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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百团大战”社团
招新活动

观大厅日升日落 感绿叶招新百团

2016 年 9 月 27 日中午
11 点 30 分， 2016-

2017 学 年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百团大战”活动在绿叶
步行街上准时开始。本次
活动历时两天，每日从中
午 11 点半开始，下午 2 点
半结束。上海财经大学学
生联合会全体成员与全校
75 个社团共同筹备了本次
社团招新活动。

本次“百团大战”招新活动包括各个社团招新宣传、新社员缴纳
社费以及社团展示等环节。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传统的社团摆摊
招新，各社团有秩序的根据学联准备好的地图和设备安排场地进行招
新准备。二是本次百团大战的创新环节：社团展示。今年共有 11 个社
团在绿叶步行街中央展示自己的风采。

“百团大战”招新活
动，不仅有利于我校社团
吸收新鲜血液、发扬社团
精神、积极举办活动、吸
引同学参与，也有利于我
校社团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在未来的一年里，各社团
将更上一层楼，迎接百年
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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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十届学生联合会
受聘大会

我从远方赶来，恰好你们也在

2016 年 9 月 29 日 晚
6 点，上海财经大学

第三十届学生联合会受聘
大会于行政楼二楼报告厅
如期举行。上海财经大学
团委书记褚华老师、团委
副书记沈亦骏老师、宋达
飞老师、团委指导老师梁
毓琪老师、助管老师朱一
琳老师，以及学联全体成
员出席了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团委书记褚华老师致辞。随后，学联主席和各部门部
长发表了讲话。主席部长们用真诚的讲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
各部门也奉上了精彩纷呈的才艺表演。接下来是颁发聘书环节，主席
团、部长团及干事们纷纷接过聘书，踏上新的征途。在部长团合唱过后，
各部门纷纷上台合影留念。

晚上 9 点，大会圆
满结束。短短几个小时
的大会不但承载了上一
届学联人的殷切期望，
更代表着新一届学联人
的活力与志气。也许荆
棘重重，也许道阻且长，
但新一届学联人必将以
饱满的热情和不懈的努
力，为母校创造新的辉
煌与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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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社团负责人大会

同样的起点 不变的责任

2016 年 9 月 25 日晚 6 点 30 分，上海财经大学 2016-2017 学年
度第一次社团负责人大会在行政楼一楼报告厅隆重召开。团委指导

老师梁毓琪老师、校学联主席团、相关部门部长以及各社团负责人出
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大会就二课系统的使用、学联社团总会各部门的工作、社团
赞助管理办法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使新任社长们能够快速熟悉学联工
作、了解社团事务处理、掌握领导社团的诀窍。大会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梁毓琪老师做开幕发言，就新环境下的学联及社团发展提出了
自己的观点。随后，学联相关部门的部长分别就学联各部门工作以及
如何与社团进行合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各社团负责人上台领
取了聘书。

晚上 9 点整，大会准时结束，社团新任负责人们将给同学们带来
更加有趣的社团活动 , 同时发扬社团精神，积极带动学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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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上海财经大学第六期“青年进化论”

电信诈骗 全面防范

2016 年 9 月 26 日晚上 7 点，上海财经大学第六期“青年进化论”
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期“青年进化论”邀请地铁、公交
移动电视栏目 ---《防范伴你行》的主持人，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的
黄奕警官向同学们做了关于电信诈骗识别与防范的主题讲座。

首先，黄警官向同学们讲述了当今电信诈骗日趋猖狂的现状及原
因——电信诈骗的特殊性与民众对此的不了解使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信
息不对称的局限性从事相关犯罪活动。随后，黄警官提到，为了避免
上当受骗，同学们要通过各种途径多方面的了解电信诈骗，了解骗子
惯用的手段和方式，并积极与家人朋友分享诈骗防范的相关信息。

正如黄警官所说，电信诈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犯罪方式，更成为
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要让电信诈骗销声匿迹，需要全社会
对此的关注和共同努力。同学们要提高警惕，避免电信诈骗影响自身
正常的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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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三期 SUFE 如师说

时事巧思 漫谈人生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点，第三期“SUFE 如师说”讲座在上海
财经大学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信息管

