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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奥浦诺简介 

1.1 奥浦诺概况  

 

奥浦诺管理咨询公司(Opera Solutions)创建于 2003 年，是一家成立于美国纽约的管理咨询公司，其创始人在早年

离开麦肯锡并在科尔尼创建其金融业务部门之后，他们创立了今天的奥浦诺管理咨询公司。随着公司业务的飞速

扩展，在业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奥浦诺伦敦、上海等子公司相继在全球各地成立。奥浦诺管理咨询公司致力于

为全球 500 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们的核心团队在产业链管理、业务转型、私人投资、实证分析等领域有着丰

富的经验，并曾以高级合伙人级别的身份给一些北美和欧洲最成功的企业提供咨询。在金融服务行业的领导地位

已是有目共睹，在电信、传媒、零售业和消费产品等行业，也积累了深厚的经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奥浦诺的概况，你可以访问奥浦诺的官方网站：https://www.operasolutions.com/ 

 

 

 

第二章 奥浦诺求职经验资料 

2.1 2017 校园招聘电话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8-1-1.html 

 

奥浦诺管理咨询_Opera Solutions 数据分析师 

 

先是提交书面申请 今年校招不接受网上申请 快递纸质版到公司 效率很高 上周五寄过去的 这周二收到电话面

试了 面试全英文 先是做 2min 的自我介绍 然后问职业规划 对公司的了解 为什么适合做数据分析师 以及对他

提问 大概持续 15min 的样子 面试官是中国人 感觉口语水平还行 不至于到紧张的地步 面到最后还感觉他笑了 

不知道为啥…既然心情那么好就让我过了吧！做完 research 之后很喜欢这家公司，希望一步步走好拿到 offer，结

束这苦逼的校招~ 

 

 

问对面试官提问。 

答本来没想问太多 他老是追着问 anymore questions？就问了三个 1.详细版 JD 2.如果以后想读 MBA 公司会不会

有赞助 3.如果通过了下一步面试安排。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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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奥浦诺面试过程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6-1-1.html 

 

 

_Opera Solutions 数据分析师面试全英文一对一面试+case study 一共一小时零五分。 

 

先是给我们一个 case，20 分钟完成。完成后带着作业去面试，一对一的英文面试。面试官是中国人。他会就你的

简历和你各种聊天，人非常 nice。首先是一个自我介绍。接着就简历上的东西，问得问题很详细，包括你的研究

论文、说一个你具体做个的这个项目，当时你是用什么模型和数据分析的。最后是讲一下你的 case。一般而言面

试 30 分钟。我当时面了 40 分钟。同时还问了我期望薪水，我说 20 万，对方表示非常高。当然，后来从拿到 offer

的小伙伴那里得知，他们的确薪水不高，仅仅 15 万一年。总的来说，就当做聊天，至于要不要你，还是会看你

的定量研究以及数学基础好不好。我是文科生，所以基本上很难进终面吧。 

 

问问题 1：你的专业似乎没有一定的编程基础，我们这里是需要大量的编程，你可以胜任吗？ 

答恩 这个刚好是我的软肋，的确不好回答。我只能表达说我的学习能力很强，虽然之前是文科生，但是通过努力

学习，除了课程的计量经济学以外，会使用 stata 外，我还上了关于 R， Python 以及 GIS 的课程。相信我的主动

学习和喜欢学习的能力，会弥补之前的专业不足。 

 

 

2.3 电面+一轮面经。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5-1-1.html 

 

 

今年校招只接受纸质版材料，于是乎寄了顺丰（邮局下班了没买到邮票，泪目。本来是有宣讲的然而赶过去的时

候已经人去楼空了，可能改了时间） 

第二周的晚上六点多突然接到了电话，你是 XXX 同学吗？接下来就是十分钟的全英文，一分钟自我介绍，剩下都

是针对简历的提问，问到了我在简历上写的几个计量软件（毕竟介绍里说公司的特色就是大数据嘛） 

又过了几天接到电话参加第二轮。单面，先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页 A4 材料，让你整理思路成一页 PPT，一共

