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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至九十三期“甲申讲坛”

思维的艺术 文学的魅力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两周时间内，第八十八期至第
九十三期共六期“甲申讲坛”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二楼报告厅举

行。从经济到军事、从音乐到文学、从时尚到健康，包罗万象的主题
满足了财大学子对知识的渴求。

第八十八期“甲申讲坛”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周立旻教
授以《平衡脆弱生态维护与区域经济发展——以南方喀斯特石漠化治
理为例》为题，强调了生态治理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观念。

第八十九期“甲申讲坛”由复旦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飞行器设
计与工程教研室教授、复旦大学飞行器设计研究所所长艾剑良教授担
任主讲嘉宾，其以《制空权的角逐——细数世界现代战争中的主力战
斗机》为主题的讲座为同学们揭开了战斗机神秘的面纱。

第九十期“甲申讲坛”有幸邀请到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刘灏副教授，
刘教授以《影视音乐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为题，展示了影视音乐的
魅力。

第九十一期“甲申讲坛”讲座嘉宾上海交通大学的施键副教授以《珠
宝鉴赏、设计与现代流行趋势》为主题，重点介绍了珠宝鉴赏的知识
以及珠宝在现代的流行趋势。

第九十二期“甲申讲坛”有幸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佩兰特色植
物资源与健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吴亚妮教授。吴教授以《气味科学与
身心健康》为主题，介绍了一种贴近生活的奇妙科学——气味科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九十三期“甲申论坛”，上海财经大学 99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有幸邀请了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
作协副主席等职的中国当代作家、学者王蒙先生。

王蒙先生以“永远的文学”为题，从其童年时代皎洁的月亮谈起，
引出文化及文学的概念，强调了文学是思维与美的艺术。王蒙先生说，
语言是思维的符号和产物，而文学正是通过语言使读者对人生进一步
温习反刍。王蒙先生认为，文学培育情感，使人精神更强大。

最后，王蒙先生表达了对财大学子的祝福。同学们都被他的文人
风度所感染，为他的渊博学识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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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联“人才培养计划”内训活动

人才培养 传道授业

2016 年 10 月 13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划”PS
系列内训第一场在武东第六阶梯教室举行。校学联传媒部部长方潇

玥向同学们介绍了 PS 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并现场教学，讲解教授了
PS 软件应用的基础知识。

2016 年 10 月 19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划”
摄影技术培训专场在国定第一阶梯教室举行。本次内训有幸邀请到我
校党委宣传部洪梅老师主讲。洪老师向同学们展示了一些优秀的摄影
作品，并对同学们的摄影作品进行了点评，让大家认识到了摄影技术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2016 年 10 月 20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
划”PS 系列内训第二场在武东第五阶梯教室举行。校学联传媒部部长
方潇玥向同学们介绍了 PS 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并现场教学，讲解教
授了 PS 软件应用的高阶技巧。

2016 年 10 月 23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
划”志愿者服务与管
理培训专场在武东第
五阶梯教室举行。本
次内训邀请到来自上
海交通大学的黄一同
学向同学们介绍了如
何在大型活动筹备期
间运用系统性思维和
媒体传播方式的经验，
让同学们充分认识到
志愿者服务与管理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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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学术沙龙”活动

经济思维 博览世界

2016 年 10 月 13 日晚，上海财经
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一期“学

术沙龙”活动在学生中心如期举行。
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经济
学院的李志远教授任担任主讲人。

首先，李志远教授以几个深入浅
出的提问引入自己关于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的独到见解，介绍了国际贸
易与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并着重强调了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随后，李
教授指出，三来一补的政策大幅促进中国全球化。面向未来，中国应
当积极参与扩展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同时打破粘性、组织创新、促
进个体专业知识现实应用的实现。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带给同学们丰富的国际经济知识，希望大家能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广泛应用所学知识，为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际
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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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上海财经大学“寝室互访”活动

体验寝室互访 感受温情校园

2016 年 10 月 18 日至 10 月 21 日，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与各
学院团学联联合举办的“寝室互访”活动如期举行。

