体验式文化赛

事。比赛路段设在甘肃和新疆交界的莫贺延碛戈壁——史称“八百里流沙”。一千三百多年

前，玄奘法师在这里经历了追杀、背弃、迷路、彷徨、生死……最终立下铮铮誓言：“宁可就

西而死，岂能归东而生”、“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尽管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几将殒绝，但

依然心无所惧一往无前，最终实现了从坚持到超越的伟大升华。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从06年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次，已有45所国际知名的EMBA院校参与，

累计参与人数6千多人。2016年5月将在瓜州举办第十一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届时，

参赛各校的EMBA 学员通过团队结组徒步穿越112 公里戈壁，深入体验一个伟大的中国人为求

真理只身穿越无人戈壁的生死历程，认识到“理想•行动•坚持”的成功法则，在苍茫天地间

感受“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在内心深处寻找到让生命得以攀援上升的巨大能量，从而以更

积极、更健康、更持久的动力去拥抱生命中更高的挑战。

赛
事
介
绍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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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院长寄语

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裴  平

“穿越戈壁，挑战自我，激励人生。”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王广斌

“我有一个梦想。”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陈志军

“走过戈壁的都是兄弟姐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

“海阔天空地想，脚踏实地地干。”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EMBA项目主任   张伟伟

“华理雄鹰，大漠精英。”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李燕萍

“理想·行动·坚持·超越”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刘克选

“到处都是路，看你走哪条！”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副院长  邹建华

“走过戈壁的人才会真正感悟到人生的真谛与团队的

价值！”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   洪秋霞

“我想要的，是跃动的而非安逸的生命历程。

我想用心去行走。”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EMBA项目主任   

钱  军

“身心健康。”

院
长
寄
语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任   王庆江

“戈壁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更坚强，更充满
信心，一切艰难险阻不在话下，勇往直前，直达胜
利的彼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   殷志文

“茫茫戈壁，有我复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校长   杨长春

“生命在于运动。”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  赵璧全

“勇于开拓，超越自我！”

长江商学院教授   朱  睿

“长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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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中心执行主任   

李  平

“理想、行动、坚持。” 

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校长   楊弘敦

“山海胸襟，熱情洋溢。”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副校長   陳良基

“主動、積極、創新。”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王宗润

“勇者不凡，唯我中南。”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执行院长   骆玉鼎

“从海上到戈壁，从远方到远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任建标

“挑战自我。” 

台湾中兴大学EMBA教授   紀志毅

“遠赴戈壁，內觀自心。”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陈国辉

“一场比赛会分胜负，唯戈壁挑战赛都会是赢家。

我们是来挑战自己的，你走多远就会赢多远。”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梁慧思

“每天完赛回营都要以笑容迎接大家！”

贵州大学EMBA管理学院院长   李  烨

“挑战戈壁，超越自我。”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教授   邱奕嘉

“台灣政大、台灣第一。”

学院名称 第十届 第九届 第八届 第七届 第六届 第五届 第四届 第三届 第二届 第一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长江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 / / / /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参赛 / / /
北大国际BiMBA 参赛 参赛 / / / / / / / 参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 / / / 参赛 / / / / /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 / / / /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 参赛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 /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 /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赛 参赛 观摩 / / / / / / /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参赛  观摩  /  /  / /  /  / /  /
贵州大学EMBA 参赛  观摩  /  /  /  /  /  /  /  /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  观摩  /  /  /  /  /  /  /  /
南京大学商学院 参赛  观摩  /  / / / /  /  /  /
台湾东海大学管理学院 参赛  观摩  /  /  /  /  / /  /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赛  观摩  /  /  /  /  /  /  /  /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参赛  观摩  /  / /  /  /  / /  /
巴黎HEC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观摩 / / / / / / / / /
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 观摩 / / / / / / / / /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观摩 / / / / / / / / /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四川大学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台湾中兴大学EMBA 观摩 / / / / / / / / /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观摩 / / / / / / / / /
中南大学商学院 观摩 / / / / / / / / /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观摩 / / / / / / / / /
参赛人数 1076 815 652 524 465 240 185 106 99 56
团队冠军 厦大  长江 长江 中欧 中欧 中欧 中欧 长江 清华 长江

