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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回声·我的舞台”
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决赛

向乐而生 且行且歌

2016 年 11 月 30 日
晚，上海财经大学

第十四届“回声·我的舞
台”校园十大歌手大赛
决赛在创训中心如期举
行，15 组 决 赛 选 手 和
众多社团一起为同学们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晚 18:30，15 组
选手同时登台，用一曲合唱为比赛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第一轮演唱中，
选手们光彩照人，自信满满。他们用或浑厚或清澈或婉转或高亢的声
线，演绎着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有的深情款款让人感动沉醉，有
的激情四射点燃全场氛围；有人弹着吉他浅浅吟唱，还有人唱跳结合
夺人眼球。在第二轮的清唱拉票环节结束后，2016 上财十大歌手正式
出炉，他们是：莫芷妍、朴正燮、柴铭泽、陈智、徐在永、Random 
Tone、陈金宇、陈帅、朱钰寒、彭翼。紧接着是竞争最为激烈的三甲
争夺战。六组选手带来了美妙绝伦的阿卡贝拉和声、宛如天籁的《New 
Soul》、撕心裂肺的《想你的夜》、饱经沧桑的《会痛的石头》、活
力四射的《免费教学录影带》以及宛转悠扬的《假如爱有天意》。最终，
Random Tone 阿卡贝拉组合夺得本次比赛的冠军，柴铭泽、朴正燮
分获第二、三名，钟哲曼获得最佳人气奖。

伴随着校园十大歌手大赛
的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的回声
音乐季也顺利落下帷幕。这一
个多月以来，同学们为了心中
的音乐梦想而奋勇前行，无论
惊喜还是失落，都将成为大家
心中的一段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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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期 - 第九十八期
“甲申讲坛”

了解多元文化 迎接广阔未来

2016 年 11 月 14 日晚，第九十六期“甲申讲坛”在武东校区第五
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复旦大学文博系副主

任陈刚教授。陈教授以《一纸千秋 --- 揭秘中国传统造纸技艺》为题，
向大家介绍了造纸材料、纸张出口和保护传承造纸技艺的重要性，使
同学们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2016 年 11 月 21 日晚，第九十七期“甲申讲坛”在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俄
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副教授。杨教授以《国际失序与中美俄战略
三边关系的互动情境》为题，为大家讲述了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和未
来国家关系的发展趋势，使同学们提高了国际风险意识、提高了政治
素养。

2016 年 11 月 24 日晚，第九十八期“甲申讲坛”在信息管理与
工程学院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上海外国语大
学美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王恩铭教授。王教授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
理论与实践》为题，为大家分析了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容与核心思想，
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多元文化主义，拓宽了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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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第八期“SUFE 如师说”

岁月积淀 桃李寄念

2016 年 11 月 16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七期“SUFE 如师说”在
创训中心如期举行。本期如师说的嘉宾是体育教学部孙建华教授、

外语系首届系主任王惠玲教授和经济学院葛寿昌教授。讲座期间，三
位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多年的任教经历，同时表示，虽然几十年
来校园变了许多，但学校的精神内核和校园文化是不变的，校训中的
厚德二字是对所有学生的基本要求。教授们一致认为，校训中“经济
匡时”是对社会的担当，财大的每一位学生都应当有这份责任感。最后，
三位教授对财大学子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同学们拥有高尚的道德
水平和广博的学识，以平常心对待成功与挫折，并时常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反思。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第八期“SUFE 如师说”
在武东校区第七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期如师说的嘉宾是统计系郑菊
生教授与原教务处副处长张次博教授。讲座期间，两位教授向同学们
讲述了他们青年时期的学习生活和学校建校以来的几个重要事件，并
向大家提出了建议：要在大学期间拓宽知识面，既要学习专业知识，
又要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两位教授还为同学们留下寄语：张教授送
给同学们“不忘校史，珍惜现在，诚朴为本，增长才干”16 个字，教
导大家要抓紧时间学习充实自己，用经济知识回报祖国；而郑教授希
望同学们拥有“艰苦的童年，拼搏的青年，辉煌的壮年，安定的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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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二期“学术沙龙”

培育领袖素质 提升人文素养

2016 年 11 月 21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二期“学术沙龙”活动在
学生中心 A208 如期举行。本次学术沙龙有幸邀请到了上海财经大