在校后勤处等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整个活动组织有序，进展顺利。
同学们事先认真打扫了寝室，并开展了趣味性十足的小组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使同学们增进交
流与理解，感受财大的多元环境和
氛围，同时以寝室为媒介，将学院
同学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增强学
院内部凝聚力，增进学院团学联与
同学们的关系，也让同学们与宿舍
管理人员有了更多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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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第五期“SUFE 如师说”

以师为鉴 展望全球

2016 年 10 月 18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四期“ 
SUFE 如师说”在行政楼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如师说”请

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来自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专业副教授赵龙强老师和来自法学院的民商法学讲师李宇老师。

赵老师介绍了大学生在学习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希望同学们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苦、永不退缩。李老师对民法编纂的一些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希望同学们在生活中遇到民事纠纷时能够利用
民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6年10月25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第五期“ 
SUFE 如师说”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如师说”有幸请
到了唐松副教授和戴国强教授。

唐老师首先指出了财大学生存在的优势、劣势以及解决方案，对
我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戴老师则从校史出发，
为大家详尽地讲解了全球化以及去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希望同学们能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积累前辈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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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青年进化论”

采撷经验 实践真知

2016 年 10 月 21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举办的“青年进
化论”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了我校优秀

学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硕士保研资格获得者、国家奖学金获得
者李晓晴同学，为同学们带来以“实习，对大学意味着什么”为主题
的讲座。

李晓晴同学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校四年的学习经历及实习安排，
并就“为什么要实习”这一问题与同学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李晓晴
同学还着重提醒大家在实习过程中要结合自身条件，思考自身优势与
劣势，而不要过早地认定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在求职准备方面，李
晓晴学姐指出，一份完美的简历与充分准备的面试十分重要。

 本次“青年进化论”让同学们收获颇丰，大家纷纷表示以学姐为
榜样，加倍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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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会“在路上·财遇见你”迎
新晚会

忆考研艰辛 展青春芳华

2016 年 10 月 21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会“在路上·财遇见你”
迎新晚会在创训中心报告厅隆重拉开帷幕。由研究生会各部门带来

的精彩纷呈的节目，使晚会气氛热烈，高潮迭起，给全体观众献上了
一场视听盛宴。

晚上六点半，晚会在同学们的热切期待中正式开始。作为开场节
目的音乐剧《当我们一起走过》带领同学们回顾一起走过的漫漫考研
路。接下来，《太极》表演展示了中国功夫的魅力，情景剧《感染者》
歌颂了伟大的爱情，古装表演《邂逅上财》则重温了经典剧目——《唐
伯虎点秋香》。

在抽奖环节结束后，研会同学们带来了以唐僧师徒取经之路为背
景的小品《西研记》。《西研记》以表露研究生求学心声为出发点，
以师徒四人斩妖除魔喻考研艰辛为主旨，加入了当下流行语等幽默元
素增添了舞台效果，给同学们带去欢声笑语的同时，也让同学们倍加
珍惜来到上财的机会。小品的最后呼吁同学们牢记上财校训——厚德
博学，经济匡时。

晚会在大合唱《感觉身体被掏空》的歌声中落下帷幕。研会的同
学们将莘莘学子在考研途上的汗水与收获以节目的形式呈现给了观众，
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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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优秀主题团日分享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2016 年 10 月 25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第 18 期团校优秀主题团
日分享会在行政楼一楼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分享会邀请到历届

荣获“优秀主题团日”团支部的团支书，从“如何策划并实施一次主
题团日”的角度，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与团校学员分享他们的工作
感悟。

2015 级团支部的团日活动主题是“核心价值我先行”。团支书们
从活动成功的因素、活动组织安排、活动具体步骤等方面阐述了如何
紧扣主题举行优秀的团日活动。四位优秀团支书的分享结束后，分享
会进入问答环节。团校学员们踊跃提问，会场气氛活跃。针对学员们
的问题，四位团支书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通过本次分享会，许多对如何开展主题团日并不十分了解的新任
团支书对于主题团日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时也将会
更加得心应手。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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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高校红十字应急救护比赛

人道奉献 急救为人

2016 年 10 月 22 日，上海财经大学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在静安体育
馆参加了 2016 年上海市高校红十字应急救护比赛。