历届参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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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十人员分析 队员职务分析

队员区域分析 队员性别分析

队员行业分析

队员年龄分析

EMBA多为企业主、大中型企业高管等商务精英人士，年龄在35-50岁之间，属典型高收入人群，在汽车、金融服务、医疗、

教育、旅游、奢侈品等领域具有极强的消费能力。在参赛EMBA队员中，玄奘之路“理想•行动•坚持”的精神主张得到了广泛认

可和追捧，并正向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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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6年始，商学院戈壁挑战赛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以国内外商学院EMBA人群为核心，广泛辐射高净值圈层的强势口碑传播。

赛事凭借其深度心灵励志体验，以及正能量价值观，十年间也吸引了国内外上千家媒体对赛事进行报道传播。每届赛事期间，来自国内外财

经、旅游、户外、时尚生活类等主流高端媒体将现场参与赛事，进行实时报道。每年赛事也将整合网络、平面、新媒体和电视等多媒体渠道，联合

上百家媒体，形成强覆盖传播。

此外，赛事官方微信对参赛企业家具有强势关注影响力，赛事通过自媒体传播，直接影响EMBA目标受众，并引发圈层效应，从而影响着数万

名高端精英人群，形成有效互动传播。赛事自媒体已经成为覆盖精准高价值人群、产生高价值传播的媒体平台。

赛事每年吸引并影响着数十万以EMBA为核心的高端商业人群。赛后各校印制的路志、纪念册及宣传片等亦对赛事形成持续传

播。相继成立的戈友会户外俱乐部，带动各院校的相互交流，亦使传播更快更广。戈友活动、预选赛、新闻发布会、媒体热报、戈

壁音乐节等更是将活动覆盖全年。品牌价值在不断复现中成为赛事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在队员持续享受服务时化为生活的习惯。

“理想•行动•坚持”的赛事精神主张深刻影响到各大EMBA院校的教学思想、文化导向，渗透于队员事业及创业理念，并成为

了每位队员的生活方式，而围绕这个正向价值主张打造的品牌口号将在EMBA人群中树立非常优秀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价值，赋予

产品体验精神理念。

精英人群影响社会主流消费观，而我们影响精英人群的价值观。

赛事媒体 赛事合作

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

戈十媒体
戈十合作伙伴

014 015

赛事分析赛事分析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016 017

北大BiMBA，四海一家。

北大汇丰，海阔天空。

北大光华，光耀中华。

北科同行，步步为赢。

北邮北邮，戈壁大牛；北邮北邮，继续加油。

电子科大，大为天下；戈友戈友，天长地久。

长江理想，生命飞扬。

贸大贸大，戈壁不怕；对外对外，相亲相爱。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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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好汉，不怕流汗；茫茫戈壁，有我复旦。

千年学府，湖大威武。

黄沙戈壁，贵大无敌。

华理雄鹰，大漠精英。

为南大奔跑，为人生加油。

山大山大，戈壁一霸！山大山大，喝酒不怕！

南洋狮子吼，天地任我走！吼！吼！吼！

交大交大，胸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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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同心，戈十力拼。

團結ㄧ起，超越自己 ！堅持到底，我們可以。

一步又一步，征服玄奘路。

台灣政大,戈壁飛揚；政大戈十,百里翱翔。

中山戈十，全力奔驰。

武大武大，戈壁争霸，谁都不怕。

同舟共济，超越自己。

嘉庚之路，永不止步；厦大戈十，带头坚持。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022 023

感悟清水湾，激扬戈壁滩。

浙大精英，求是创新；浙大戈友，相伴永久。

国大国大，引领天下。

天大地大，有我人大。

玄奘之路，中欧最酷。

巴黎HEC商学院。

中山开天，岭南辟地，中山岭南，前进前进。

东风吹战鼓擂，东大来了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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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025

江财星火，戈壁有我。

上海财大，勇闯天涯。

Cornel Johnson Big Red GO GO GO!

