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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团校系列活动

百年华诞 逐梦青马

2017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7 日，上海财经大学明德青马工程训
练营暨第十九期团校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10 月 28 日上午，团日策划分享会在第三教学楼如期举行，本次
策划分享会以“身边的百年校庆：百年华诞，逐梦青马”为主题，嘉
宾们引导各班学员展开讨论，完成主题团日策划，并进行最终展示。
在紧张激烈的讨论过程中，学员们各抒己见，切实地领会到了团校培
训的真正意义。

10 月 29 日下午，红色之旅活动在宝山临江公园内展开，学员们
在淞沪抗战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行馆内参观，全面地回顾了从
1931 年“九 • 一八”事变到 1945 年抗战胜利的这段长达 14 年的抗
战历史，对爱国主义精神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2017 年 11 月 7 日晚上六点，团校闭幕式在英贤图书馆七楼报告
厅如期举行，校团委书记沈亦骏，校团委副书记朱枫，校学联主席姬
蕊、郭宇清作为嘉宾出席本次闭幕式。闭幕式上各班同学依次分享了
阅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讲故事》的心得感悟。最
后，沈亦骏老师和朱枫老师为明德青马工程暨第十九期团校优秀集体、
优秀学员颁奖。随着全体团校学员的笑容定格在合影中，本期团校圆
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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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书法与中国近代大
学校长手迹收藏》讲座

书钟灵造化 法淑贤英才

2017 年 11 月 1 日晚 6:30，《书法与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手迹收藏》
讲座在创业实训中心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邵楠老师担任主讲人。

讲座伊始，邵老师从介绍近代知名书法家王懿荣先生开始，将演
讲的内容过渡到了对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探讨上。随后， 邵老师展示
古今几位校长的书法手迹，并围绕“校长们的朋友圈”这个话题展开，
讲述了各个校长之间的交往趣事。最终的提问环节中，邵老师道出自
己收藏书法的情怀，让同学们获益匪浅。

本次讲座让同学们在深入了解校长们的人生的同时，感受到了他
们的风骨与才华；在欣赏书法之美的同时，对于人生、教育也有了新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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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
计划第一场

技能传授  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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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 日 6：30，上海财经大学学联人才培养计划第一
场——Photoshop 培训在武东路梯教 T12 如期举行。团委书记沈

亦骏出席本次培训，新媒体中心传媒部部长谭鹭担任主讲人。

首先，沈亦骏老师开场致辞，指出学生干部应先做学生，再做干
部的基本要求，内容深刻，引人深思。随后，谭鹭介绍 photoshop 软
件的菜单栏，并演示使用方法，阐述格式规范。随后她将讲解与实际
操作结合，使同学们快速熟练软件。最后，谭鹭部长鼓励干事们多加
练习，提升技能。

本次学联内训打破原有的形式，同时着眼于精神建设与技能培训。
希望学联人通过人才培养计划系列活动，既可以实现技术上的自我超
越，又可以提升自我创造力。



第一百一十九至一百二十期“甲申
论坛”

析一带一路风险管控 谈影视作品翻译配音

2017 年 11 月 6 日第一百一十九期“甲申论坛”在会计学院如期举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担任主讲人，讲

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风险及其管控方法。

教授首先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并列举了其中
存在的潜在风险。随后，在管控措施上，教授认为我们要合理解决建
设中的主权问题，尊重他国国情。提问环节中，教授解惑之余对相关
时事进行剖析。最后，杨成教授为我校学子题字，讲座圆满结束。

2017 年 11 月 9 日第一百二十期会“甲申论坛”计学院顺利举办
甲申讲坛第一百二十期于 11 月 9 日举办，由华东师范大学光华学院
院长、翻译系教授张春柏为大家讲解影视翻译与配音。

讲座伊始，教授介绍影视配音的基本过程和表演方式，解答大家
日常对配音的疑惑。随后，教授讲解配音应避免外界因素限制、翻译
之本在于丰满人物形象等相关注意事项。随后，教授强调影视翻译关
键在于把握语言力度，引发观众共鸣。在最后提问环节中，教授就如
何翻译诗词成语发表独到见解，讲座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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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至二十期“青年进化论”

忆财年韶华 惜往事点滴

2017 年 10 月 27 至 11 月 6 日两周时间内，第十八至二十期“青
年进化论（百年校庆系列讲座）”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报告厅如

期举行。三期讲座邀请到在校或已毕业的学长学姐们担任主讲人，分
享其在财大生活的点点滴滴。

第十八期“青年进化论”——《忆财年韶华（上）》由 94 届校
友王宓、13 届校友李健康、17 届校友杨登诣担任主讲人，与同学们
分享了他们的大学趣事，和再次回到母校、见证母校变化的感悟。

第十九期“青年进化论”——《百年匡时说》，有幸邀请到会计
学会会长刘梦松、空谷笛社社长周彦彤、稻草人协会会长小付担任主
讲人，三位学长学姐展示了本校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和百年财大社团
变迁史，使同学们开拓视野，加深对社团历史的了解。

第二十期“青年进化论”——《忆财年韶华（下）》主讲嘉宾为
我校已毕业的四位杰出校友，分别为 91 届余道江，97 届高梅，07 届
孙臻轶，15 届柯鸿鹏。四位学长学姐介绍了财大教学模式变化和社团
活动变化，并给出未来规划和就业建议，让同学们体悟到财大百年变迁，
并提升自我认知与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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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雅思杯”RGB 第二
届三原色音乐节