理与工程学院葛冬冬教授与外国语学院丁冬老师担任主讲人。

首先，丁冬老师以一针见血的语言引入美国总统选举时的演讲“套
路”，然后深挖根源，为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演讲的艺术，教导学生们
利用“断言、重复、传染”三大策略优化自己，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随后，葛冬冬教授以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教导同学们诚实做人，回
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学习生活中的问题，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发
人深省。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明白，学习不是一时的心潮澎湃，而是长
期的刻苦坚持。同学们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吸取前人经验，勇攀
学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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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八十七期甲申讲坛

数字化社会环境 信息化学习过程

2016年9月27日晚6点30分，上海财经大学第八十七期“甲申讲坛”
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坛有幸邀请到了华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的肖玉敏副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了她对学习与信息时代关
系的思考与见解。

首先，肖老师以“微信学习”为例，说明了数字化学习已经渗入
现代人日常学习的现状。随后，肖老师为同学们深刻讲述了本次讲坛
的中心内容：数字化环境中的学习环节。最后，肖老师高度概括了数
字化学习环境的特点，并与现场观众积极互动，亲切地解答了同学现
场提出的问题。

本次讲坛让同学们深刻意识到现代的物质生活、社会发展已经与
网络不可分离，亦对数字化学习环节有了深入的认识。老师希望同学
们“学习创造机会，分享温暖世界”，正确认识并合理运用数字化的
社会环境来为信息学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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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国旗去旅行”国庆系列活动

携五星红旗 览五湖四海

2016 年 9 月 29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带着国旗
去旅行”国庆系列活动在绿叶步行街拉开帷幕。学联向全体同学发

起了“携五星红旗，览五湖四海”的盛情邀请。

中午时分，学联成员在绿叶餐厅门前开展宣传活动，向同学们发
放小国旗、宣传单、贴纸等宣传品。同学们热情高涨，脸上贴着国旗贴纸，
手中拿着小国旗，仿佛置身于一片红色的海洋。在大家合唱《五星红旗》、
《我爱你，中国》的歌声中，学联成员向同学们递出手中的宣传单，
邀请大家参与本次活动。小雨淅沥中，本次宣传活动圆满结束。

本次活动深刻体现出了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古有郑和下西洋
以展我华夏大地之雄厚，今有我校学子携国旗以扬我炎黄子孙之热情。
林则徐曾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同学们用实际
行动表达了爱国之情：不忘自己的初心，心怀远大的理想，携国旗行
走于祖国壮丽的山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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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生羽毛球赛

展青春精彩由我 显激情伯仲不论

2016 年 9 月 21 日、9 月 28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
学院在武川羽毛球馆举行了 2016 级新生羽毛球院内赛。

本次比赛分 A、B 两组分别进行循环赛，每个班男单女单各两组，
混双一组，实行三局两胜制；两组积分最高的两个班进行决赛。比赛
小组赛共有三轮，前两轮在 21 日举行，第三轮和最后的决赛在 28 日
举行。两个小组积分最高的班级分别是公管二班和房产班。在接下来
的决赛中，公管二班在男单先落后一局的情况下，以一波三连胜强势
逆转公管二班，以三比一的成绩获胜。

本次院内赛充满活力与激情，充分展现了新生们的青春活力，促
进了 2016 级各班之间的友谊，使新生更快融入公管学院的各项活动
中来，让公管学院对于 16 级同学来说更像是一个温馨大家庭。同时，
比赛中还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羽毛球选手，他们将作为今后校内各项
羽毛球比赛的“公管力量”为学院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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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新老生交流会

新老交流 克嗣良裘

2016 年 9 月 23 日晚上 5 点，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新老生交流会
在行政楼一楼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交流会邀请到了数学学院的

四位学长学姐。在此次交流会上，嘉宾们围绕新生想要了解的问题进
行了解答，同学们热情高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交流会伊始，韦雨骁同学告诉学弟学妹要学会接受数学，化被动
为主动，提高绩点，以此让自己今后有更多选择的空间。接下来，雷
尚东同学谈了辅修第二专业的相关问题。随后，韦媛媛同学和冯源同
学了解到新生大多数并非以数学为第一志愿，建议大家以“既来之则
安之”的平和心态面对大学生活。同时，学长学姐也希望新生能参与
一些学生组织，在团体中寻找到归属感。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中，新生
们踊跃提问，学长学姐耐心解答。最后，交流会在现场热烈的掌声中
完美落幕。

本次交流会上，高年级同学与大一新生分享经验，给大家提出建议，
使新生少了一丝疑惑，多了一个目标，也让大家对数学学院更加了解，
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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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公益生日”活动