川大川大，行走天下；戈友戈友，一生朋友。

中兴戈十，理想坚持；挑战戈壁，永不放弃。

天人合一，我心飞翔。

香江城大，戈壁风华。

天大地大，中国科大。



赛事的社会意义

027

戈十院校风采展示

026

勇者不凡，唯我中南。

阿育王寺出发仪式各校领队宣言

管院正青春，戈壁新力量。

2015年5月21日，来自42所2000多名国内外顶级华语商学院的EMBA队员，

在赛事出发地阿育王寺（原名“塔尔寺”），摆出“戈十”字样为挑战赛庆生。

和团队一起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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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戈十各院校队员感言： 戈十各院校队员感言：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史  朔

“只要出发，定能到达。” 

长江商学院   江辉平

“面对曲折，有人失去了奋进的勇气，熄灭

了探求的热情；有人却确立了进取的志向，

鼓起了前行的风帆。”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邱  冰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孙  泉

“是戈壁挑战赛的激情，把我重新拉回到锻

炼的行列；这种激情将伴随我在人生的旅途

中：自我超越，砥砺前行！”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  哲

“挑战极限、超越极限的历程，

从身体到心理还有群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付小洪

“心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返航。”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   梅德文

“用戈十完赛标记我跑步道路上的一个里程

碑，全程马拉松，超百公里马拉松，戈十，

下一个TNF100。”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偶正伟

“不断塑造自我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

除了选择乐观的态度，更多的是坚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韩晟平

“人的能量绝对是超出一个人的想象的。

人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史  翔

“知道容易，开始行动也简单，但坚持难！

走上戈壁就是要让一直坚持变得容易！” 

贵州大学EMBA   胡玖金

“跨过人生的高度，去修炼自己的品质，

磨练自己的意志。” 

南京大学商学院   金  地

“上戈壁，就是与疲惫生活的正面交锋。”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杨  蕾

“无论成功与否，请微笑着跑完全程。

只要年轻的心还在蓬勃的跳动，就要大

声告诉自己坚持到底！”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罗  韬

“欣赏戈壁风情，笑纳一切遭遇！”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卢舜毅

“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仅仅是环境，

其实是心态在控制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干儿

“我不太确定前方是什么，但我希望能走远

一点！”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周  璇

“走过后去体会，体会后去改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王  烨

“与其失望，不如运动；

与其失望，不如创新。”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陈玉洁

“倾听内心的声音，寻找充满挑战与

乐趣的旅途。”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何航滨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

的坚持。人生的巅峰总是站在信念、汗水、

无与伦比的寂寞的隙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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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戈十各院校队员感言： 戈十各院校队员感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俞  勇

“磨炼的是非凡的毅力，较量的是
超常的体力，拼搏的是出类拔萃的
耐力。” 

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刘  耿

“智慧需要智慧的启迪，感情需要感
情的投入，相信此次戈壁之行一定会
收获友谊与感动。”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李  霞

“生活重在参与，生命贵在累积。”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   陳俊傑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   王  文

“宁可做过了后悔，也不要错过了后悔。” 

台湾大学管理学院   黃國治

“征服戈壁不在人生的原本規劃，但我抱
持著勇氣面對任何突然出現的挑戰。”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张道民

“对未走过的艰难的路，充满好奇。要实
现它，像当年过新疆沙漠、新西兰蹦极一
样,增加一份体验。”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陈  亮

“放下才能继续！” 

台湾中兴大学EMBA   梁朝欽

“有些事一輩子一定要做一次,

戈壁挑戰賽就是。”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李子强

“人生就象一曲交响乐，理想、行动、坚持
才能奏出气势恢宏的乐章！”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炜岚

“背起行囊，放下过往，向着梦想的方向启航。”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   刘家辉

“以尽力的态度和信心，迎难而上起步，
以喜悦的心情走过，平常心面对终结。”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  邓永鸿

“心动不如行动，有梦就追。”

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许  有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的路，

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

四川大学商学院  黄菁华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台湾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王珮馨

“如果妳的勇氣拒絕妳,就重新超越妳的勇氣！”

江西财经大学MBA学院   曾坚辉

“踏上戈壁，寻找坚毅前行的动力。”

北京科技大学东凌经济管理学院   张晓军

“听从内心，走进自然。”

中南大学商学院   黄  涛

“跑戈壁跑心，做事业做人。”