在候场区等待时，参赛队员们将急救操作流程反复回顾，增强信心。
在比赛开始后，参赛队员们认真完成各自的急救任务，赢得了观众热
烈的掌声。在观看其他参赛队伍的表现时，队员们认识到第二军医大
学代表队对体外除颤仪的准确使用和包扎伤口的规范操作是我们在今
后的实际操作中需要不断学习的。

比赛结束后，上海红十字会的老师对比赛的整体情况进行了点评，
指出了比赛中存在的问题。老师指出，现代大学生掌握急救知识是十
分重要的，各高校应加强相关教育。最终，我校获得本次大赛最佳组
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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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乐团 “趣说民族室内乐” 艺术
沙龙

走进民族室内乐 感受迷人中国情

2016 年 10 月 25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民乐团举办了以“趣说民族
室内乐”为主题的艺术沙龙。活动在行政楼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

现场座无虚席，同学们与主讲老师进行了一场难忘的交流。

为了配合素质教育的推进与艺术类课堂的普及，给更多同学走近
民乐、了解民乐的机会和平台，民乐团邀请到上海飞云民族乐团声部
首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竹笛学会排箫艺术委员会理事徐尧老师与同学
们畅聊民族室内乐的前世今生。 徐尧老师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室内乐一
词的起源与含义，又通过从古书、古画、石雕等艺术作品中发掘的细节，
向同学们讲述中国古代“室内乐”在历朝历代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徐老师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讲解了他对古代音乐历史和实际音乐
演奏、乐团排练的理解，使同学们大开眼界、收获颇丰，让同学们能
够在与民乐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的魅力，并以实
际行动传承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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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合唱团“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
年”歌会表演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长征精神

2016 年 10 月 15 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文治堂，上海财经
大学学生合唱团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歌会上与华东师范大学及

上海音乐学院合作献曲《四渡赤水出奇兵》。

下午三点，演出正式开始。伴着雄浑的钢琴声，女高音开始了独唱，
随后大家进入合唱部分，间以男声独唱，完美展现军民鱼水的场景与
毛主席指点江山的英姿，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本次歌会表演是学生合唱团本学期第一次大型演出活动。此完美
展演也代表着一个新起点——学生合唱团将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一
级级迈上更高的舞台，展现财大学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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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心光志愿者”路演活动

汇聚点点心光 传递丝丝温暖

2016 年 10 月 9 日中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会主办的“心
光志愿者“摆摊活动在绿叶步行街拉开了帷幕。

活动伊始，会计学院学生会成员的热情宣传便吸引了大批同学驻
足。同学们围在摊位前，询问志愿者项目的时间以及具体内容，学生
会成员则耐心介绍项目，解释细节。

心光志愿者招募，本意就是汇聚点点心光，为敬老院里的老人们、
农民工学校的孩子们送去爱心，传递温暖。通过这次路演活动，同学
们对志愿者精神有了更深的领悟，也将更好地投身于志愿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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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从互联网金
融到 Fintech》讲座

以梦为马 与你同行

2016年10月20日晚，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主办的“从
互联网金融到 Fintech”讲座在创业中心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

座邀请到劳帼龄副教授担任主讲人。

劳老师首先表达了培养 IT 和经管相融合的复合型人才的愿望，
接着提出了“信息大爆炸”这一概念，向同学们介绍了互联网金融四
个重要领域、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史和意义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特
殊性和前景。劳老师结合视频介绍了 p2p 的发展历程和利弊，并回归
“FinTech”这一概念，论述怎样处理大数据等一系列问题。劳老师用
一段关于 Applepay 的视频，系统地阐述了做好互联网金融行业生态
的重要性。最后，劳老师鼓舞同学们：我校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
培养只是辅助作用，未来的发展是由同学们自己决定的。

本次活动给同学们带来的不仅是实用的知识，更是对于整个金融
领域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同学们获益匪浅，纷纷表示要加倍努
力学习，铸就更完美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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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队合作大赛

恰风华青春引航 凝团结斗志昂扬

2016 年 10 月 22 日，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同学们在连绵细雨中迎
来了 2016 年“青春引航”团队合作大赛。

