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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学年度迎新活动

青春起航 放飞梦想

2016 年 9 月 8 日，上海财经大学迎来了 2016 级新生。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生们陆续来到上财校园，满怀着激情与梦想，开启全新

的旅程。

这一天，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联合会在各校门、学生
中心设置了 5 个迎新服务
点，安排了迎新志愿者在此
工作，以求为新生们提供最
贴心周到的服务。党委书记
丛树海教授等领导也来到各
个迎新服务点视察，对辛勤
工作的志愿者们表示慰问与
鼓励。

早上 7 点整，迎新活动正式开始。志愿者们热情而耐心地为新生
及家长指引方向，提供各种咨询服务。他们还为新生们准备了大礼包，
力求让新生们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我校。志愿者们还邀请新生和他们
的父母一同合影，留下了属于他们的上财印象。此外，新江湾城及江
湾镇轨道交通站点的志愿者们也准时到岗，为新生、家长们指引方向，
确保同学们能按时到校报到注册。与此同时，各学院、学生中心服务
大厅、学生园区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也紧锣密鼓地开展各项工作，为
新生办理报到注册手续、安排入住、开通网络等。

志愿者们亲切耐
心的指引和细致周到
的 服 务 不 仅 为 2016
级新生带来了一个美
好的开始，也让上财
校园里充满了新学期
的青春活力。上海财
经大学以最大的诚意
欢迎着每一位新生的
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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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起航”2016 级迎新晚会

喜迎新生 共谱新章

2016 年 9 月 12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青春起航”迎新晚会在武东
操场如期举行。

本次晚会主要节目内容包括：迎新视频、上财四大艺术团表演、
舞协 hiphop、上财 PCM 魔协魔术表演、上财 2015 年十大歌手串烧、
Freesky 舞社啦啦操、上财退伍军人表演等。活动从七月开始筹备，
主要过程为与社团、艺术团沟通并建立联系，确定晚会的主题和形式，
初步确定晚会各个节目内容，审核节目，面审节目，准备彩排和彩排、
联排等。活动宗旨是要将财大学长学姐们的文艺风采展现给 2016 级
新生，通过这样的机会向他们展示财大文艺类社团和上财艺术团的魅
力，以一种包容的姿态迎接新成员。

本次迎新晚会共分为三个篇章：心连新、新起航、梦飞扬。此次
迎新晚会，作为财大新生入学后接触的第一个文艺类晚会，旨在通过
上财四大团、文艺类社团以及十大歌手带来的各式各样、精彩纷呈的
节目，建立起新生们对于上海财经大学文艺氛围的良好第一印象，让
新同学们能够更快地融入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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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晚会工作人员
合影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韩国之行

绽艺术之花 诉青春梦想

2016 年 8 月 28 日，上海财经大学话剧团受邀参加了韩国 Dong 
Soong 艺术中心举办的 2016 年韩国 H-STAR 艺术节，并作为特

别表演剧组压轴演出。

下午四点，《一个青年人的死亡》准时在 Dong Soong 艺术中心
开演，剧组同学都呈现出了极佳的状态，演出顺利结束。在演出后的
采访中，主办方也给予了剧团高度评价。在随后 29 日的韩国 H-STAR
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我团获得了“特别感谢奖”。我校带队
老师上台发表感言，表达了对韩国主办方的感谢和进一步与韩国大学
生进行戏剧交流的期望。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第一次出国演出，也是上海大学生
话剧节优秀剧目第一次成功应邀走出国门，我们也期望能有更多国内、
国际的艺术交流，开拓同学们的视野，让艺术之花在财大绽放的更加
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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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展示活动

萃前人之智 扬后生之才

2016 年 9 月 13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学联举办的“创业学院展示活
动”拉开了帷幕。

首先举行的是第三期创业集市。中午十二点整，活动在绿叶步行
街准时开场。来自创业学院的十支创业团队各具特色。其次举行的是
创业学院宣讲会暨优秀学生创业项目展示。晚上六点，活动在创业实
训中心报告厅如期举行。出席本次宣讲会的嘉宾有潘洪萱教授、创业
学院徐颖老师、校团委副书记兼创业学院副院长宋达飞老师。讲座过
程中，老师们为在座的新生同学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的概况，
创业学院匡世班的课程设置、申请流程，此外，还向同学们介绍了各
类培育项目和创业大赛。三名我校优秀创业团队负责人分别为大家展
示了自己的团队。最后，国际创新创业项目负责人为我们介绍了与剑
桥大学合作的交流项目。

本次创业学院展示活动让同学们真正接触到了我校优秀创业项目，
了解了创业学院的理念与各项设置，激起了对创新创业向往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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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创业大讲堂

