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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香港主题：得意的夜晚东方之珠，我爱你！ 我真想打开君

悦酒店的落地窗，对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夜空喊它几嗓子，好

好宣泄一下自己的兴奋。今天我忙得连轴转，上午由京抵港

，下午就与盛凯公司的高层进行会晤，晚上又是签约又是庆

祝宴会，回到酒店已是深夜了。累是累了点，但我们安讯终

于与盛凯正式签下AHS计费软件开发的合同了，这可是我们

在大陆以外地区签下的第一大单呀！盛凯找我们安讯开发计

费软件真是找对人了。AHS软件是我们自主开发的，而且已

是成熟软件了，在内地就已经为多家电信运营商提供过管理

和计费服务。哈哈，我们安讯这次又赢定了。 今晚的宴会真

隆重，盛凯总裁叶焕、副总裁兼项目总负责人井之助、项目

组成员兼IT经理程万科、项目协调人宋锐鹏，还有项目所涉

的三个业务部门的经理都参加了，而且还邀请了香港政界、

金融界有关人士。看来盛凯对这项目可是寄予了厚望的。大

家觥筹交错、推杯换盏的时候，叶焕特地把我扯到边上，让

我在这项目上多多费心。我怎么可能不用心呢？但是有个现

象让我觉着非常奇怪：井之助好像是个局外人似的，满脸堆

笑坐在一边，但就是没人上前与他搭话。 今天，真是一个值

得纪念的日子，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对我自己。这是安讯第一

笔在大陆之外的业务。明天公司一发布公告，在NASDAQ的

股票肯定会应声而涨。对我来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来之

前老总张慎向我透露说，公司要成立海外事业部，希望有个



能干的年轻人来担纲。如果我把盛凯项目做好了，那么就等

于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砝码。 事不宜迟，我明天一早就回北京

，抓紧时间把这个项目启动起来，决不能辜负张总和董事会

的期望。 日记二 2001年10月8日 多云 北京主题：招兵买马 这

几天，我作为盛凯项目的负责人，一直忙着筹建项目组。经

过几番精心挑选，我终于将组员名单敲定了。整个项目组下

辖3个部门：产品市场部由夏飞负责，产品售后服务部由包锐

龙负责，产品开发部由我直接领导。我这次选的全是安讯公

司的精兵强将，张总这次在人事上可是给我一路绿灯，我选

中谁他就给谁。我现在对飧鱿钅渴侵驹诒氐冒。? 日记三 2001

年10月18日 多云 北京主题：分歧，浮出水面 8天前，夏飞带

着两位软件总体设计师去了香港，和盛凯讨论SOW*的编写，

也就是说，按照AHS软件的模块划分，向盛凯解释AHS目前

具有的功能，并根据他们的业务陈述确定他们的需求，再把

原有功能与他们的需求相比较后确定需要新增的功能。我原

本想AHS是个成熟产品，已经在内地经受了很多用户的检验

，夏飞这次去香港讨论SOW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事实证

明我们过于乐观了。 晚上，我边在公司加班边等夏飞回来

。7点多钟的时候，夏飞从机场直接回到了办公室。我打电话

叫了两份外卖后，正想问问他香港之行的收获，哪知他一开

口，却说出了一个我根本没有想到的问题。原来夏飞他们在

与盛凯讨论SOW的编写时发现，盛凯对新系统的期望远远超

出了AHS所能实现的功能。AHS是为电信运营商提供用户管

理计费服务的软件，主要功能是受理和保存用户资料、计算

用户使用网络资源的费用，以及生成统一用户账单等；而盛

凯要求AHS能够增加对其公司内部业务流程的跟踪、反馈、



管理以及对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等功能。这就要求AHS在现

有的结构框架上进行较大的改动，而不是对我们原先设想的

稍加修改了。夏飞还说，如果我们不答应对方的要求，他们

将终止合同。这种情况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好像给了我一记

闷棍。盛凯要的软件系统哪里只是计费系统啊？他们明明要

的是一个办公软件系统嘛。 明天在盛凯项目汇报会上，我得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听听领导和同事是怎么想的。 日记四