20 分钟。接下来一对一，先问简历的问题，然后让你展示刚才做过的 case，但是没有 challenge，只问了另外一

个和 case 有关但是不一样的题目。最后问你有什么要问的 

刚接到三面的电话，写写面经攒攒 RP……求保佑……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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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笔试+2 轮面试。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7-1-1.html 

 

 

Opera Solutionsanalytic specialist 

 

笔试 9 道题，三道 gmat 逻辑，三道概率题（翻硬币那种），三道图表题（一个表三个问题） 

一面：20 分钟 case, 20 分钟面试。比较年轻的面试官，会对 case 问很多追加问题，business sense 和 case 的逻

辑还是要有的；会问 motivation, 有没有其他 offer, 还有建模经验，模型的结果要说得出来还有一些细节； 

二面：40 分钟笔试，30 分钟面试；笔试题有 case,有 2 道数学题（答的一塌糊涂。） 

感觉面试官很厉害，问我的问题也不会，具体又问了建模经验，还会被 challenge，有一点 tough 

 

 

2.5 笔试面试经验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7 年 7 月 26 日 

地址：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4-1-1.html 

 

 

奥浦诺管理咨询_Opera Solutions 数据分析师面试 

 

注重数理逻辑、英文水平。有三轮面试，第一轮电话突击 pre-screen，主要考察真实情境下的英文沟通水平。 

第二轮笔试，选择题有类似 GMAT 的英文逻辑和概率统计数学题。 

第三轮面试，包括一个需要量化分析帮助解决的 CASE STUDY、一道较为复杂的数理逻辑题以及和 MANAGER 的

面谈。 

2.6  2014Analytics Specialist，顺便求 RP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1 月 20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75963-1-1.html 

 

Opera 的招聘流程非常有效率，一方面是感激 HR 们的体贴，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大家不用一直记挂着了。。。 

 

猜测今年 Analytics 的面试已经告一段落，我应该是最后一个被面的。。。 

 

希望自己好运，也希望坛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心仪的工作，target Opera 的可以先给我留一个 offer 么。。。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10926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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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题 

 

Access：貌似他们喜欢研究生 or 留学经历 

笔试：基本上每轮都有笔试，关键词”case study“”概率统计“，英语，难易程度不一定，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好好

准备 

面试：面试官们都蛮 nice 的，基本上周围的人都表示不会为难应聘者，只要英语 OK，问题无非就是常见的那些，

简历啦，实习啦，how do you think，之类的 

Coding Skills：只要你没有特别表明你有 coding talents or coding experience，貌似没听说有谁被问到 

总结：同志们加油！ 

 

我的流程： 

宣讲会&初笔：复旦大学，当晚的笔试很简单，英文逻辑推理，简单概率题 

电面：自我介绍不用多说，问题都是求职者能设想到的。。。不作赘述。。。 

初面：首先是练习一个 case，做好之后面试的时候会聊到，不需要多突出，言之有理就够了，我这样说主要是因

为人家根本没怎么跟我聊这个。。。面试官是一个美女，肤色偏深，感觉很秀外慧中。。。面试中规中矩，why Opera，

how do you learn about Opera，tell something about internships，类似，最后还要我做了一个简单证明题，很

简单。。。反正以后也不会再出了而且讲不定会有其他人分享我就不透露了。。。Still，English 很重要 

终面：一周之后终面，依然是 case，plus IQ test（没做出来%>_<%难道我 IQ 不合格），case 明显变难了，但是

我们是菜鸟嘛，不会要求太高的。。。注意逻辑清晰，时刻铭记人家想考察什么。。。not how familiar with specific 

market but logical thinking and discernment with figures。。。面试官超级超级 nice。。。完全没办法判断他对我的

表现满意否。。。 

 

求 RP，希望能加入 Opera 

2.7  实习经历分享 

 