对焦创想 冲出桎梏

2016 年 9 月 13 日 , 移轨创新作家拉吉夫纳兰来到上海财经大学给
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希望能够帮助同学解决一些有关创新

的问题。

首先，纳兰先生由两个例子，提出了第一个观点：创新要求创新
者把创新的着眼点从功能性过渡到情感需求性，满足客户两个需求而
不仅仅是一个需求。接下来纳兰先生又相继提出了面对挑战时创业挑
战者往往不会退缩犹豫。最后纳兰先生总结了六个创新挑战者与单纯
的跟随者的区别，分别是：对于现状，对于成功，对于机会，对于参与，
对于市场，对于态度。创业挑战者往往更能够用敏感的嗅觉去了解市
场需求，能够拥有更多新视野，捉住机遇，面对执行中的困难也更能
够有勇气去克服，这就是他们与跟随者的不同之处。

整场讲座中，纳兰先生频繁给同学们提出问题，大家的回应也十
分积极热烈，讲座气氛活跃。最后，纳兰先生也希望我们财大的学生
能够做创新跟随者，期待着我们在未来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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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八十六期甲申讲坛

冲出意识形态 思索电影人生

2016 年 9 月 22 日晚 18：30，第八十六期“甲申讲坛”在上海财
经大学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活动有幸邀请到华东师范

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欣如担任主讲嘉宾，主题为《美国
动画电影的主题及其意识形态》。

首先，聂教授简要地解释了主题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接下来，聂
教授通过《超能陆战队》等三部电影引出反思反恐政治的意识形态，
又以《守卫者传奇》为例介绍了认同反恐政治的主题。由此，聂教授
介绍了一些摇摆在反思反恐政治和认同反恐政治中间的电影，如《冰
雪奇缘》等。最后，聂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了积极的互动。聂教授指出，
在终极意义上，西方电影并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做出具有普世
价值的电影。

本次活动中，聂教授通过形象的电影向同学们展示了美国动画电
影主题隐藏的意识形态，为同学们开辟了思考电影的新视角，更让同
学们懂得如何批判性地思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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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016 学年度
迎新活动

秋含笑意 喜迎新生

自2016 年暑期至九月，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二届信息管理与工程学
院团学联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迎新活动。

暑假期间，信息团学联及 2016 级新生辅导员向勤老师利用网络
提前联系所有新生，为新生日常答疑，还通过学导制帮助新生更快地
融入大学。信息团学联又在“上财信息”平台上推出“财见 E 面”系
列推送，让新生足不出户就能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九月初，团学联主
席团及部长开始准备新生大礼包装袋、报到当日的工作安排以及新生
破冰联欢等具体工作，还制作了 SIME 急救通讯录来保障新生的安全。

报到当天，信息团学联利用直播软件向新生实时直播现场情况，
为新生耐心地讲解迎新流程。期间，校领导来到学院楼视察，樊校长
对学院工作很是满意。报道结束后，新生在迎新背景墙前签名合影留念，
这些充满纪念意义的照片将在他们毕业时作为赠别礼物送出。

这次迎新，信院又融入了无限的活力与可能。愿信息学院在新的
一年中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学院风采

2016 级新生在信
息团学联的安排下

陆续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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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镜头寻宝活动

镜头寻宝探校园 雨中结伴踏青云

2016 年 9 月 11 日上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楼前，由经济学院
团学联组织的“镜头寻宝”活动顺利开展。

参与活动的大一新生们对着纸上的图片仔细钻研，讨论着种种可
能。接着他们收起手中的地图，抓紧自己的书包，跟着领路人奔跑在
主干道上。他们跑过武东路操场，奔过情人坡，穿过长长的绿叶步行街，
找寻一个个可能的提示点。虽然天上飘着小雨，但是新生们的热情仍
然不减，在挥洒着自己的青春与活力的同时，他们踏足了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充分了解了上财校园的总体情况，更快地融入了大学生活。

最终，在经济学院团学联各部长齐心协力的组织下，镜头寻宝活
动圆满结束，许多同学圆满完成了任务。他们在熟悉财大校园的同时，
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收获了一份份难得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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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团学联 2016 级招新大会

群英荟萃 扬帆起航

2016 年 9 月 13 日下午二点，法学院团学联 16 级招新大会于武东
路梯六教室隆重召开。与会嘉宾主要有第四届团学联主席与各职能

部门部长，辩论队与法学会成员。

大会伊始，主持人以视频方式，让新成员了解了团学联各个部门、
各方面的概况。紧接着团学联主席陈勃旭学长上台致辞，表达了对新
一届成员的殷切希望，并祝愿团学联在新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青出于蓝、
茁壮成长。团学联分团委副书记曾月慧学姐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向大
家展示了不一样的团学联——团结、共赢、温暖、向上的精神。随后，
以法学院为首的八大部门陆续上场，介绍了分工明确、有条不紊的部
门日常管理情况。此外，辩论队的出场表演，展现出了舌战群儒的风采。
最后，长期被评为我校五星级社团，曾荣获全国明星社团称号的法学
会也同期进行了宣传，学会干部的演说更是将此次大会推向高潮。 