携手点燃关爱之烛 齐声欢唱温暖之歌

2016 年 9 月 25 日，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队前往位于
三门路 358 弄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开展了本学年首次“公益生日”

活动。

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准备了一系列游戏来破冰，如“心心相印”
猜词比赛、击鼓传花、故事分享等等。随后，志愿者将精心准备的蛋
糕推上，蜡烛点燃，本次活动高潮随之展开。老人们纷纷写下生日愿
望，并与孩子们一齐吹灭了蜡烛。伴随着志愿者的合唱节目《茉莉花》，
老人们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生日。

最后，本次活动以极具互动和创意的杯子歌教学作结。在欢快有
节奏的敲打声中，志愿者们给老人们带来了更多关爱，给社会带来了
更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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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新生成人礼

青春孕育希望 责任铸就未来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16 级新生成人宣誓仪式
在春晖草坪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法学院团学联主办，法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周燕老师、分团委书记王蕴老师受邀出席了本次活动。

下午 1 点 30 分，活动正式开始。首先由周燕老师寄语 16 级新生，
接着是王蕴老师对同学们赠言。同学们认真聆听，受益匪浅。随后，
新生代表王紫琳带领全体同学宣读誓词。16 级新生们郑重地举起右臂，
立下誓言。最后，同学们对老师的热切关心表示诚挚的感谢，全体同
学与老师合影留念。在热烈掌声中，本次成人礼活动圆满落幕。

本次活动使 16 级新同学备受鼓舞。大家认识到，所谓“成人”，
不仅是年龄上成为大人，更是精神上成为品质优秀的人。同学们纷纷
表示，要勤奋进取，严谨求实，勇于担当，追求卓越，做一名厚德博学，
经济匡时的上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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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破冰素拓活动

欢乐同行 共书华章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点，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会主办
的破冰素拓活动如期举行。活动以定向越野为主，旨在通过有趣的

游戏，增进人文学生会新成员之间的感情。

第一个环节是“挤眉弄眼接力跑”需要每个小组派出六名队员，
两两组合。获得提示后，各小组迅速从武东操场出发，奔赴新食堂。
在那里，等待着大家的，是名为“众里寻他千百度”第二个环节。接
下来，大家根据提示辗转于绿叶餐厅、武东草坪、风雨操场、老年干
部活动中心，最后到达终点武川草坪，完成全部任务。

随着最后一个小组顺利到达终点，活动圆满结束。根据各小组完
成任务时间顺序，部长们为大家颁奖并与大家合影留念。通过本次素
拓活动，人文学院学生会的新成员们得以相互认识熟悉，培养彼此之
间的默契，为今后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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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采

8

金融学院趣味运动会

挥洒激情汗水 收获快乐友谊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点，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团学联主办
的的趣味运动会在武东操场如期举行。16 级新生以班级为单位参

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进行的项目是“一圈到底”，选手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使呼
啦圈尽快穿过身体。紧接着是混合接力——足球、排球、乒乓、羽毛
球四项全能比赛。第三项活动名为“障碍混合趣味接力跑”，不但需
要体力与跳绳技巧，更需要脑力。接下来的夹气球跳绳接力赛则需要
男女两名同学配合完成任务。不少班级的男女同学齐心协力，配合默契，
迅速高效地完成接力，将本次运动会的气氛推向高潮。最后一个项目
是跳八字长绳。辅导员宋兵超老师也前来观战，并摄影记录下了许多
宝贵瞬间。最后，根据各项活动的积分，16 级银行与国际金融 2 班一
举夺魁，16 级保险 2 班、16 级金融 2 班分别位列二、三名。

本次活动极大地增强了金融学院各个班级的凝聚力，促进了同学
之间的友谊，成为了在场所有同学共同的青春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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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受聘大会

理想为马 勤勉作舸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第三十届学生会受聘大
会在国定路梯二教室顺利举行，学生会指导老师朱枫老师及全体成

员出席了本次活动。

首先，朱枫老师发表讲话，对学生会新成员的加入表示欢迎，并
提出新的一年将与所有成员一起打造一个不断进步的会计学院学生会
的目标。随后，学生会主席马子寒同学上台发言，希望与所有成员一道，
在学生会中学习、成长。接下来，主席团成员为各部门部长颁发聘书。
之后的环节有部长小咖秀、自我介绍、快问快答、小游戏。最后，部
长们为自己的新部员颁发了聘书，受聘大会圆满结束。