台湾东海大学管理学院   黃榮華

“用自己有限的生命，需要做一件值得讓子女及自

己覺得這事是值得的事，戈十是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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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玄奘之路，请发心，请坚守住你的心。如果你发心力克对手、勇争

第一，请坚守它，我们祝福你；如果你发心把自己当成唯一的敌人，克服自己

心中的贪婪、恐惧、懈怠，请坚守它，我们祝福你；如果你只是来体验一场随

遇而安的轻松旅程，那么同样请坚守它，我们同样祝福你！无论你的发心是什

么，都不要让别人的标准成为你的标准，都不要让别人的荣耀遮蔽了你的心

灵。有心，就有理想，就勇于行动，就敢于坚持；有心，才会有心灵的超越；

让我们像玄奘一样，成为最伟大的“有心人”！

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戈十各院校队员感言：

巴黎HEC商学院   高文隽

“学习玄奘大师的精神，愿内心具足广大的力量。” 

哈佛斯坦佛国际联合观摩团  周宏文

“感受苍茫天地行走的力量。”

 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院   孙  蓉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赛事的社会意义 赛事的社会意义

03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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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不变的成功法则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创造性地引领商界精英追随着先哲玄奘大师的脚步，体验大师伟大的千古功业，和他成功的道理。赛程路段在大

师求法之初偷渡出关、迷路失水、遭遇绝境的800里莫贺延碛戈壁上展开。于荒野隔绝之境，用最原始简单的方法，体验到世上最永恒

的成功法则：坚持。

集体缔造的心灵励志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所有参赛队员，无论成绩名次，无论年龄体质，莫不深切体会到“坚持”二字，深入骨髓。无数眼泪汗水，几千

个脚泡，铺就了这条伟大的路。并为后来者，社会公众更广泛的体验和参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玄奘之路势必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

的心灵励志品牌和象征。挑战赛的参赛商学院和所有参与者都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成为这个精神象征的缔造者。

修身：一场内修外炼的心灵之旅 齐家：一次活力凝聚的团队胜利

文化交流，彰显名校底蕴，凝聚未来力量。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创造性地推动了国内外著名商学院之间的文化交流，极大地彰显了各商学院深厚的文化底蕴。各校的理念和口号在参赛过

程中，从队员心底喊出，响彻戈壁，也真正渗透入队员的生命和骨髓，锻造了他们的集体意志和荣誉感，使他们和所代表的院校真正融为一体。

校与校之间不同的精神主张和文化差异在戈壁和戈壁之外产生了深度的交流与融合，必将为崛起中的中国商学院，寻找到中国式的商业教育精神

和理念，为凝聚成世界商业教育的中心，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

突破极限，依靠团队力量，爆发巨大潜能。

队员在挑战赛中切身体验到团队的凝聚和力量。商界才俊，哪个不是身兼重任，肩负团队和企业使命！挑战赛中的他们，却意外地体验到从

元帅到士兵，从士兵到元帅的不同角色。真正的领导力，不是别人赋予，是身体力行、是理想凝聚、是上善若水！

赛事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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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生命，创新生活方式，寻求幸福之道

从2006年第一届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开赛以来，经过了多年的累积，逐渐凝聚了相当大的一批社会精英，这些参与过挑战赛的精英们或组

成俱乐部、协会，或发起公益、健康的户外活动，在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戈友团体力量，在不同区域、不同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2006年首届挑战赛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北大光华EMBA行走中国俱乐部；

    长江商学院成立长江高远户外俱乐部。

● 2007年第二届挑战赛后：

    中欧参赛队员发起成立了中欧户外俱乐部。

● 2008年第三届挑战赛后：

    人大参赛队员发起成立了人大EMBA菁鹰户外俱乐部。

● 2009年第四届挑战赛后：

    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上海交通大学EMBA户外俱乐部。

● 2010年第五届挑战赛后：

    复旦成立了复旦EMBA户外运动协会。

● 2011年第六届挑战赛后：

    港科大队员发起成立了香港科技大学行者俱乐部；

    厦大队员发起成立了厦门大学户外俱乐部；

    山大队员发起成立了山E社；

    电子科大成立电子科大EMBA户外俱乐部。

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是在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基础上产生和设立的，以中国著名商学院EMBA学员为主体捐赠人的，以教育、人道救