上午八点整，伴随着嘹亮的口号，各班依次传递熊熊燃烧的火炬，
最后传递至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薛亮老师手中。薛老师接过火炬，正式
宣布了活动的开始。在各班代表点燃绚丽的烟花后，Freesky 社团带
来了一段活力十足的开场舞。

短短三个小时内，合作大赛进行了五个风格各异的游戏，还穿插
了班服评比环节。激烈的竞争过后，工商三班以大比分优势拔得头筹，
其余各班之间差距微弱。最后，一张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大一年级同学
的全体合照为本次比赛画上完美的句号。

本次活动中，学院新生间得以深入交流，新时代大学生的蓬勃朝
气也展现无遗。本次活动使新生进一步融入集体，在工商大家庭里收
获家一般的温暖。

10/22

数学学院、法学院长征纪念会

铭记红军丰功伟绩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016 年 10 月 20 日下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80 周年纪念会在上
海财经大学创训中心如期举行。本次会议以“铭记红军丰功伟绩，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主题，吸引了百余师生到场聆听。会议请到了
杨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卜健同志，我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朱鸣雄同志，
以及红军后代联谊会上海分会会长邓玉平同志。

会议伊始，毛荣生同志播放了四首毛泽东的诗词。随后，朱鸣雄
同志和卜健同志针对如何长征精神谈了谈自己的理解。接着，邓玉平
同志向大家展示了一面由 294 位红军老同志签字的红军旗。人文学院
历史系徐国利同志则与大家分享了长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杨浦区老
干部陈孝钧同志，发言中途多次哽咽，听众深受触动。

本次会议不仅纪念了长征胜利 80 周年，更向青年学生重现了这
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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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
赛华东赛

论商务时事 展能人风姿

2016 年 10 月 23 日下午，首届“外研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
赛华东赛在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如期举行。本次大赛的主题是

“全球竞争，中国智慧——East meet west：Leveraging Chinese 
Uniqueness in Competing in global markets”。

本次大赛有幸邀请到上海海事大学翁凤翔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彭
青龙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徐晶霏老师以及 Learning Leader 创始人
David Peterson 老师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上海财经大学王晓群教授
作为本次比赛的顾问。

比赛期间，来自上海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
高校的 8 支队伍围绕大赛主题选取了不同的案例，结合中国特色对“如
何提升企业竞争力”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经过激烈的竞争，我
校吴敬瑜同学获得了最佳个人风采奖，“七勇士”队获得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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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翻滚吧彩鸡蛋”
公益长跑活动

爱心长跑 你我并肩

2016 年 10 月 23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翻滚吧
彩鸡蛋”公益长跑活动如期进行。参与本次活动的同学们身着白色

T 恤，在教技中心前的海报墙上纷纷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踏上征途。

在志愿者的指引下，同学们沿着总长 4.1 公里的路线奔跑。沿途
设有五个彩绘点，志愿者在其中为同学们签到，提供补充体力的食物、
饮用水。此外，在每个彩绘点，同学们都可以在自己白色的 T 恤上画
出独特的图案，在奉献爱心的同时，收获许多欢乐。在终点站，同学
们领取了精美礼品，并与同伴们合照，记录下这十分有意义的一刻。

经过一个下午的努力，同学们纷纷完成公益长跑，爱心善款也将
随后寄出。“翻滚吧彩鸡蛋”活动圆满落幕，但奉献爱心的公益事业
将永不止步，“小彩鸡蛋”们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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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经生涯规
划》讲座

追逐财经梦想 始于生涯规划

2016 年 10 月 26 日晚，由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财经生涯
规划》的讲座在武东梯九教室如期开奖。本次讲座邀请到的嘉宾是

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讲师、CPA 持证人姚岫山先生。

姚岫山先生首先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梦想展开讲授。随后，姚先
生紧密结合时事，与学生们分享他对于职业选择与规划的看法与态度，
帮助同学们理清思路、建立目标。姚岫山先生还以 CPA 的考证为例，
提出了两条不同的会计就业道路。其一是进入企业，依靠资历慢慢升职；
另一个则是考取 CPA 证书，用更快的方法取得更好的成就。

本次讲座活动中，姚岫山先生用他细致生动的讲授，激发了同学
们对于未来的思考，帮助同学们更自信从容地面对今后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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