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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舞蹈团进行首次舞蹈公开课 五. 第十五届“蓝园杯”合唱比赛顺利

举行 

二. 十佳女大学生演讲答辩结束 六. 学生会进行“光盘”行动活动 

三. 我校志愿者队“国际志愿者”日活动圆满

完成 

七. 第三十五期甲申讲坛圆满结束 

四. 我校会计学会、创业中心获选上海市明星

社团 

  

 

 

 

 

 

 

 

 

 

 

 

团学联简讯 

院系风采 青年动态 

一.统计学院举办“关爱未来希望”活动 

 

 

二.外语系携数学学院举行“垃圾变变变”活动 

 

 

三.公管学院举行“校长面对面”活动 

 

一．上海“十面霾伏” 

二．“国考热”依旧 弃考人数猛增 

四.会计学院举办有关“会计准则”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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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1. 舞团首公开 解密僵尸舞 

12 月 8 日晚 6 点，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舞蹈团首次公开课在舞房如期举行。本次公开

课的主题是“论僵尸是如何炼成的”——僵尸舞详解，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由舞团的现任团长盛斌教授十大中舞团僵尸舞的一段动作。第二部分是由舞团的专业舞

蹈指导老师赵宁老师讲解舞蹈作品的基本元素——调度，即以演员活动位置的安排与转

换为主的空间安排。十大僵尸舞的表演中，妆容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公开课的第

三部分就是向同学们揭秘如何画“僵尸妆”。参与活动的同学纷纷表示，通过公开课的

体验和学习，了解了上财舞团和专业舞蹈学习许多背后的故事。在下学期的后续公开课

中，舞团将尽力探索创新，呈现给我校同学更为精彩的公开课，提升同学们的舞蹈素养、

丰富大家的校园生活。 

 

2. 中国梦·上财情 

12 月 17 日，“中国梦·上财情”——第二十届上海财经大学“十佳女大学生”候

选演讲答辩会在校行政楼举办。来自各院系的

十六位优秀女学生们以丰富的生活工作经历为

素材，从不同的切入点对“中国梦，上财情”

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和解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

风采，为全校学生树立了优秀榜样。 

本次活动旨在号召全校学生以“十佳女大

学生”为榜样，学习她们坚定信念、奋发进取、

自强不息、努力实践的精神，促进自身的思想

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心理素质协调发展，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品德高尚、奋

发进取、开拓创新的时代知识女性。十六位来自各院系的优秀女大学生分别用自己的语

言阐述了对中国梦·上财情的理解与追逐，和在场的各位同学一起分享了自己学习生活中

的点滴收获与成长。活动共评选出十位年度“十佳女大学生”，将于 2014 年 3 月期间

开展表彰。 

 

3. 志者乐善 愿爱相伴 

 12.5 国际志愿者日临近，上海财经大学志愿者总队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了以“志者

乐善，愿爱相伴”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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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总队在人人平台开展了“我最喜爱的志愿者活动”评选，公管学院

的“当代艺术馆志愿者”当选为本学期“我最喜欢的志愿者活动”。紧接着在 12 月 1 日，

总队在五角场举办了以“携手志愿，梦想起航”为主题的大型展示活动，对市民进行志

愿精神宣传。 12 月 5 日中午，总队携手十二个院系志愿者队在绿叶步行街举办了以 “志

者乐善，愿爱相伴”为主题的世界志愿者日活动，并于当天晚上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

了“公益沙龙”。 

 参与的同学纷纷表示，通过系列活动的参加，不仅提高了公益服务的意识，更在奉

献他人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收获了更多的正能量。 

 

4. 梦想 IN 社团 青春正能量 

   2013 年 12 月 19 日晚，上海市社团

文化节闭幕晚会在上海理工大学礼堂举

行 ， 我 校 会 计 学 会 、 创 业 中 心 分 获

2012-2013 学年度上海市“明星社团”