2001年10月19日 阴 北京主题：打翻了五味瓶 今天在会上，我

将夏飞带回来的问题向张总、其他领导及项目成员作了汇报

。我话音刚落会议室就嘈杂声一片。包锐龙第一个嚷起来：

不一直说是计费系统吗？怎么盛凯说加就加了？再说，我们

开发办公系统的能力行吗？夏飞和两位软件总体设计师在旁

边也点头附和：我们的强项是计费系统，不是办公系统。的

确如此，我们过去几年做的成功案例都是计费系统，办公系

统我们涉及还不多。 说心里话，我支持包锐龙和设计师们的

意见，但我不能表明自己的态度。这项目是公司的希望，意

义重大，所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决不能因为双方的分歧而

使它夭折。于是我在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项目的价值，委婉

地批评了设计师们不敢创新、不敢探索的畏惧心理。当然，

他们对我的意见也进行了回击。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最终还

是张总一锤定音：这个项目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盛凯要什

么功能，我们就上什么功能。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心情很是复杂，犹如打翻了五味瓶，既庆幸项目能够继续

下去，又担心项目会遇到麻烦。 日记五 2001年11月7日 晴 北

京主题：初战告捷 今天中午，眼圈发黑的夏飞找到我说，174

页的SOW已经基本写完了，但是有几点还不够具体，最好还



是再飞一趟香港，再听听盛凯的业务陈述。我没等他说完就

打断了他，算了吧，明天你就把SOW传到香港，让他们确认

一下。你们已经搞得挺详细了，以前还没有这么具体呢。况

且要多留点时间给我们开发部。当他的面我没多说什么，实

际上嘴上不说肚里讲，SOW搞成174页，哪个工程师会有兴趣

把它全部读完呢？说一千道一万，SOW毕竟还是纸面上的东

西，只要我们开发出来的软件盛凯方面基本认可了，那些停

留在纸面上的细节问题留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再与他们慢慢商

讨也行。我们以前做的项目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 晚上，我

叫上项目组的其他几位同事，一起去三里屯的SWING酒吧摇

滚了一把，庆祝SOW成功结稿。三里屯确实名不虚传，那里

的每一寸空气都散发着魅惑。无怪乎人家说，三里屯才有北

京的夜。 明天我就打电话给财务部，让他们盯着盛凯付款，

按合同他们现在得付我们30%.今夜感觉就是一个字爽，到现

在还能感觉到SWING酒吧啤酒的爽劲儿。 日记六 2002年3月7

日 阴 北京主题：说3种话的中国人 三月的北京静悄悄地绿了

。路旁的杨树开始泛起细密的彩色光晕，而我的心中却是乍

暖还寒，塞满了隆冬的风雪。事情本来一直很顺，去年秋天

明确了SOW后，我们产品开发部就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

作，仅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项目开发。接下去，包锐

龙的售后服务部只要到盛凯公司安装、调试好软件系统就大

功告成了。 可谁知问题出现。应盛凯的要求，我们在售后服

务部去香港之前与盛凯进行了一次远程演示。今天下午我们

双方通过远程计算机共享和电话会议的方式开始演示，由我

们主讲AHS的功能，由盛凯评论和提问。这也是双方第一次

针对软件实现的具体情况进行交流。 但我没想到双方沟通起



来竟会如此的困难和复杂。一场本来计划两个小时的会议竟

然开了近6个小时。我觉得我们开发的系统基本已经满足盛凯

的要求了，但盛凯方面仍旧反复强调他们要的不是这些。那

他们要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又没人能说清楚。最糟糕的是

，在盛凯的项目组中，除了项目协调人宋锐鹏会说普通话外

，其他人只会讲粤语和英文。而我们这儿的人英文都不好，

粤语则基本听不懂，我们只有靠宋锐鹏在粤语、英文和普通

话之间来回地翻译。一个下午下来双方都弄得疲惫不堪。最

后，我们只好先达成初步意见，让盛凯的人员自己登陆AHS

系统进行熟悉，一周后再给出他们的反馈意见。 今天IT经理

程万科竟然没有参加我们的远程演示，明天我一定要给他发

封Email，请他在技术上帮帮各业务部门的人，一是让他们熟

悉AHS的流程，二是缓解他们对新系统的抵触情绪。 日记七