本文原发于应届生 BBS，发布时间：2013 年 10 月 15 日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1176-1-1.html 

 

我是 2014 年即将毕业的应届生，目前正在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实习，虽然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

公司在各方面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实，和大部分人一样，我之前也几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这也是我写

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好在网上介绍奥浦诺情况的信息还算多，让我在来之前已经对工作的环境充满了期待，

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经历，把之前其他人没有提到过的情况分享给大家。 

先简单介绍下上海分公司的情况。上海分公司有员工 120 人左右，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技术人员主要分为两大

类：Software 和 Analytics，我目前实习的岗位就属于 Software。作为一个管理咨询公司，为什么会有 software

呢？因为奥浦诺是将数据驱动的咨询服务以软件产品的形式交付给客户，我想这是为了向客户提供面向实时需求

的服务吧。而且 Software 是上海分公司 2010 年才开始招聘的部门，目前规模上发展很快，就职机会和发展空间

都比较可观。 

工作环境方面：公司采用弹性工作制，因此早上上班的时间和午休的时间都比较灵活，只要不耽误项目的进度，

工作时间理论上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平时没有硬性的着装要求（只要着装不过分随便），同时在 pantry 随时都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74117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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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免费的零食和饮料供应，可以说工作时间的气氛还是很自由的。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小健身房、乒乓球桌和液晶

电视，很多同事选择在休息时间来这里活动和锻炼，毕竟对于久坐的职业来说，这还是很重要的。 

工作内容方面：上海分公司的项目都是来自美国总部，客户也都是国际上比较著名的公司。为了向客户提供 7*24

小时的服务，大部分项目团队都是由跨国的员工共同组成的，因此跟国外同事视频或者电话会议的机会很多，平

时工作方面比较常用的沟通方式也是用英语写邮件，群发给项目组的相关人员。（说句题外话，因为邮件内容很

可能被引用并转发给国外的同事，因此即使是中国同事之间的邮件也是英文的，这个不是矫情。）对于新人来说，

业务和语言方面的双重挑战，还是有一些刺激的。但是反过来想，因为这两个方面对于以后的职业发展都极其重

要，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付出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Software 的）技术使用方面，公司用到了很多现在流

行的技术，如 MapReduce，NoSQL，Flex 等，这也是吸引我来实习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司文化方面：不得不说，这里的人真的都非常 nice。（其实在接受实习生面试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同事

几乎全都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还有海归，但是所有人都很随和，没有架子，即使是资历很老的员工。在公司大

家都是直呼姓名，虽然我开始很不习惯对前辈（甚至我的项目经理）直呼姓名，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真的能更快地

融入到团队中，因为大家没有所谓的辈分差别，只是工作分工的不同，只要互相尊重就好。虽然工作时间与其他

项目组的同事交流的机会不多，但是公司每天晚上下班后都会组织各种体育项目，大家可以一起到附近的体育馆

运动运动，费用都是公司出，这也是认识其他同事的好机会。 

 

 

2.8 11/1 电面突袭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1584105-1-1.html 

 

晚上 7 点多，突然接到操英语的 HRGG 电话，紧张得不是一点点，狂翻一通资料后没找着，只得凭印象瞎讲，口

语不是差的一点点= =。主要是根据简历问的，实习经历啊，数据库使用啊，课外活动啊，研究报告什么的，最

后就是 QA，才 13 分钟，果断炮灰，为毛每次电面都是炮灰，无论精心准备还是瞎来来的。。。 

 

 

2.9  奥浦诺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实习经历分享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952112-1-1.html 

 

在今年的暑假，很幸运能够得到机会在奥浦诺公司实习并且在实习期间接受一些系统的基础培训，让我得以近距

离接触了解一家优秀的咨询公司，在这里将自己的感受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同时也希望跟我一样的应届生们不