此次大会不仅是一次招新大会， 也是一次继往开来、共同奋进的
大会。

9/13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学联受聘大会

受聘落幕 新员起航

2016 年 9 月 19 日，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委学生联合会第十届受聘
大会在工商二报圆满召开。参加本次大会的嘉宾有工商团学联指导

老师徐松伟老师、三位主席、团学联各部门部长以及所有新部员。

大会伊始，徐老师送上了衷心的寄语。希望新一届的部员们能在
继承前辈优良传统的同时不断完善自身，更期望团学联成员们的在主
席和部长们的引领下，能成为工商学院的领军人物。随后，团学联办
公室为每一位部长送上了“时间胶囊”瓶，部长将本部门所有成员在
新一年希望达成的目标放入瓶中并封存，在一年后的总结大会时开启。
最后，新部员、部长、主席依次接过聘书并合影留念。

简单的一纸聘书，一块工作牌，象征着的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
一份职责，一种认可，在给予新部员信心的同时也让他们看清了自己
肩头新的责任，帮助他们树立目标，并让他们感受到前辈们在背后的
关爱与支持是他们最坚实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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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 2016 级新老生交流会

新老齐聚首  相携大学路

2016 年 9 月 19 日晚，由人文学院学术部组织的人文学院 2016 级
新老生交流会于18:40在同新楼113会议室举行。大学学习的方法、

绩点，双专、实习的选择、取舍，还有考研保研的相关规划，成为这
场交流会的重要议题。活动邀请了四位嘉宾：谢谨伊学姐、李晓晴学姐、
郑爽学姐和王一真学姐。

会议伊始，谢谨伊学姐结合自己的经验之谈，向新生传授了大学
学习的方法。第二位嘉宾李晓晴则将自己参与实习的经历体会告诉大
家，提醒新生同学在实习的同时，要兼顾扩展眼界、人脉，积累经验，
学习知识。第三位郑爽学姐介绍了转专业的各项指标要求和转专业的
初衷与目的。最后，王一真学姐就保研的指标要求、前期准备与后期
将要面对的问题充分的介绍，并针对关于人文专业就业的去向作出介
绍。讲座后，同学们踊跃参与自由提问环节，并在会后主动向学姐讨
教经验，表达谢意。

通过这一次新老生交流会，新生们能够更快地融入大学，为日后
的学习、生活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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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团学联工作技能内部培训

携手并肩 共创明天

2016 年 9 月 22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团学联工作
技能内部培训”活动在同德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金

融团学联的四位主席为刚刚加入团学联的干事们进行培训。

首先是林嘉敏主席关于职能部门的培训，她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
了一些要求，并为大家讲解了工作中可能面临问题的处理方法和预防
措施。接下来是蒋文静主席就场馆借用问题提出的注意事项。随后，
王宇宁主席就“沟通”这一主题向同学们阐述人际交往中的交流方式。
最后是史雨帆主席从宏观角度出发，就金融团学联整体发展布局与未
来团队前景做出的颇具启发性的讲话。

本次内部培训活动是新一届金融团学联成员的首次集会，也是 16
级新成员对团学工作的第一次接触。干事们纷纷认真倾听、细致记录，
受益匪浅、收获颇丰。经过两个小时的讲解和现场问答，本次培训在
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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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新生班级篮球对抗
赛

夕阳下的汗水 起点上的拼搏

2016 年 9 月 23 日下午，统管学院新生班级篮球对抗赛在武东路篮
球场展开。本次对抗赛在统计各班之间展开，为篮球爱好者提供了

相识与切磋的平台。也是全院学生共同期待的视觉盛宴。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对抗赛在夕阳下打响，几轮攻防转换间，
新生们展现了他们娴熟的球技：他们愈战愈勇的状态，更是将比赛推
向了白热化。

赛事在夕阳下落下帷幕，令观众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最终的名次，
而是球员们精彩的表现和竭力战斗勇往直前的意志。运动员们用坚毅
的目光，淋漓的汗水，打出了风采。诠释了拼搏与激情最真切的含义。

夕阳下的汗水，见证了统院人在大学起点上的第一场奋战。愿球
场上的每个身影，能永远记住此次对抗赛——愿同学们能将这份拼搏
向上的热情带向自己的生涯，带向统院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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