2002年3月14日 阴有雨 北京主题：成功，渐行渐远 自从上次

和盛凯的电话会议后，我们陆陆续续接到盛凯各业务部门的

反馈。但是我没想到这些反馈意见全是用英文写的。更要命

的是，我们开发部的工程师们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提问，却

不清楚问题具体出在了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修改。不过我

敢肯定，盛凯提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对AHS系统了

解不深的缘故造成的。他们怎么能这样不认真呢？为什么就

不愿在这个新系统上多花点工夫呢？我真是想不通啊！ 我已

给程万科发了几封Email，但一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打电话

给他，多半是他不在自己位置上，就是找到了，他的回答也

是支吾其词，一听就知道在那儿糊弄我、搪塞我。看来不向

井之助和宋锐鹏反映反映，是搬不动他了。 我似乎感觉到就

要到眼前的海外事业部现在渐行渐远了。看来下周我和夏飞



有必要跑一趟香港，给盛凯进行现场演示，加深他们对AHS

的认识和理解。 日记八 2002年3月31日 晴 香港主题：花开花

落 到今天为止，我在香港已呆了两个星期了。在这14个日日

夜夜中，我的感觉除了累便是沮丧，而后者更甚。刚才从盛

凯回君悦的路上，我注意到道路两边的紫荆花渐次凋谢了。

去年我签约的时候，一眼望去可是连树连枝，灿若云霞呀！

真可谓花开花落终有时.紫荆花的这份凄凉触发了我心中不敢

预想的结果：这项目的命运会与这花一样吗？ 刚到香港演示

时，我们打算将用户的思路引向AHS实现的方式，试图告诉

盛凯：AHS系统实际上变相地实现了他们的要求。可两天后

我发现这项工作很难进行下去。随着双方的深入接触，我发

现双方分歧不在于某一个功能能否实现，而在于实现方式是

否符合盛凯的业务操作习惯。在盛凯老系统的操作模式中，

工作流程能够一气呵成；而在AHS中，一个完整业务流程的

操作常常需要在几个界面或模块之间来回跳转。 而且，我们

双方对AHS的看法也不一致。由于AHS最初作为一个计费软

件，我们认为其核心是计费的灵活性、准确性，而没有过多

考虑部门间工作流程的组织管理。然而宋锐鹏却坚持认为，

这是系统必备的功能，他们执意要求我们按照他们的工作流

程进行修改。 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我们干脆放弃了演示

工作，索性听盛凯来讲他们的业务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工作

流程是怎样的。这一次，我们听到了许多SOW中没有详细说

明或没有说明的部分。我想起夏飞去年11月份在将SOW交给

我时说的一番话。唉！他是对的，我们是应该多听听盛凯的

业务陈述。 令人奇怪的是，那个程万科两个星期来一直没露

面。向宋锐鹏一打听，他竟然去休年假了。什么时候了还去



度假，他安的到底是什么心？我忍不住向宋抱怨起他的不合

作。宋努努嘴做了个干笑的样子，但没吭声，分手时却扔了

一句话我帮你向井之助反映一下.明天就回北京了，看来不

对AHS大动一番手脚是不行了。 日记九 2002年4月7日 大风 北

京主题：重整旗鼓 回到北京忙活了一个星期，总算理出了一

个思路。根据新掌握的情况，我又制订了为期两个月的二次

开发计划，在5月底前完成AHS的修改工作，争取6月底能在

盛凯上线。在此阶段，开发和测试人员将重点放在上次现场

演示时发现的问题上，重新修改实现方式，力求在界面操作

流程上能符合盛凯的使用习惯和工作流程。 估计接下去我的

人手要紧一些。由于公司最近又接了一个项目，张总把我们

项目中的两位设计师抽调过去了。由于他们一直参与盛凯需

求定义的编写工作，所以井之助与宋锐鹏对他们中途离开颇

有微词，但公司也是迫不得已，盛凯项目已经占用了公司太

多资源了。 今天收到了井之助的Email.看完信才知道，程万

科对AHS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因为他清楚AHS上线的那一天

，也就是他离开的那一天。现在井之助也拿他没办法，不敢

得罪他。因为万一我们安讯的AHS不行，他们还得用现有的

计费系统，那么就还得依靠程万科管理现有系统。看来让这

家伙来协助我们是没戏了。 日记十 2002年6月7日 闷热 北京主

题：峰回路转 今年夏天来得特别早，温和的春季刚晃了晃，

北京就直接迎来了火一样的盛夏，我真希望能下一场大雨，

透心凉的那种。最近，同事说我瘦了许多，想不到盛凯项目

还有这样的功效。 令人庆幸的是，二次开发工作终于按时完