学人文学院张东辉副教授担任主讲嘉宾。

首先，张教授简要叙述了外界认为财大学子功利的现象，并向现
场同学征集了对此的想法。接下来，张教授指出，人文素养包含对美
的感知及创造能力等等，不仅仅涉及理论，还涉及了为人处世的各个
方面。随后，张教授向大家讲解了人文素养与文化差异、专业学习、
就业等方方面面密不可分的关系。同学们纷纷点头，若有所思。

提升人文素养本身可能很飘
渺，探索中会遇到不同的、更为
实际的问题，也会收获一些不一
样的感动 。张教授表示，提升自
我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唯有本
着一片初心，踏踏实实学习，才
能通过不断努力提高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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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急救知识沙龙”

学习急救知识 共赴生命之约

2016 年 11 月 22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急救知识沙龙活动在学生中
心如期举办。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志愿者总队的干事为同学们

进行了急救知识技能培训。

首先，志愿者总队干事为大家介绍了急救知识的重要性，并通过
案例及视频使同学们切身感受到民众急救知识的匮乏。接下来是心肺
复苏的教学，志愿者总队干事向大家讲解了操作顺序和要点，邀请了
几位同学来亲身体验并在旁予以指导。而后，志愿者总队干事又向大
家介绍了道异物梗阻的紧急处理方法，并带领大家进行了实际操作，
使同学们对于气道异物梗阻的原因、判断方法、处理步骤和正确做法
都有了初步了解。

通过本次沙龙活动，同学们认识到了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性，了解
了更多的急救知识，掌握了一项常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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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期“青年进化论”

手语人生 无声魅力

2016 年 11 月 23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十期“青年进化论”在国
际工商管理学院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高级手

语翻译员、上海高校手语联盟盟主、上海财经大学手语社指导老师倪
志强老师为同学们阐述手语的魅力。

首先，倪老师从身边的事物说起，通过一问一答、问猜结合的方式，
教会了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的手语。接着，倪老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人
生经历。老师很开心的说：“人应该有一个梦想。我的成为一名高级
手语翻译员的梦想已经实现，下一步的梦想是想拍一部微电影。我认为，
梦想在于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后的互动环节中，倪老师考了
同学们几个有关手语的问题，同学们也纷纷做出手语动作请老师翻译，
更有同学用手语表达了自己对老师的喜爱之情。

晚上 9 点整，在欢声笑语中，本期讲座圆满结束。同学们纷纷表示：
手语其实是一种更为生动美丽的语言，可以让人们于无声处感受手掌
舞动的魅力，用心体会，用爱去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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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 第七十五期“论谈”

观市场风云 悟中介之用

2016 年 11 月 29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七十五期“论谈”在会计
学院 109 室如期举行。本期论谈有幸邀请到会计学院副院长李增

泉教授带来以“嵌入式中介”为主题的讲座，为同学们阐述中国关系
下企业的商业模式和中介的作用。

首先李教授以“大家为什么来读财经院校”这一问题引出了人力
资本配置与中国资本市场两大问题，并为同学们分析了中国资本市场
中介的作用原理。随后，李教授用 “周家生意”和“山西帮”的例子
向大家阐述政府对经济的影响。接下来，李教授还分析了资本市场上
的中国关系并通过中美对比，从计量、鉴证、披露三个方面介绍了信
息问题的中国特色和关系网下中介的桥梁作用。最后，李教授向大家
推荐了《赢在新兴市场》一书，并为部分同学书写了寄语。

本期论谈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
浅，既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又明白了把握交往艺术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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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会沙龙活动

品味博士沙龙 乐享研究之路

2016 年 11 月 13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享生活”
心理沙龙活动在武东校区第七阶梯教室举行。本次活动有幸邀请

到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的李凌老师聆听同学们的倾诉、与同学
们互动交流，并为大家进行心理分析与辅导。通过本次心理沙龙活动，
大家敞开了心扉，解开了心结，并和与自己具有相似经历、相似处境
的同学结为好友。

2016 年 11 月 29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会主办的“品学术”
学术沙龙活动在武东校区第三教学楼 109 教室举行。本次活动邀请了
3 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博士生分享他们的投稿经验，使同学
们对学术论文结构及投稿步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加强了同学们对学
术研究的责任意识，为大家提供了有效的投稿方向和投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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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第一期“金融通识讲座”