要错过这么一家优秀的公司。 

奥浦诺是一家以数据分析为特色的咨询公司，由于成立的时间还不到十年并且目前业务重心主要在美国，所以很

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的名字（老实说，实习之前我也对此一无所知。。。），但这里有非常多资深的、

经验丰富的咨询分析师，保证了分析咨询专业而富有成效，并且追求卓越。培训时的授课老师就是来自全球各个

office 的经验丰富的资深员工，他们会在授课之余传授一些专业经验，所以让我在参与了整个培训后得到了专业

技能上的提高之外也领略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咨询分析师的风采。 

http://yingjiesheng.com/
http://www.yingjies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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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课程涵盖了基础数据分析，建模统计，行业知识，客户交流等各种工作时会用到的技能。在培训的后半段

时间，所有的学员都会以小组形式参与 Mock Project 的实际演练以检验培训课程的效果，这也是模拟日常工作的

有效锻炼方式。在实际做 Mock Project 时，我们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分享技能知识互相帮助，一起商量讨论解决方

案和演讲稿，共同分析问题研究直到深夜。令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人是来自全中国最优秀的本科

硕士博士们，聪明而又朝气蓬勃，和这样的团队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会很高效也能帮助自己更快地成长。此外，

到了正式工作时可能会通过 office exchange 或者远程的方式和世界各地不同 office 的同事共同做一个项目，得到

和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一起工作的机会。 

在完成培训和 MockProject 的锻炼后，我来到了 B.I.G.（Business Intelligence Group）部门继续我的实习。B.I.G.

主要负责项目前期的调研，也兼具发现商业机会的作用，部门人数并不多。我的工作主要是收集一些和奥浦诺有

潜在合作关系的公司资料并且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整理，为其他部门的同事们提供一些前期的资料帮助他们更好

分析解决客户的问题。在 B.I.G.工作时接触的资料范围很广，所以也让我更全方面地了解了许多项目的运作。 

目前上海 office 的规模不大，所以一段时间后可以做到几乎认识公司的每个人，而同事们也都非常 nice，平时如

果有什么专业的问题也可以去请教许多资深同事，他们会给出满意的答复，整个公司充满了温馨融洽的气氛。由

于平时的工作可能会很忙，公司设有一个小型的健身房，并且每周都会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鼓励大家锻炼身

体在工作的忙碌之外保持健康，一切费用都是公司 cover，此外还设有 Pantry Room，里面时刻都有各种点心饮料

免费供应，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工作环境。在 Pantry Room 中还会定期和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聚会，例如

每个月都会为当月过生日的员工举办集体 Birthday Party, Monthly Meeting 结束后的自助餐、不定期的酒会等等，

在节假日时更是会为所有人准备特别的 Surprise 和一些集体出游活动。 

除了以上福利之外，最让我感动的是奥浦诺体现出的 Corporate Citizenship，Welfare Committee 会组织一些活动

帮助那些非常贫困的人，这样的帮困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捐款，还会有同事们真正走进那些家庭，切切实实地将温

暖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不仅仅会帮助到别人，也会让整个公司都充满了温暖。 

说到这里大致就是我的实习感受了，在今年的十月底，奥浦诺就将展开新一轮的校园招聘，到时相信这里就是你

不悔的选择。 

下面是一些公司最近的一次内部酒会的照片 

 

2.10   2010 面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840095-1-1.html 

 

 

虽然最后没有 offer，但是走过了面试全过程，贴出来分享下，也算攒攒人品了 

 

2010.10.14 电面 

 

Self introduction. 

Internship. What did you do? Some specific questions.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London? 

Shanghai and London are both big cities, so compare the two cities.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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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 

面试 

 

笔试：逻辑，概率，图表，都是英文的，不难 

面试：case: client has 4 products: A,B,C,D. A is targeted with young professionals who spend a lot of time on 

internet. Sales: A>B>C>D, gross margin: A>B>C>D. Sales of A and B are declining, C and D are increasing. B is 

took place by D. 