加入学生会这个大家庭，是部长与部员双向选择的结果。今后，
学生会成员还将互相学习，完善自我，成为更为优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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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迎新晚会

航行于碧海云天 追梦在青春乐土

2016 年 9 月 29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团学联主办的
2016 级经济学院迎新晚会在经院大楼 607 室隆重举行。本次晚会

以“SOE 热气球 Breaking Free 号的航行”为主题，并有幸邀请到辅
导员崔士超老师和院团学联主席团。晚会高潮迭起，给全体观众献上
了一场视听盛宴。

晚会开场节目是由 Bbox 社和跆拳道协会带来的自家招牌表演。
随后，崔士超老师和学联部长团表达了对全体新生诚挚的祝福。接下
来的晚会节目中，小品《招亲大会》，歌曲《江南》《蓝莲花》，悠
悠球表演《火力少年王》纷纷收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团学联九个
部门的部长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大城小爱》更是将现场气氛点燃。

本次晚会在《迎新剪影》视频中顺利落下帷幕。热闹欢快的晚会
增进了同学间友谊，使同学们用崭新的面貌迎来了大学这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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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心不放假

青年动态

一、我校学生对爱国情怀重要性的看法

有超过半数的同学认为爱国情怀非常重要，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
认为比较重要，认为爱国情怀重要性一般或不重要的同学较少。由此
可见我校同学普遍较为重视爱国情怀，认为当代国人需要具有爱国精
神。具体如图 1 所示。

古有“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的大义，今有“祖国如有难，
汝应作前锋”的箴言。爱国情怀自古有之，植根于众多中华儿女心中。
而每个爱国者的表达方式却因所处时代、身份、思想等的差异而各有
不同。正逢国庆这一庆祝新中国成立的节日，上财学子对于爱国又会
有怎样的思考？

本次上财学联青年研究中心调研部以我校学子的爱国情怀为调研
主题，希望了解新时代下我校学生的爱国方式与热情程度。

本次调研采取问卷
和访谈相结合的形
式，共回收有效问
卷 302 份。

图 1：我校学生对
爱国情怀重要性的
看法

二、我校学生对如何表达爱国情怀的看法

（一）最能表达爱国情怀的行为
在“何种行为最能表达爱国情怀”的问题上，选择“遵守法律法

规和道德准则”的同学最多，超过半数，其次是 “对国家怀有真挚的
情感”，其余选项均未超过 10%。具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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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动态

（二）个人选择表达爱国情怀的方式
有超过半数的同学选择“关注微信微博中的有关言论”来表达爱

国情怀，其次有 43% 的同学选择“参加以爱国为主题的志愿活动”，
有 38% 的同学选择“参观博物馆、烈士墓等纪念馆”，选择“观看爱
国影视”的占 29%。其中也有些同学倾向于用学习、遵纪守法等日常
行为来爱国；或是认为爱国并不需要在国庆期间刻意强调，自我增值
亦是为国家增值。具体如图 3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在当今这一信息化时代，我校学生对以微信微博
等新媒体平台抒发爱国之情的方式较为青睐。同时，选择参与志愿活
动的同学较观看影视和参观纪念场馆的更多，也可看出我校学生更重
视用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热情。

由此可以看出，我校学子多数认为做好自己，通过遵法守德，为
社会秩序的有效维护做出贡献就是最大的爱国；而传统的爱国热情，
仍然是同学们认为的表达爱国情怀的行为之一。 

图 2：我校学生认
为最能表达爱国情

怀的行为

图 3：我校学生对
爱国情怀的表达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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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动态

（一）对于与国家有关的时政新闻的关注程度
表示会“一直主动关注时政新闻”的同学仅占 14%，“经常主动

关注”的同学占 34%，“有时主动关注”的同学最多，占 46%，只有
少数同学几乎不主动关注时政新闻。具体如图 4 所示。

可见大部分同学会有意识地去关注与国家有关的时政新闻，提高
对于时局、国家的了解程度。而“有时主动关注” 的人最多，可能与
平日事务繁忙，或关注与国家有关的时政新闻并非是大多数同学所认
为的最能表达爱国情怀的方式有关。