荣誉称号。此次上海市社团文化节以“青

春正能量，演绎中国梦”为主题，开展

了理财规划大赛、社团 logo 评比、双语

演讲比赛、十大歌手展演、明星社团评

选等系列活动。其中，我校在理财规划

大赛、社团 logo 设计评选中均获得数个

奖项。 

通过层层筛选、现场答辩、网上评比等环节，会计学会、创业中心荣获了年度市

级“明星社团”的荣誉称号，秦文佳、沈亦骏老师分别获得“优秀指导老师”奖项，校

团委也荣获年度上海高校“学生社团工作先进单位”光荣称号。 

 

5. 品味中国梦 书写上财情 

2013 年 12 月 9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在大礼堂为全校师生呈现了一场音乐盛宴—

—第十五届“蓝园杯”合唱比赛。此次比赛

共有十一个院系的合唱团参加，并由音乐学

院的专业老师担任评委。比赛中，各个院系

的合唱团倾其所能，深情歌唱，让整个大礼

堂笼罩在和谐唯美的气氛之中。同时，各院

系的啦啦队也在台下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呐喊，

充分展现了上财学子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

最终，金融学院以其出色的表演再次摘得桂

冠。公管学院和工商学院获得二等奖，经济

学院、会计学院和信管学院分获三等奖。本次活动体现了上财学子的别样风采，生动诠

释了“中国梦•上财情”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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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围绕上海青少年“城市文明新约”活动主题，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会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13 日在绿叶、新园、生乐及第一食堂四大食堂开展了为期近一个月的

“光盘”行动，提倡爱粮节粮，实现光盘简餐。 

与去年活动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次的光盘行动成为了上海青少年“城市文明新约”

活动的一部分，为活动代言的乐米兔也出现在了宣传的 KT 板及标语上。本次活动为市

级领导所重视，并亲临视察。在正式活动阶段，每周一到周五中午，权益部部员担任大

堂经理在食堂值班。同学凭吃干净的空盘在大堂经理处得到了怀旧系列糖果及一枚节俭

章以作鼓励。 

随“光盘”行动已经圆满落下帷幕，上海青少年“城市文明新约”活动也画下了完

美的句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希望财大校园的节俭风尚

能够一直延续，光盘行动的理念也将在校园中不断传承。 

 

7. 叩问舆论监督 思考中国发展 

12 月 3 日星期二晚 18:30，第三十五期甲申讲坛《媒体去哪儿——叩问当前中国

舆论监督》讲座于上海财经大学白楼二楼如期举行。本次甲申讲坛邀请到了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教授——童兵教授。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提出“加大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等方针，掀起了新一轮的舆论监督风尚。本次讲座，童兵教授围绕着“中国的舆论

监督”这个主题为同学们展开演讲。童教授强调了舆论监督对反腐工作的积极作用，并

将之巧妙地誉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特色。在演讲中，童教授也毫不讳言地指出

当前中国舆论监督体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诽谤罪构成门栏太低，规定模糊，缺少法

律约束等。演讲结束时，童教授对中国的舆论监督做了大胆的假定——在舆论监督体制

的逐渐完善和成熟下，在中国经济实现平稳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反腐工作在近期一定会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整场讲座过程中，同学们认真听讲，为童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

底蕴深深折服，受益良多。 

 

院系风采 

1. 走进社区 放飞梦想 

2013 年 12 月 7 日，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实践部与上财家教部的部员携

手走进武东路 99 号社区。这场以“关爱未来希望”为主题的宣传会旨在将孩子们从各

种辅导课程中解放，恢复孩子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童心，活动吸引了众多儿童和家

长的参与。 

当日，实践部的部员们首先组织到场的孩子们学习折纸——折爱心和青蛙。部员们

耐心的解释和示范让孩子们倍感温暖。折纸教学结束后，实践部和家教部的部员们共同

带领孩子们进行儿时的“老鹰捉小鸡”游戏。在活动结束之际，部员和孩子们利用剩余

的纸折成纸飞机，在高空放飞它们就像放飞孩子们的梦想一样。 

本次活动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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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保进社区 废物巧利用 

