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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立项宣传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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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初级急救救护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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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四.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五期团校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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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法学会社团举行走进人大系列活动 

院系风采 

一.数学系团委顺利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二.公管学院主办三校联谊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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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举行 78、79 级校友座谈会 

二．校庆拔河比赛火热开展 

青年动态 

三．校庆“光影中的 SHUFE”大赛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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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1. 歌声嘹亮 青春飞扬 

2013 年 11 月 10 日，2013 年“高校歌唱邀请赛”落下了帷幕。在决赛中，上海

财经大学获得了“最炫高校”奖。同时，黄笑亿同学获得了“最具实力男歌手”奖。 

本次比赛的初赛于 6 月 30 日举行，由我校合唱团成员组成的代表队参赛。其中

“Rainbow 组合”的七位女生用一曲《咏春》，获得四位评委全票通过晋级决赛。 

在 10 月 19 日进行的复赛中,除了“七仙女”之外，更有阿卡贝拉串烧助阵。最终，

我校代表队以第四名的成绩直接晋级决赛。值得一提的是，黄笑亿同学在此次比赛中脱

颖而出，被选为男声独唱单项奖的候选人。 

11 月 10 日的决赛当天风雨交加，但是这

毫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和发挥。“Rainbow 组

合”的风格实现了巨大转变，原本婉约的中国

风和花腔与爵士的结合都能驾驭自如，仇实同

学的萨克斯伴奏更是添了一抹亮色。他们凭借

一曲《春天的芭蕾》拿下“最炫高校”奖。在

单项奖的角逐中，黄笑亿以经典美声作品《重

归苏莲托》一举斩获“最具实力男高音”奖。 

相信在今后更多的挑战中，同学们会再接再厉，在各种比赛活动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立项宣传 

11 月初，为积极响应上海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城市创新体系的构建，更好地适应

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进一步激发我校大学生投身科技创新

活动的热情，校团委决定组织开展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计划大赛上海

财经大学校内选拔赛。校团委创新创业部门通过多种线上宣传手段，以及张贴宣传海报

的方式积极对本次大赛进行宣传。 

成果展示、技术转让、科技创业，让“挑战杯”竞赛从象牙塔走向社会，推动了高

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此次宣传活动吸

引了广大同学的共同参与，“挑战杯”竞赛已成为了我校学生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

平台，展示上财学子创新风采的亮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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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实践中传承爱心精神 

 2013 年 11 月 7 日、8 日，一场高校红十字现场初级急救救护员培训在同济大学

顺利举行，参与培训的同学来自上海各个高校，上海财经大学的志愿者总队的部分队员

及校内其他热爱急救知识的同学参与了培训，同学们不仅学到了许多救助知识，结交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得到了市红十字会老师颁发的证书，收获良多。 

 此外，在 2013 年 11 月 12 日到 11 月 14 日，上海财经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对犹

太难民纪念馆志愿者进行两天的摆摊宣传招募宣讲会，并于 11 月 14 日晚在武东梯教举

办了宣讲会。在 11 月 12 日和 13 日两天的中午，上海财经大学志愿者服务总队的相关

负责成员在绿叶步行街宣传犹太难民纪念馆志愿者招募以及相关宣讲会的报名，并于 11

月 14 日晚七点在武东梯 7 正式开始。宣讲会上，老师讲解了犹太难民避难来到上海的

经历，并进行了有奖竞猜环节，并在最后合影留念。相信志愿者精神定将在一次又一次

志愿者活动中得到传承。 

 

4. 领略东航精神 培养历史情怀 

11 月 5 日中午，在团委的积极组织带领下，第十五期团校之参观东方航空公司的

活动顺利开展。团支书们乘坐大巴准时到达东航培训中心。在东航工作人员耐心地讲解

了注意事项后，大家进入了培训中心。参观着动态模拟训练舱、客舱部、飞行部和运行

控制中心，团支书们理解了＂严谨高效、激情超越＂的东航精神、＂客户至尊、精细致

远＂的东航核心价值观，开拓了视野，增加了科技知识并丰富了人文情怀。 

11 月 14 日，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五期团校全体学员共同在大礼堂领略了上海

沪剧院带来的饕餮盛宴——《红灯记》。每到精彩处，同学们都会发自内心地为革命者

鼓掌，同学们深深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的革命热情与革命精神。《红灯记》以其独特的

“红色艺术”形象，深深影响着那个时代的男女老少。以现在的眼光看，尽管它有着“脸

谱”的“僵化”表象，但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存在，它同样被刻下了独特的历

史烙印，值得学习与研究。 

 

5. 聚焦当下 展望未来 

2013 年 11 月 5 日，上海财经大学学生会学术部邀请到金融学院胡乃红副教授，

举办了第三十期甲申论谈——《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讲座首先从概念出发，向我

们解释了当前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货币演

绎以及当前银行的现状，通过介绍金融体系

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金

融市场与经济运行。 

11 月 7 日，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

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宗传宏老师

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问

题思考》讲座。他为我们解读了新型城镇化

的内涵，和大家探讨了新型城镇化要重点处

理的关系，并在讲座尾声给出了对于城镇化未来发展问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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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讲座中，教授们以其严谨思考的态度感染了我们，在思考与交流中，财大学子