三维唱响 声声不息

2017 年 11 月 10 日，“雅思杯”RGB 第二届三原色音乐节在五角
场下沉式广场如期举办。

比赛第一轮，徐吉春用一首极燃的嘻哈歌曲《中二病》引爆现场
气氛。第二轮，陈颖以酷似蕾哈娜的嗓音演唱的《STAY》牢牢吸引了
观众的目光。不知不觉晚会已过半，进入第三轮，彭翼一首《what’s 
up》再次引起音乐节高潮。

本校上场的第四位选手王宛柳以一首淡淡伤感的《If I ain’t got 
you》折服台下的评委们，荣获该组第一。比赛最后一轮，韩国小哥
徐在永压轴出场，带来一曲伤感中文情歌《想自由》。

最后，主持人宣布上海财经大学在第二届“雅思杯”RGB 三原色
音乐节中获得最佳台风奖。

这次音乐节为三校歌手交流搭建良好平台，凝聚三校同学友谊，
也展现了各校学子对学校的深切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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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团学联受聘大
会

学联欢聚夜 扬帆启新程

2017 年 10 月 27 日晚上 6 点，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团学联受聘大会在武东路校区梯九教室如期举行。信息学院辅导

员、团学联指导老师陈春霞，团学联主席桂阳，分团委副书记冀盈睿，
副主席孙腾、徐子铭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陈春霞老师表达对团学联工作的肯定。随后桂阳主席
发言，鼓舞新一届团学联成员。致辞完毕，陈春霞老师为团学联主席
团颁发聘书。各部门带来表演后，由主席团给各部长颁发聘书，部长
们给各部门干事颁发聘书。

本次大会，让每一个部员真正融入信管团学联这个大家庭，也让
各部门之间建立起更深厚的友谊。相信信管学联人在今后的工作中不
断成就自我，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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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财税专业人士的企业家
精神》讲座

财税创新 企业精神

2017 年 10 月 29 日，中税财税咨询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基金捐赠仪
式暨财税专业人士的企业家精神讲座在会计学院 206 报告厅如期

举行。会计学院院长李增泉、副院长朱凯，上海财经大学合作办事处
主任王峰，上海财经大学 07 级会计一班校友，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会发
展部全体工作人员出席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李增泉院长致辞，对中税财税
咨询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合作表示欢迎。之后，王峰主任和宋
宁先生签署捐赠协议。接下来，宋宁先生为同学们讲述了财税行业内
创新思维的应用，阐述对国内财税行业的看法及对财税行业的展望。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不仅了解到财税专业人士的创新性思维在
财税行业的运用，还看到了企业家们的胸怀和抱负，对同学们以后的
职业发展起深远影响。

10/29



外国语学院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商
务英语挑战赛初赛

商务精英显智慧  英语能手展风采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下午，第六届上海市大学生商务英语挑战赛上
海财经大学赛区初赛在二教如期举行。外国语学院孙艳老师和李健

老师担任评委，四支队伍参与初赛。

第一组同学从背景信息、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三个角度介绍美
特斯邦威。第二组同学从 GUCCI 带来变化的内容、原因和方式介绍
GUCCI。第三组同学对 HTC 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四组同学分析了
京东的现状和公司升级转型的策略。

展示完成后，评委们进行提问，选手们应对自如。之后，评委们
打出相应的分数并就比赛展示出的优缺点进行评价。最终，第一组同
学获胜。

这次比赛中，同学们展现出自身丰富的商务知识和出色的英语水
平，以及团队合作的精神，带来一场精彩而又有意义的商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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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7 级班委外训

班委外训 百家争鸣

2017 年 11 月 9 日晚 18:30，2017 级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第二期
团校在凤凰楼 302 会议室如期举行。

校学联组织部部长王可欣担任主讲人，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一份
全面而精彩的五角场吃喝玩乐攻略。首先，王可欣学姐详细介绍五角
场的周边美食，并分享探寻和体验美食过程中的趣事。紧接着，她介
绍上海适合参观游览的地方，并附上详细的路线说明。轻松诙谐的分
享过后，本期团校接近尾声。

本次团校鼓励同学们做热爱生活的人，把握青春，积极努力，在
不耽误学习的同时，过上充实而精彩的大学生活。

11/11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17 级团校第
二期

天南海北聚五角 七嘴八舌话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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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11 日 8:30，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17 级班委外训之百
家争鸣在上海财经大学与黄兴公园顺利展开，大一各班班委与工商

团学联组织部全体部员参加本次活动。

上午，班委们准时在国定综合体育馆前空地集合并进行暖场游戏。
接下来，进入“七国游戏”环节，班委们齐心协力完成各任务点的游戏。
下午，班委们来到了黄兴公园，努力寻找挑战卡和积分卡，之后迎来
最终环节——撕名牌。游戏结束后，班委们拍摄合照留念。

本次班委外训活动中，班委们尽情释放压力，增强体魄，也增进
了彼此间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统计与管理学院“统计 • 印象”文
化节

统览天下 计阅风华

2017 年 11 月 9 日中午 11：30，第二届统计与管理学院“统计 • 印象”
文化节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

11：30，团办工作人员宣布“统计 • 印象”文化节正式开始并讲
解相关的游戏规则，随后，文艺部的快闪活动开始。然后是精彩的游
戏环节，同学们完成各个部门的任务后，将贴有印章的三页纸交给团
委办公室，经审核即可获得相应奖品。下午 13：10，“统计 • 印象”
文化节圆满结束，团学联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统览天下，计阅风华”，希望每一个统计人能更好的展现自己
的风采，团学联大家庭也能扬风启航，不断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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