三、表达爱国情怀的实际行动

图 4：我校学生对
于与国家相关的时
政新闻的关注程度

图 5：我校学生对
于学校近期组织的
庆国庆活动的参与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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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上财近期组织的庆国庆活动的参与度及看法
选择“积极参加”的同学占 23%；选择“考虑参加”的最多，占

半数左右；选择“不会参加”和选择“不了解这些活动”的同学都较少。
可见近期校内组织的庆国庆活动还是有较强吸引力的。具体如图 5 所
示。



青年动态

图 6：选择积极参
加庆国庆活动的同

学的原因

图 7：不选择参加
庆国庆活动的同学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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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参加的同学中，原因是“可直接表达爱国情怀”的占
68%，“宣传得当，吸引力强”的占 48%，选择“活动形式较为新颖”
的占 42%。可见活动形式、宣传、和能否直接表达都是活动吸引学生
参与的重要因素。具体如图 6 所示。

而在不会参加的同学中，原因是“略微形式主义化”的最多，“过
程有些繁琐”其次，“形式过于单调”的选项排名第三，而“不愿透
露个人隐私”的最少。选择“其他”的有一部分是由于时间安排等原因。
将来在活动组织中，组织者们或许应当更加注重实际效益，改善活动
形式，简化过程。具体情况如图 7 所示。

【众说纷纭】
一、对国内抵制外国产品浪潮的看法

“我不会参与这些抵制活动。我个人并不太同意盲目地抵制外国
产品。因为外国产品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并加以利用的地方。而
且对于我们学生而言，产品的质量保障才是最重要的。像是一些名誉
产品譬如 iPhone，作为果粉，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关注而不太去听负面
舆论，这无可厚非。我也希望国内的产品能有一天进步到和国外相当
的水平。”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大一黄梦梦同学

“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肯定有更多的人想去享受更
好的服务。我们没有必要去从是否爱国的角度来看待购买外国货这个
问题，而是应该去理性地看待它、认识它。”

——经济学院大一熊鹤辉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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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国庆节不表现爱国情怀的行为的看法

“我觉得比起国家的生日，大家更加关心自己的假期该如何度过，
这无可非议。对于大家并未借此表达爱国情怀的现象，我认为有以下
原因：其一，爱国教育有所缺失，普罗大众并未将爱国的情怀深深根
植于心中，而仅仅将国庆节当作放假休息的时间；其二，表现爱国情
怀的途径少之又少，似乎只有网上才能让大家发表自己的爱国言论，
但让大家真正付诸于实践的机会却很少见。”

——会计学院大一吴一飞同学
“虽然现在普遍的社会风气是对爱国情怀的相对淡化。但是我认

为我们应该借国庆节这样一个节日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因为无论
如何，我们都不能忘记祖国的伟大，不能忘记那些艰苦的岁月。”

——经济学院大二于启明同学

三、对于中国传统类文化节目的关注程度

“我平时主要会看一些综艺类节目。但我也会特意关注中国传统
文化节目，一如《汉语桥》。看到那些外国人答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问题的时候，我会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感到高兴。又如《我是演说家》，
它让我看到了中国语言的力量；更如《中国成语大会》，让我们在娱
乐中学习知识。”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大一王璐同学
“平时看电视不是很多，主要以休闲为主。我也比较喜欢关于传

统文化的节目，不过一般是在浏览频道的时候看到才会去关注，并不
会仔细观看。”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大二马校臣同学

四、希望财大组织何种爱国活动

对于希望财大组织的国庆爱国活动，同学们有各种各样的建议。
多位同学提到爱国文化系列讲座能让同学们了解爱国文化；参观纪念
馆能激发同学们内心的爱国热情；爱国作品的征集也能提高同学们对
活动的参与度。

【小编说事】
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从在沙场上抛头颅洒热血变成了为国家建

设献身；从走上街头为了民族利益大声疾呼变成了在微博微信上道一
句“祖国母亲，生日快乐”；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探讨如何振兴中国
变成了向他人介绍我国传统文化……但不变的是对这个国家怀有一份最
真挚的爱，是与这个生养自己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种情结。我
们并非“身居高位”，但爱国也不仅仅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可以放在心里也可以通过遵法
守德表现的情怀。在新的时代，上财学子们重视爱国，也脚踏实地实
践着爱国。虽然也许观念不同，但我们都用行动诠释着自己的爱国情怀，
爱国之心永不放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