们获益良多。 

 

6. 光影与旋律的邂逅 相识与相知的相逢 

2013 年 11 月 11 日，“11.11 不是魔咒”怀旧主题单身派对在上海财经大学大学生

活动中心休闲大厅如期举行。复旦大学学生会代表、我校留学生及校学生会生活部全体

成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增进了同学们彼此间的认识。 

一开始的幽默视频和滚铁环等小组

怀旧游戏让同学们回忆起旧时光的同时

消除了紧张并对身边的人有了更进一步

的了解。更有胡怡雯倾情献唱《小情歌》。

接下来“你好，旧印象”环节有热情的

同学表演老电影的改编片段和《泰坦尼

克号》经典片段，令全场气氛高涨。最

后，主持人为获得最多小红花的同学分

发精美礼品。 

两个半小时精彩活动至此落下帷幕，同学们意犹未尽地离开了活动中心。本次活动

让他们摆脱了单身带来的孤寂，拓宽了自己的交际圈。 

 

7. 各校来互访 交流冀未来 

11 月 8 日晚，本着与外校多多交流，吸取外校组织活动良好经验的初衷，我校外

联部三位干事出访同济大学，参加同济大学第十一届饮食文化节之味蕾高校沪上高校饮

食文化交流会。同济大学作为东道主，以“进击的吃货在同济”向各大高校提出了热烈

的邀请和诚挚的欢迎。随后，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同济十大人气美食”以供大家尽情

享用，并进行现场投票。之后的游戏环节，将智慧与美食完美结合，让同学们在其中获

得了不一样的乐趣。最后，这场味蕾高校文化交流活动在欢乐的活动主题曲中完美落幕。 

11 月 13 日晚，我校学生会外联部两位干事在上海金融学院外联部干事的陪同下观

看了其第九届十佳歌手大赛。比赛伊始，四名主持人自信而又充满激情的开场词瞬间点

燃了整个小剧场里观众的热情。接着，十五名在精彩的主题曲视频后依次亮相，让在场

观众们感受到了一种蓬勃向上、激情飞扬的精神面貌。这次观看上海金融学院 YOUNG 

VOICE 十大歌手决赛，整场演出除了让干事们感受到了金院人的激情与活力，更给以后

举办活动提供了很多很好的灵感。 

 

8. 走进人大 见证实录 

2013 年 11 月 14 号下午，上海财经大学 100 余位学生走进上海市人民大厦参加由

法学院团学联组织部主办，法学院法学会协办的“走进人大”系列活动。      

下午 1 时许，同学们到达了上海市人民大厦合影留念。合影完毕，大家参观一楼陈

列馆大厅，接着他们进入人大常委会会议厅。首先由市人大常委会的同志介绍了关于市

人大的情况。然后进入本次活动的核心部分——模拟人大常委会会议。大会委员长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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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并提出今日会议的主题—— 审议《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修正案（草案）》，

在听取了提案人代表武美衡同学的报告后人大常委们提出意见。讨论后，大家投票表决，

最终通过了草案。会议结束后王蕴老师做了总结发言。最后，主持人发表感想并宣布会

议结束。 

此次活动提高了同学们对于人大立法的直观认识，丰富了同学们对于人大的认知感

受。同学们纷纷表示希望以后继续参加此类活动。 

 

 

九十六载风雨年华 九十六季春秋变化 

——上海财经大学 96 周年校庆 

1. 畅谈母校情 共话上财梦 

2013 年 11 月 9 日上午，我校在中山北路校区博思楼举行 “畅谈母校情，共话上

财梦”——78、79 级校友毕业三十周年座谈会。我校党政领导丛树海、樊丽明、刘永

章、孙铮、陈宏、方华、黄颖等与原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龚浩成，原上海财经学院党委

副书记张婉如，原上海财经大学校长、80 级硕士研究生汤云为等老领导、老教师，相

关学院负责人、部分职能负责人，以及 78、79 级校友代表近 200 人欢聚一堂，把手言

欢，共同庆祝母校 96 周年华诞，一起畅谈毕业 30 周年母校情。 

座谈会后，合唱团演唱的《春天的芭蕾》和《沂蒙山歌》悠扬清新、欢快动人；室

内乐团献上的萨克斯独奏《哈瓦那》和四重奏《日出》悦耳动听，让人内心舒缓宁静；

民乐团演奏的《渔歌冬猎》热情明朗，展现了古典音乐的无限魅力。最后，徐润涛老师

用一曲《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演出圆满落幕。 

在校师生及学校合唱团、民乐团联袂为在场嘉宾和校友献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在

呈现优美的音乐的同时，也表达了上财人对母校的美好祝愿。 

 

2. 脚踏实地 手握乾坤 

11月 9日，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展现财

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我校于 96 周年校庆之际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