成。我们每位项目成员对更新后的AHS系统都是信心百倍，

觉得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



地，毕竟在3月份我们对盛凯进行了两周的现场调研，对盛凯

的业务模式已经基本了解清楚。夏飞对此也是满怀信心

，AHS系统这次肯定能对他们的胃口.下星期就要去香港给盛

凯做第二次演示了。这一次每个模块的开发工程师都要到盛

凯去做现场演示，如果再有什么小问题，我们就当场修改，

争取一鼓作气结束这个项目。说实话这项目不能再拖了，按

照合同我们要在6月底完成AHS的安装使用。否则，我们安讯

就会变得很被动，弄不好还得支付违约赔偿。哟，我怎么写

出这么丧气的话？这项目肯定能如期结束！ 好长时间没休假

了，等这个项目结束后，我要去北戴河享受一下清凉的海风

和蓝蓝的海水。 日记十一 2002年7月12日 酷热 香港主题：此

改绵绵无绝期 我觉得好烦。来香港已经一个多月了，原打

算6月底将AHS系统上线的计划也一再搁浅，看来，AHS在盛

凯的投用之日似乎遥遥无期。 更让我感到郁闷的是，盛凯在

这个项目上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合作态度，那几个部门经理的

作风是：我们问什么，他们答什么；如果我们不问，他们就

什么也不说。但是碰到问题，就开始指责和抱怨了。上次提

出了使用习惯和工作流程问题，这次又提出了多个部门之间

的业务接口问题。 这并不全是我们的错。他们内部在业务接

口的定义和部门业务划分上也是争吵不休。盛凯以前没有明

确的制度将部门间的责任确定下来，现在AHS系统要将部门

责任明确下来，各部门于是便明争暗斗，争权夺利，推卸责

任，千方百计地想扩大自己部门的地盘。这些情况我都已向

井之助反映过，但他总是哼哼哈哈，拿出来的方案也是一改

再改。 我现在觉得，井之助是个没有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的

人，就连他的领导权威性，也没有得到部门经理的尊重。昨



天下午在井之助主持的项目协调会上，这些经理个个心不在

焉，没有个开会的样子，企业服务部经理被人叫出去后再没

露面。找人一问，原来经理出去见客户了。他不在，有关业

务接口的讨论就无法继续，井之助一脸无奈，只好宣布会议

结束。看来井之助的领导无力也影响了项目的正常进行。 今

天上午，我把这些向北京总部做了一个完整的汇报，张总指

示说，既然盛凯不肯妥协，那么全体项目组成员就先回来，

根据这次收集到的问题再进行一次完善的开发工作。 我有一

种深陷泥沼的感觉。 日记十二 2002年7月18日 阵雨 香港主题

：呼啸的台风 今天天鹅台风席卷整个华南。从君悦望过去，

维多利亚海湾浊浪滔天，惊涛拍岸，而我心中也是狂风大作

，暗流急涌。 这个星期一，我和一个软件测试工程师再次来

到香港给盛凯进行第三次现场演示。虽说这次要比前两次顺

利，至少盛凯对系统提出的一些问题都基本上得到解决，但

是在诸多细节上，盛凯又提出以前没有提到过的要求，比如

系统要能够给市场营销部提供更强大的支持功能。 此外，前

两次一直没参与我们演示的程万科也第一次露面了。在和他

的讨论中，我们突然发现AHS系统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这

是我原来没想到的。虽然我们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

如果程万科能够早一点与我们积极合作，就不会直到现在才

发现这个问题。 现在已是深夜，窗外台风依然呼啸，风势不

减，我心中对AHS这次上线的希望也被台风吹得无影无踪。 

日记十三 2002年10月28日 微雨 北京主题：最后通牒 上午，我

收到了由盛凯总裁叶焕签发的紧急传真。客套的话语难以掩

藏他对这项目的失望情绪，并且他还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

个问题是：直至今日合同仍未履行完毕，延期的损失如何处



理？第二个问题是：今后的实施费由谁支付？最后一个问题

则是继续履行合同的时间安排，如果安讯不能给出明确的时

间承诺的话，他就建议我们及早放弃这个项目。如果现在终

止项目，我们可以少付点赔偿金，否则，他们将会要求我们

严格执行合同的赔偿条款。 今天张总在重庆出差，我打了个

电话向他简单汇报了一下。在电话中，听得出张总很着急，

他表示让我先稳一稳，他后天就提前赶回来。 不该发生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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