Main competitor C1 is taking initiative in e-banking system. C1 and C2 market shares are increasing, client’s 

market share is decling. 

Trend: people employed will be at the highest in the coming 5 years, the rate of people moving from rural ares 

to urban is constant. 

 

Two questions: why sales decline? How to improve annual growth rate? 

Strategies for each product? How to analysis the fact that rate of people moving from rural ares to urban is 

constant? 

Why Opera? 

What makes you a good candidate? 

Why come back to China?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work as an analyst in Opera? 

What statistic packages do you use? 

Eg of leaderships. 

What are you currently doing? 

Your ranking at school? 

 

12.2 Final 

先给了三个题目做，然后被带到三个房间分别有三个面试官，一一面，全英文 

 

Case1: the minimum number of people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a person born on the same day with you is 

0.5? Guess the number? Whether it’s more or less than 180? 

Case2: your client is operating retirement homes in US. It’s considering start a retirement home in Chicago but 

concerning about the profitability. Give your solution. 

Case3: your client is a US TV broadcast operator who wants to bid for the right to broadcast 2016 Olympic 

Games. Calculate the bid. Its revenues come from ad, given the ad revenue per 30 sec in prime time and 

non-prime time, also the days of Olympic. Tangible costs are given and time value &opportunity costs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terview1: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K and China education? Why opera? How do you get this 

imformation? Why not banks? Estimate the volume of people in subways in Shanghai everyday. 

这个 gg 有点 tough 和 push，所以保持镇定很重要。 

 

Interview2: what did you learn in Financial Econometrics? Details about event study. Financial risk analysis? Your 

dissertation? Which statistics package did you use? What did you use E-Views for? Why not stay in London? 

Internship? Explain case3? 

这个 gg 很帅，挺和蔼的，我在 case 3 第一步就算错了，他还笑眯眯地等着我重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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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3: Why opera? What makes you a good candidate? Explain case1? Any experience of modelling or 

dealing with data? details about Internship? 

是个外国 gg 

 

这三个人加上上次 pre-talk 那个，都问到了会不会建模编程，有哪些编程的经历，让我举例。可惜本姑娘是个连

excel VBA 都整不清的人，所以坦率地说，他们没有给我 offer，可能确实我不能胜任，姐淡定了。 

 

Hope the info will help, and good luck to everyone. 

 

 

2.11  10/29 Opera 电面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722771-1-1.html 

 

我是美国 EST 时间晚上 10:30 接到电话的, 这个礼拜连着三天三场 Mid-Term, 当时我还坐在 library 非常郁闷的

deal with Excel VBA.... Anyway, 电话很突然, 接起来 HR GG 上来就问我有没有 5 分钟做个面试, 还好我当时是在

library 可以有安静的地方说话, 如果是平时周四晚上必定是 social nights, 还好还好...... 

 

Anyway, 本来说是 5 分钟的面试我觉得还是问了蛮多问题的, 也有可能是我说话速度比较快一点. 

 

1, introduce urself a little bit 

 

2, 问了我的最近的 banking internship 

 

3, 问了我第二个 consulting internship 

 

4, 问了我第三个 HR 说很 interesting 的 internship. 

 

5, 问我什么时候回国 

 

6, 问我有什么问题.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我觉得面的还好, 因为没有准备所有说得当中有时候会卡 1 秒钟.... 发个面贴希望大家都可

以好运 

 

顺便要谢谢 Opera 给这个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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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Strongly Recommend Opera Solutions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691015-1-1.html 

 

 

三个月的实习经历，以及之后把 Opera 和其他咨询公司做了 Benchmarking,让我真正感受到了 Opera Solutions 各

种美好。 

 

在 2011 年校园招聘即将开始之际，我强烈推荐足够优秀的同学们别错过这么好的公司。 

 

推荐理由有以下几点： 

 