2013 年 10 月至 12 月中旬，外语系与应用数学系合作举办了以垃圾分类回收为主

题的环保志愿者活动——垃圾变变变。本次活动以五角场镇青年家园为平台，深入到五

角场各个社区，通过理论宣讲、手工制作等形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帮助居民们树立保护

环境、回收垃圾的意识。 

十月初，两院系便开始了积极的组织筹划工作，从联系项目、宣传招新到徽章设计、

课程准备，志愿者们通过一次次的协商沟通，为进社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3 年 11 

月 15 日，两院系志愿者队的部长们带领八

名部员进入安波路社区居委会开展第一次

活动，以光盘为材料，教老年人进行手工制

作。第二次活动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展开，

在志愿者们的引导下，老人们利用牙膏盒和

废报纸制作出了相册和收纳盒，实现了废物

再利用。两次活动中，除了手工制作，志愿

者们还设计了关于垃圾分类的小游戏并以自制纪念徽章为奖品，让老人们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巩固了知识。 

通过开展“垃圾变变变”活动，不仅向社区居民传播了有关垃圾分类回收的环保知

识，帮助他们认识到了环保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并且为校内学生提供了较为新颖的志愿

活动，避免了传统的教育、场馆类志愿服务，以更加贴近生活的环保为主题，为我校的

志愿活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3. 壮哉百年财大 何以基业长青 

围绕着“迎百年校庆，话上财精神”的主题，公管学院团学联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在行政大楼一楼学术报告厅举办了“我与校长面对面”活动。活动有幸邀请到了我校

孙铮副校长，以及王青、王淳朴、付正昊三位学生嘉宾，面对面共同探讨财大基业长青

的问题。 

孙铮副校长先后例举日本长寿企业、美国常青藤大学联盟等长寿机构，进而提出五

个大学基业长青的五个原因：大学具有最为

忠诚的客户和品牌，持续的核心理念，优秀

师资，宗教式的组织文化（“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的理念）和不断反思和创新的组

织。之后，他又阐述了第二个的话题——大

学应该坚守什么？孙铮副校长运用大量例证，

激情澎湃地表达了他对我校、我校学生的美

好期愿，并具体对我校通识教育展开探讨，

留给了同学们无限的深思。整个活动场面十分热烈，演讲结束，同学们都献上了雷鸣般

的掌声。 

活动既增强了参与同学的母校归属感，又提升了广大上财学子对母校未来发展的深

深期盼，最终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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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走进会计准则 评析趋同之势 

由会计学院与数学系共同筹划的“中国会计准则趋同之我见”讲座于 12 月 4 日晚

六点半在行政大楼一楼报告厅举办，主讲人是我校资深会计人叶建芳老师。讲座主要分

析了中国会计准则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我们所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叶老师首先介绍了国际背景下会计准则的分类和它们的优缺点，以及每个国家对于

会计准则的不同规定，然后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会计准则。中国会计准则趋同的方向是一

个不断发展变化的 IFRS，本次讲座的一个重点就是中国会计准则在与 IFRS 持续趋同的

过程所暴露的问题。叶老师还分析了会计准则和市场的相互作用，并介绍了中国会计准

则与其他国家间的博弈。 

这次活动使同学们了解到了当下与会计准则相关的各种知识,提高了能力并开阔了

眼界。 

 

 

青年动态 

1. 上海“十面霾伏” 

 

【热点回顾】 

 

11 月 7 日开始,进入今年立冬,上海也迎来了入秋以来的首个雾霾天气。12 月 1 日

19 时，上海市政府发布了重度污染预警，并实施电力绿色调度、重点工业企业限产限

污、停止建筑施工等工地易扬尘作业、易扬尘码头堆场停止作业、加强道路保洁、渣土

车禁行、禁止秸秆露天焚烧等应急减排措施。随着空气污染浓度再次升高，上海市于 5

日 18 时再次启动应急措施。此次雾霾天气给人们的出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同学

望着窗外暗沉的天气都不敢踏出室外。今天你中雾了么 ？围绕雾霾，财大学生展开了

深入的探讨。 

 

【上财人说】 

 