干货满满出精彩 融资知识晓于心

2016 年 11 月 15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团学联学术部主
办的第一期“金融通识讲座”在同德楼报告厅如期举办。本期讲座

邀请到金融学院金德环教授向同学们阐述中国的融资结构问题。

首先，金教授通过引用我国历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年均增长数
据以及不同年份广义货币的供应量的统计数据对经济增长与融资需求
问题进行了阐释，告诉大家“经济增长过程必有一个货币体系配置”，
解释了我国货币需求的来源。接着，金教授谈到各年的社会融资规模
以及对当今我国各大融资机构的解读。随后，金教授谈到融资使用功
能错配的问题：在商业银行金融中介关系中，银行承担很高的风险；
而在投资银行金融中介关系中，投行只是中介，并不为投资的风险承
担责任。此外，金教授还就融资结构、融资机构与融资市场进行了详
细解释，并针对融资供求错配问题、融资机构的匹配问题、融资市场
的匹配问题、政府的管理体制改进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最后，金教授为同学们题词“领会金融真谛，服务国家”，以此
勉励同学们。本期讲座中，金教授给大家全面地讲解了中国融资结构
问题，使同学们对我国融资结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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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走进法院”活动

走进法院 与法同行

2016 年 11 月 , 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团学联主办的“走进法院”
活动如期举行。本次活动分两天进行。11 月 16 日，法学院同学

们旁听了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行政类案件的庭审，参加了由法学院徐键
副教授主讲的反馈沙龙。11 月 18 日，同学们旁听了杨浦区人民法院
民事类案件的庭审，参加了由民商法学讲师陈芳老师主讲的反馈沙龙。

在法庭上，同学们了解了庭审流程，学会了站在审判长的视角进
行思考，提高了对案件的分析能力和对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在反馈
沙龙中，老师针对大家关于法律程序、制度等方面的疑惑做了相应的
解答，使同学们能够将书本上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加深了对相关知识
的了解。

通过本次“走进法院”活动，同学们了解了法院工作、深入领会
了课堂所学的法律知识，并学会了如何将法律知识运用于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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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国模经验交流会

数模国赛有疑问 师生上阵齐解答

2016年11月22日下午，由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团学联主办的“国
模经验交流会”在第二教学楼 301 教室如期举行。本次交流会邀

请到了在数学建模大赛国赛中取得奖项的刘宇扬、董开岩、应兹清三
位同学，以及在国赛中负责评卷的陈启宏、董程栋老师，为同学们答
疑解惑。

交流会伊始，数模社社长韦媛媛向同学们介绍了今年国模竞赛 A
题和 B 题。应兹清同学以自己的论文为例，向大家阐述了 A 题的解答
方式。随后，陈启宏老师强调了论文规范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正确的写
作方向。接下来，刘宇扬同学向同学们讲解了 B 题 . 最后，董程栋老
师指出，解答题目时应当有“王婆卖瓜”的想法，只有充分论述了模
型的优势，才能得到评卷老师青睐。

本次交流会中使同学们吸取了数学建模大赛的参赛经验和老师们
的评阅经验，对数模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为同学们以后的数模学习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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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统计·印象”
校园文化节

统览天下 计阅风华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中午，由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主办的“统计·印
象”校园文化节在绿叶步行街拉开帷幕。开幕式路演中，统管团学

联各部门准备了趣味性十足的小游戏，吸引了全校同学的热切关注。

11 月 22 日，“治国理政”讲座在国定校区第三阶梯教室火热开
讲。主讲嘉宾，上海财经大学党校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章忠
民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策略。
11 月 25 日中午，“义心向黔”义卖活动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同
学们纷纷参与其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山区的孩子提供帮助。11 月
25 日晚，师徒网、5 课网的创始人魏晓东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路
在脚下，心在何方”——航标 360 财大行》的主题讲座，与大家分享
了他宝贵的创业经验。11 月 21 日至 27 日，“不巧，我在等你”系
列活动通过让同学们完成多种多样的任务，丰富了大家的课余生活。

“统计·印象”校园文化节虽然已落下帷幕，但每位参与其中的同
学都收获了令人难忘的记忆与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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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科学人文大讲堂”

聆听科学人文 走进文学世界

2016 年 11 月 22 日下午，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学
联主办的“科学人文大讲堂”在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二楼报告厅如期