1.Opera Solutions 是由国内和国外最优秀的本科、硕士毕业生组成的，大家朝气蓬勃，工作氛围和谐自由。 

2.Opera Solutions 有所有其他咨询公司没有的福利-Pantry 里面的各种酸奶、饮料、饼干、点心等等，每天不限量

免费供应。 

3.Opera Solutions 有很多的国外出差机会，在 Opera 你会经常吃到各位同事从纽约、伦敦、新泽西等带回来的巧

克力。 

4.Opera Solutions 非常人性化，除了公司有健身房外，每周末还免费提供员工游泳、羽毛球、瑜伽等体育活动，

报名即可免费享受。 

5.Opera Solutions 的待遇也是非常优厚，居于国际咨询公司的领先行列。 

 

如果你足够优秀，如果你的专业正好和 Opera Solutions 相符合，那么 Opera Solutions 将是你无悔的选择。 

 

在 Opera Solutions 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个新生咨询公司的发展前途。 

2.13  opera 新鲜面经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71233-1-1.html 

 

有面经一定要发，才能良性循环~~ 

 

7 点钟突击，一个声音很柔和的 mm，说是谈 5 分钟。 

问了几个问题，看了一下和大家差不多： 

1. 自我介绍 

2. 怎么证明自己的分析能力强（因为自我介绍的时候说到了自己的分析能力强。。。） 

3. 提了个咨询相关的实习问问 

4. 为什么选咨询 

最后邀请参加校园宣讲 

 

一共说了 10 多分钟，mm 人很好，虽然我中间说的不大流利，但是一直耐心的听，而且每答完一个问题都说 good. 

算是给你信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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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好准备，肯定没问题的。虽然我答的远没有我想的好，不过希望不是炮灰啦~~~大家好运 

2.14  我的 opera 之路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69228-1-1.html 

 

 

那就这么开始吧….其实从一开始对 Opera的无知,到了解接触后的比较向往,这些我都跟大部分人一样,但可能不一

样的是,再我”真正熟悉”Opera 后,我的”比较”向往霎时间升级为”十分”向往,其实要说变化不算太剧烈,但惊奇后的

我回想起来,也觉得颇为欣喜. 

版上不少人都提及电话面试了,那我就从宣讲说开来吧,三个 pp 的 hrjj 早早就到现场打好了前阵,布置好场地后不

久,2 个大人物就出现在了我眼前,认出了宣传册首页的 Don Yan,但看旁边站了个老外(Andrey),架势也不小,猜想一

定是总部的大头头了,心理还琢磨,这么大阵势的-_-!! 

两人聊了不多久就进入会场了,Andrey 开场做的 presentation,以致我更确定了他是 Boss,后来 hrjj 说Don Yan才是

decision-maker 的时候,才知道搞错了.Q&A session,说是提问的人都会被记下姓名,学校,想想可以给 Don 一个初步

印象,估计对面试不少帮助,大家都抢着表现开了.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初次感受的到 Don tough 的一面,说话超级直

接,该回绝问题直接回绝.基本情面,一点也不留.我当时提问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英语说的都不溜了,还拌了一

下.-_-!!! 还好,nice 的 Henry 记下了我的名字,pp 的 coral 也远远点头示意我不错.这才松了口气.宣讲结束后,注意

到一个细节,Don 的电话响了,他咕哩呱啦又是英语,猜想应该是客户吧,不然中文就成了吧!! 没太在意. 

晚上回来等面试的消息,等待电话的焦急中不免也赶紧做功课,baidu,google 之,网上不多的信息中,发现不少人评论

Don,自大,傲慢,尤其提到他是个不爱说中文的中国人,想起电话的事情,觉得这面试确实要费一翻经历了,毕竟英文

在精确也很难表述真正的细致之处.正头大的想着着,电话响,电话那边 coral的声音,喜!! 结果说经过研究我的简历,

觉得不符合适合 analyst 职位的要求,我当时就郁闷了,心情直线下降,气焰一下不嚣张了,冷啊!! 忽然出现转

机,coral 说但是研究后觉得 E.A 的职位比较适合,问我有没有意向,我一听开心坏了,比我作 analyst 吸引力大多了.