援和生态环保为主要方向的非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设立于2011年9月21日，2012年获得连续5年的免税资质，并于2014年申请了3A等级资质。

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是：理性、专业、可持续。

基金会的愿景：生命如花绽放。

基金会宗旨：整合戈友及社会力量，资助、开展公益项目、促进社会发展。

基金会业务范围：开展志愿救援、救助活动，支持贫困人群教育、改善生态环境等公益项目。

戈友基金会目前下设志愿救援队及志愿支教队，主要围绕防灾减灾、助学助教两个方面开展公益活动。

志愿救援队，其工作目标为：

1. 坚持推广、普及“5•12”防灾减灾宣教工作；

2. 持续建设一支民间志愿救援队伍。从身边做起，从户外运动做起，服务诸如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以及戈友活动和城市赛事公益赛事等活动；

3. 用其他方式教育、培训人们自救互救的能力，增强人们的生命意识以及对生命负责任的能力。

● 2012年第七届挑战赛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北大光华EMBA户外俱乐部；

    浙江戈友发起并成立了浙江戈友会；

    南洋戈友会于秋正式成立。

● 2013年第八届挑战赛后：

    电子科技大学戈友发起并成立了四川戈友会；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户外俱乐部西北分会成立；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户外俱乐部成立；

    戈友村（原戈八村）成立；

    550梦工厂成立；

    南京大学EMBA户外运动协会成立；

    同济EMBA户外运动俱乐部成立。

● 2014年第九届挑战赛后：

    武汉大学EMBA户外运动协会成立；

    湖南大学EMBA户外运动俱乐部成立；

    贵州大学管理学院EMBA户外运动俱乐部挂牌成立；

    浙大EMBA飞鹰会成立；

    河南戈友会成立。

齐家：一次活力凝聚的团队胜利 天下：一种社会精英的付出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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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支教队，其工作目标为：

1. 面向教师资源短缺的地区开展的“志愿者支持计划”；

2. 面向农村中小学教育带头人开展的“好校长”成长计划；

3. 以其他方式支持西部资源匮乏地区孩子们的素质教育，最终促进和推动教育均衡公平发展。

安西极旱荒漠生态保护区

玄奘之路，多数位于安西（安西今名瓜州）极旱荒漠戈壁草地自然保护区。这一保护区建立于1987年，在1992年升级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是目前我国唯一以保护极旱荒漠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为主的多功能综合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分布有戈壁、丘陵、盐沼、山地、低地

盐生草甸等多种生态环境，各类生物虽数量稀少，但各代表着其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能力，其中有许多国家一类和二类保护生物。生态系统脆弱、

地域范围辽阔、环境因素多变、生态类型多样是这一地区的典型特征。在这一地区活动，尤其要对其脆弱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

与戈壁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在我们的戈壁之旅中，必须爱护自然环境，保护物种等自然资源。虽点滴亦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的旅途中不少地方，还是人

类生活尚未干扰的一片净土，同时它更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生态系统，请保持它的原貌。

● 不可喂食、触摸、捕捉野生动物，不仅不能猎杀伤害它们，且尽量不要干扰、改变它们的生活习性。行进和休息时都要尽量避免惊吓野生动物。

● 不要损伤戈壁植物，例如：不攀折、践踏植被；不采集标本；不采锁阳、甘草等中草药。

● 不随地弃置垃圾，包括可降解的果皮、食物等，它们也可能带来当地动物食性的改变；烟蒂请带回营地，不得在野外丢弃；电池等可能带 

     来环境污染的废物，请交给组委会的特殊垃圾收集站。

● 除非遭遇生命危险，不要随意采集植物点火。

● 如遇有以野生动物为盈利手段，如售卖食品、毛皮、纪念品等，应予以抵制。

● 不要携带动物、植物及植物种子到当地，外来物种的入侵将打破当地的自然平衡。

● 徒步通过区域，组委会已安排了部分通道，不能随意破坏保护区内用于保护工作的围栏、界桩、界牌标志、鹰架、饮水点建筑物等设施。

在保护区内应注意管理处、管护站的相关限制和规定，并接受其监督。做一名合格的环保旅行者，带走的只有照片，留下的只有脚印。

生态保护倡议
天下：一种社会精英的付出与担当

赛事的社会意义 赛事的社会意义

038 039



赛事的社会意义 赛事的社会意义

040 041

商学院戈壁挑战赛自创办以来，为众多商业精英提供交流与历练的平台。玄奘大师“理想•行动•坚持”的精神烙印在每个参赛者的心里，

延续在生活中，指导于实践时。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肩负社会责任的商业人士纷纷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在戈壁中行走，亲身体验那片土地所能