举行。主讲嘉宾，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朱善杰老师给同学们
带来了题为“当代文学中的农村进城青年”的主题讲座。

首先，朱善杰老师通过社会调查与文学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引出
讲座的主题，“农村进城青年”这一当代中国城市化变革带来的产物。
接着，朱老师将农村进城青年划分为打工者和求学者两类进行深入剖
析：把温暖留给他人的马建强成了这个时代最应出现的人，涂自强则
在城市的道路上迷失却又无处可回。对于这样不同的际遇，朱善杰老
师从时代、现实、社会等角度为同学们深入剖析。最后，朱老师以一
句“年轻的你们没有局限性”为讲座收尾，并向同学们表达了“年轻
人成为坚强乐观的马建强而不是徒有自强的涂自强”的期许。

文学作品以文学的方式提醒一代代人如何处理与时代的关系。通
过本场讲座，同学们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道理，并明
白了唯有发奋学习，才能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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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乘上时光机”游园会

静看时光倒转间 邀你共回童年时

2016 年 11 月 24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会主办的“乘
上时光机”游园会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上海财经大学通讯社、

上海财经大学头脑竞技社、口琴社、DIY 协会、风云动漫社、2.5 次元
绘画社也参与其中，与同学们共回童年。

当晚 19 点整，游园会正式开始。同学们陆续到入口处领取卡片
和荧光棒，开始了他们的童年之旅。舞台上不断播放的童年经典影视
剧的曲目带同学们走回童真时代，社团的精彩表演给同学们带来一场
视听盛宴。绿叶步行街笼罩在欢乐的气氛中，仿佛有一台大型“时光机”
带同学们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本次活动唤起了同学们的童年回忆，触及了同学们记忆深处的那
一片乐土，温暖了同学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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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 经济学院
音乐会

奏一曲秋歌 圆一世冬梦

2016 年 11 月 24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与经
济学院共同主办的《秋与冬的奏鸣曲》音乐会在创训中心报告厅如

期举行。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室内乐团、上海财经大学钢琴社的指导老
师和部分同学登台演奏。

晚 6 点半，一首《行板》拉开了本场音乐会的序幕。接下来，林
坚伟和白露佳同学向观众们演绎了爱德华·埃尔加的经典之作《爱的礼
赞》。随后，一首温柔的大提琴曲《天鹅》带领大家走近了天鹅所固
有的美；《西西里舞曲》令观众仿佛在船上畅游有着意大利民族特色
的水都威尼斯；《练声曲》流动的音符似是包含了作者创作该曲时那
一抹潜藏在灵魂中的伤感。接下来，带给同学们惊喜是钢琴社指导老
师戴晨与学长林坚伟的惊艳合作《Chopin OP.65|||Largo》，从他们
指尖流淌出的音符形成了一个有着别样滋味的音乐世界。随后呈现在
舞台上的是《小丑》的生动活泼和明亮辉煌。最后，伴随着一曲《c 小
调赋格》，本场音乐会顺利落下帷幕。

本场《秋与冬的奏鸣曲》音乐会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享受高雅艺术、
陶冶情操的平台，在丰富同学们课余生活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对古典
音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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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 &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三校联谊舞会

缘生彼岸 情系三校

2016 年 11 月 25 日晚，由经济学院和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主
办的三校联谊舞会在学生中心 A104 如期举行。来自上财、复旦、

同济三所高校的同学们参加了本次活动。

晚 6 点 30 分，舞会正式开始。在三首深情的音乐中，同学们由
羞涩逐渐进入状态，将之前练习的舞步自由发挥。接下来的几个小游
戏活跃了现场气氛，让同学们更加熟悉彼此。随着上届校园“十大歌手”
冠军徐吉春的一首《那个男人》，全场气氛被瞬间点燃，舞会进入高
潮阶段。舞蹈，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提升人的气质，更是扩大社交范围、
结识朋友的最佳方法之一，它代表着一种高雅的文化。本次舞会给大
家带来了一个接触舞蹈、了解舞蹈的机会，为拥有共同爱好的同学们
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

本次三校联谊舞会提高了校园艺术文化氛围，促进了学校之间的
友谊，也培养锻炼了同学们的社交能力，丰富了大家的课余生活，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11/25

学院风采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