赶忙答应… 

约好的第二天下午四点的面试,我三点一刻左右的样子就到香格里拉了.坐了一会后,去咖啡厅,被 coral带到 waiting 

room 里,刚刚进去,好家伙,大概 7,8 个人在奋笔疾书的样子,各个还郁闷的表情,手里的铅笔在纸上划的龙飞凤舞,貌

似题目不简单!!! 庆幸自己不用费脑子,可想起来 coral 路上跟我说的,我还是不由的汗….我题是不需要做,也不用二

面,直接去面 Don,一面决定我去留,他觉得 OK 就 OK,不 OK 就不 OK.不过为了消除我的担心,coral 告诉我一个定心

计,说 Don 表面看起来超级 tough,但实际上特别好相处,我表现的 active 一点,觉得基本应该没问题,要我不用担心,

正常发挥就好…. 

终于,在见证好多人进进出出于 waiting room,拿着做好的答案去见 Andrey,或是取回另一挑战题目的时候,我也等

到了我的 interview. 

刚刚坐定,Don 就下马威,看我的简历然后问我为什么 update resume,跟以前的不一样了,我惊讶,根本没改变的么,

然后回答说没有啊,他指出目标职位换成 E.A 了,我才明白,解释了下,没想到接着就问为什么改变这么快,开始还是

analyst,一下就变 E.A,我说我觉得 E.A 更适合,他就说,那你当初干什么申请 analyst,我接着解释,听完解释,感觉比较

满意,可直接仍出一句,直接说我是个 changing person. 我就汗,绕我进圈子,才不呢，清晰表达了我的意愿,接下来

的几分钟正常了一下,没在刁难.可没多久,接着 tough questions…. 我就在这个周旋中转啊转啊,反正没被他转晕….

我叽里呱啦的说着,中间听到我要求完美一点的时候打断了我,我说这个性格可能跟我星座有关吧,哈哈,唯一一个

单词我说了,Don 不明白的,暗喜了一下,结果人家直接不拐弯的问我我说的是什么,我解释后,他表示,他确实不了解

星座的表达,没有一点掩饰缺点的态度要我特别敬意.之后忽然对星座有了兴趣,问我几月几号出生的,我说 911,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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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叫”My Jesus”,汗,说他几个同事就在 911 中去世了,我赶忙说 sorry to hear that….. 

大概 40 分钟的样子,Don 觉得我差不多了,给我留个名片,说以后可以联系.我感觉基本表现还算顺利,虽然有刁难,

而且一些问题特别绕,但是还是应对过去了.就要离开,Don 叫到 Alice,问 Andrey 现在是否有空,说要我跟 Andrey 谈

谈,coral 冲我笑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我有机会了….刚刚好,Andrey 在 check 一个 candidate 的答案，我就一个人坐

在了咖啡厅的吧台上….coral 过来跟我说,看情况 70%了有戏了,我又暗喜. 

对了,忘记说了,其实 Opera 每一站的招聘都是在酒店的咖啡厅进行的,所有的 candidate 都可以任意点酒水,一概 

Opera 买单.之后吃饭的时候，Henry 说在南京那站的时候,他们住在 Sofitel,那边酒水很贵,一杯茶是 48,结果说其

中一个 candidate 做题过程中，喝了一杯又点一杯…. (百花花的银子啊) 前面版上有人说什么 Opera 面试连水都

不给,我就怀疑,你面试的是 Opera 吗?? 