赋予的影响终生的精神内涵。

应戈友需求，行知探索继而创立了刀锋领导力、戈壁成人礼、创业戈壁行、戈壁远征军等品牌，进一步为商业团队、青少年等提供超越自我

局限、传承玄奘精神、凝聚中华脊梁的机遇。

从戈壁出发，十年来秉承“知行合一，探索心灵，探索世界”的精神理念，以跨界思维、深度文化体验、文化创意为核心，行知探索文化发

展集团与戈友一起不断成长壮大，打造极具中国精神和正能量的文化体验产品。

集团业务涉及体验式赛事、体验式培训、 体验式旅行三大板块，旗下有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极之美等著名文化、教育、培训和旅

行品牌，拥有极富创意的策划能力、丰富的跨界实施经验以及独具魅力的体验基地，得到了中国精英群体的广泛认同与信赖。

目前行知探索旗下已有北京行知探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北京行知探索赛事管理有限公司、元领导力（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极之美极

地旅行机构、甘肃玄奘之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核心机构，以及上海、云南、四川、厦门等合作分支机构。

     我们，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全体参与者，共同认同赛事的精神主张：“理想·行动·坚持”，认真奉行赛事的行为准则：

“公平、公正、公开”，共同发表 《赛事宣言》，并庄严承诺：

　　1、为真正的强者喝彩

　　我们会尽全力投入赛事并尊重所有队员的努力。

　　真正的强者不仅是赛场上的强者，更是生活中的强者。

　　我们尊重每一位强者！

　　2、君子之争，崇尚公平

　　我们将恪守“公平、公正、公开”的赛事行为准则，打造公平竞赛环境。

　　我们会展现真正的强者风采！

　　3、四海之内皆兄弟

　　我们将以实际行动，阐释母校的人文主张，张开怀抱拥抱所有的戈壁兄弟。

　　走过茫茫戈壁，都是姐妹兄弟！

　　4、修身，齐家，担天下

　　我们将身体力行地以玄奘之路的精神影响身边的朋友，倡导积极正向的励志精神，勇敢承担起人文关爱、回馈社会的公益责任。

　　我们会共同演绎新一代奋斗者的精神主张！

后戈壁时代

后戈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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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赛事】

【体验式培训】

领衔机构：北京行知探索赛事管理有限公司 

领衔机构：元领导力（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原刀锋领导力实践中心）

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 ：

华语商学院深度交流平台 

工商大道中国经营者戈壁远征：

成就工商领袖“无我”境界

玄奘之路八百流沙极限赛：

中国最长距离、

强度最大的专业极限越野跑比赛

都江堰双遗马拉松：

首个连接世界文化遗产和

世界自然遗产的马拉松

敦煌丝绸之路国际友好马拉松：

融入敦煌千年文化与大漠戈壁景观

玄奘之路刀锋领导力实践营：

愈磨砺，愈锋芒！

团队培训

中国远征军刀锋实践营：

为未来远征！

井冈山之路：

国家奠基、企业创业、个人成功之路

罗马之路后 EMBA 时代领导力反思实践课程：

以历史的深度，世界的宽度，拓展人生的格局

玄奘之路戈壁成人礼：

在孩子心中种下成功的心锚！

领导者个人发展 青少年领导力发展

轻探险与自然旅行：南极点、北极点破冰船、南极半岛邮轮、进化论岛加拉帕格斯……

人文旅行：邮轮大学、发现中国考古旅行……

【体验式旅行】 

领衔机构：极之美旅行机构

【行知探索秉承行知合一理念，支持的公益奖学金】

中国首个面向海内外高校学子的考古学专业奖学金——李济考古学奖学金

中国古代军事工程科技奖学金 /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学者计划 / 行知探索博物学奖学金 /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访问学者计划

后戈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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