 “上海天气没办法，像今天绝对是剧毒啊！在我们老家那里也有雾霾，但是没有

污染，我们还都很喜欢这种自然产生的雾气；可是上海这种雾主要就是汽车尾气，硫的

味道很浓，有剧毒，其实不适合上班上学了。但是这也没办法，在大城市生活你享受了

它的便利，就得付出代价。” 

——应用数学系冉教授 

 

“入冬以来范围最大的一场雾霾正笼罩全国，从华北到东南沿海甚至西南地区都遭

遇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了？追逐漂亮的 GDP 数字，追求整

洁气派的市容市貌，目的无非是想提高民众的幸福感。可是，如果雾霾天变成我们生活

的常客，口罩变成我们出门的必配装备，幸福感如何提高？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生活

在蓝天白云之下。” 

——统计学院大一宋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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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来一次雾霾挺好，每一次霾伏都是一次挑战，能够考验城市应对能力，还

可以让市民重新关注呼吸道健康和空气污染问题。” 

——经济学院大二何同学 

 

“雾霾来袭，看着不断攀升的 PM2.5 指数和污染等级，我们无奈地带上口罩，但

是那薄薄的一层棉能挡得住漫天的灰尘、治得好身体的不适，还是能载得动人民的希望？

我们要的，不是某某警报、不是多少数据、不是特效口罩，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蔚蓝的天

空、舒适的身体还有一颗安稳的心。” 

——工商学院大三赵同学 

 

2.  “国考热”依旧 弃考人数猛增 

 

【热点回顾】 

 

2013 年 11 月 24 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即国考）公共科目

笔试，在全国 31 个考区 48 个城市的 1010 个考点同时举行。今年共有 130 多个中央

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计划招录 1.9 万

余人。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 152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其中，111.9 万人报名

确认参加公共科目笔试，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99 万，参考率约为 88.5%，参加考试人

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为 51∶1。虽然 2014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招录人数比 2013 年减少

了 1000 人左右，但报名人数依旧庞大。同时，2014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弃考人数也

创造了数年之最。我们上海财经大学的同学们也正在或者即将面临就业等问题，公务员

是我校同学们的一大就业方向，许多校友和毕业生都选择报考公务员，国考在我校同学

中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借此时机，上财团委调研部走访了我校师生，了解他们对国考的

看法。 

 

【上财人说】 

 

“我认为，国考是一种职业道路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人想成为公务

员，有人不想，没有什么太过纠结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值得批判的地方。完全出于个人

选择。就我个人来说，在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是不会参加国考的。不太喜欢待在体制内

的生活。” 

——金融学院大一谢同学 

 

“目前中国考公务员的人群中，大部分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报考人数多，体现了普

遍存在于人群中的职业划分三六九等的思想。这对我们国家的公务员队伍的发展是不利

的，这样选拔出来的公务员会越来越不愿意为人民服务。”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大二王同学 

 

“我觉得现在老资历的公务员，当初报考的时候学历并不高吧，至少没有现在这样

挤破头的现象。但是现在，国考大热，许多高学历的人才纷纷挤去报名，我觉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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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看中公务员优厚的待遇，即所谓的‘铁饭碗’，而并非真正才尽其用。

我想我以后是不会盲目跟风的，不应只贪图相对安逸的岗位，而是要在考虑到自己专业、

兴趣和能力的基础上，做出最佳的职业规划。” 

——会计学院大三黄同学 

 

 “我感觉，我们学校的专业对公务员考试非常有帮助，法律、经济、会计等公务

员岗位对我们学校的学生很合适。有机会我会尝试，毕竟是一条人生的出路。” 

——法学院大三张同学 

 

“现在就业形势不佳，相比之下公务员反倒是一条简单方便的就业之路，现在的学

生真正的特长不就是考试吗，即使考不上也不会影响往别的领域发展，既然多出一条就

业之路，何不去试试呢。” 

——公管学院大四李同学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国考。有人把公务员当作一种职业可能，我更愿意把公务员

当作唯一的职业选择。” 

——我校校友李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