点了一杯冰水后,Andrey 处理完了一个 case,我去跟他聊了一会儿,他跟 Don 简直就是完美性格互补,太 nice 的了,

一个劲的照着我的简历说 good….面的过程中,重复一些 EA 工作中的问题,我说 Don 也给我提到了,结果 Andrey 笑

着说,Don 都跟你谈过了,我就不 bother 了… 结束面试 ^_^ 

这下感觉更好了,看着旁边做题郁闷抓头的 candidates 都不替他们郁闷了.坐在吧台上喝完了那杯冰水,收拾包包就

要离去的时候，Alice 过来问我是不是 free tonight,说想留我一起吃饭,我当然 free 了,哇哈哈,但出了个难题,说一定

要介绍个 local food 而且 environment 还要好的 resturtant,说前一天被司机带到一个很不怎么样的地方吃饭.此时,

基本就剩下一个 candidate 再做题了,跟我聊天的时候,Don 递给我一张纸,说你既然学过数学,做做吧,最简单的一

题,我拿过来一看，顿时汗,虽然我有学高数,可是学的数 V,概率根本啥都不会 -_-!!!  然后我牛了一把,拿起笔,写了

句” Oops!! haven’t learned anything about probability!” 最拽的是，还在旁边画了个皮皮蛙!!(小时候很喜欢的卡

通青蛙) 交了题,所有人巨汗!!! 

其实我的 Opera 之路走的幸运又顺利,但这都不是要我最欣慰的地方,我欣喜的是,在面试结束后的时间中,我感受

到的不是工作下班后的闲适,而是是一群年轻人,不论老板,员工,为着一个目标努力奋斗时候的冲劲和魅力. 

临结束的时候,我帮忙收拾他们外卖的 KFC,hrjj 们从早上 9 点起到晚上 8 点结束,中间就吃了几个蛋塔,鸡翅,饿的差

不多不行了.但还不忘小打小闹，发短信去调侃再上海的同事”happy single’s day”, 而当 Don 上身体恤,下身牛仔裤,

脚上运动鞋的装束出现在大堂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家庭如此温馨.尽管 Coral,Alice 她们最近一个月从来没有周

末假期,晚上没有 11 点前走出办公室,但是在脱下职业装,几个年轻女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硬是拉着我问西安鞋子

打折还是返券….. 

我很幸运自己可以加入这个年轻的团队,与这么 a bunch of crasy people 一同共事.也很感谢 Don 在上飞机前给我

的电话…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对 Don,对 Opera 存在偏见,或者意见，never mind,每个人都有认知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没有调查,

没有接触的言语可能不那么恰当,尤其带上所谓过激的词语,如果前面对Don,对Opera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你们可

以站内,当然,有其他疑问也随时欢迎.只是希望不要太过于武断的评价什么.anyway,还是那句话,个人保留意见 

^_^ 

最后,心底的感受,对于一个 start-up company来说,真的需要这么一个 tough的人独当一面.也许当多少年后,Opera

走出开来的时候,你们会感受到一个 nice 的 Don,一个 nice 的 Opera.  ^_^ 

2.15   Opera 笔试及初面～分享啦 

 

地址： http://bbs.yingjiesheng.com/thread-269222-1-1.html 

 

笔试原定时间 2 小时，考官说可以提前交卷，并且他会挑做得好的，简单的面试一下。我大概是 3 点 10 分交的，

4 点半左右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 5 点 10 分去面试，每个人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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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题目全部是英文的，同时也要求用英文作答。 

1.给了一段程序，问这段程序是做什么用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冒泡排序，只不过没有用数组的形式去表达，而是

采用了指针的方式表达，并且中间夹杂着两个无用的变量。 

2.写一个字符串替换函数，即把字符串 text 中的所有 pattern，替换为 target。即函数原型为：char* replace(char 

* text, char* pattern, char* target); 比如调用 replace("bcdfss", "dfs","df")的结果为 bcdfs 

3. 写程序判断两个单向链表是否有公共的节点 

 

面试十分钟，上来先问我除了冒泡排序还知道什么排序，我说最常用的是快速排序，然后他就让我讲一下快排的

算法。之后让我讲一下第 2 题是怎么实现的。再然后就问我 C++和 Java 更擅长哪一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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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更多求职精华资料推荐 

强烈推荐：应届生求职全程指南（第十二版，2018 校园招聘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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