——校庆拔河比赛。本次拔河比赛的主题

是：阳光赛 shufe。 

参加校庆拔河比赛的共十四支队伍。

比赛开始，各院、系、所的参赛队员都使

出全力，场边的各院系辅导员、主席、部

长带领着自己院系的同学挥舞着院旗喊

着口令加油，无论场上场下，气氛都异常

紧张，富有节奏的呐喊声、加油声，充斥

在公司上空，久久回荡。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来自卫冕冠军国际教育学院的十五名队员再次登上了冠

军的宝座，亚军和季军则分别被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信息工程与管理学院所摘得。

比赛结束后，每支队伍的参赛队员领取了拔河纪念品，获胜的队员们还在领奖台上

与颁奖嘉宾老师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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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风雨年华 光影变化 

11 月 9 日，由学校学生会推出的“光影中的 SHUFE 摄影大赛”作为校庆活动中的

一部分以摆摊形式出现在绿叶步行街。 

代表院系投稿的照片与个人的照片都被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现场的观众投票将作为

作品评选的一部分，与网上投票相结合形成

最后的作品评分。随着时间的推进，摄影作

品展的投票现场可谓盛况空前。很多投票者

都被照片中美丽的景象、个性鲜明的人物和

可爱的喵星人所折服，有的人甚至发出赞叹

的声音，还有调皮的人将粘纸黏在照片正面

以作点缀。 

通过投票，信管学院王书迪的《定格•瞬间》、统计学院的《思考者大白》、外语系

陈佳晞的《我愿赠你，一世光影》获得人气奖。金融学院王彭、信管学院王书迪以及经

院、工商学院和外语系选送的照片获得校庆奖。 

 

4. 青春依旧  时光久留 

2013 年 11 月 9 日，由社团联合会联合社团共同举办的第九十六届校庆大型活动

——校庆游园会在绿叶步行街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今年的校庆游园会主题为“时光机”，

象征了对财大过去时光的怀念，也表现了对财大未来美好的期待。 

九点整，活动正式开始。越来越多过往的学生或参观者被各式各样的摊位游戏和特

色展示吸引，并参与到摊位的活动中来。许多的活动板块也颇具特色，如“时光邮局”

板块、“浪漫时光”板块。时间过了十二点，游园会也进入了最热闹的阶段。“十大校园

歌手拉票会”传来的歌声、留学生们热情的伦巴、抽奖处的大奖无一不为游园会增添了

活力。直到下午两点多，参与游园会的财大学子才逐渐散去。下午两点半，本次游园会

活动圆满落幕。 

 

院系风采 

1. 关注当下国情 放飞青春中国梦 

为了提升新生的政治素养，上海财经大学数学系团委于 11 月开展了一系列以关注

时事为中心的主题团日活动。11 月 5 日，团委邀请了外语系的几位团委副书记，开展

了“学习党章”活动。他们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和宣传，最终在学员中取得了良好的反

响。11 月中旬，他们在大一新生中开展了“点亮中国梦，畅谈热时事”活动。新生在

其他院系团委副书记的指导下，以小组形式讨论时下最重要的八件要闻，最后由嘉宾对

他们的结论进行了点评。11 月 26 日，团委组织新生开展“党团知识竞赛”活动。前期

准备由工作人员负责收集党团知识，时事热点，编制题目，并设置有奖竞猜环节。这极

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在欢笑中加深了对党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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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段舞曲，三所高校 一颗真心，四手相牵 

十一月初，大家筹划准备已久的“13-14”上财、复旦、同济三校联谊舞会圆满落

下了帷幕。这次的活动不仅在所有的舞会参与者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同时也是

合作的四个部门所有成员的一次难忘经历。 

11 月 7 日下午四点开始场地的布置工作。

五点半，来自三校的同学来到现场，手挽着

手踏上了红毯，在签名板前合影留念之后各

自又在签名版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在简短

的开幕词和由新传精心制作的暖场视频后，

舞会就正式开始了。三支舞曲和互动环节让

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后表白环节更

是带动了全场的氛围。在舞会颁奖仪式后，

本次的三校联谊舞会正式结束。 

 

3. 经济学院团学联干事交流大会顺利举行 

2013 年 11 月 1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团学联干事交流大会在经院大楼 312

举行。此次活动由经济学院团学联办公室承办，旨在帮助成员之间互相熟悉，加强部门

之间的协调和交流。 

两位主持人先以一席精彩的开场白揭开了活动的序幕，接着是团学联主席上台致辞。 

然后是各部门的自我介绍和展示。每个部门都做了精心的准备，所有的成员都上场为大

家献上自己的表演。整个团学联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被迅速凝聚成一个整体。 

在部门展示结束后，游戏时间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合作吃橘子和瞎拼 ABC

两个游戏，让大家在放松中收获欢笑，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活动最终在天使行动开幕式后圆满结束。团学联的成员们在欢乐过后，更加熟悉了

这个团队，在今后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也将更加凝聚团结。 

 

 

青年动态 
 

1.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正式发布 

 

【热点回顾】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式闭幕。

大会最终形成的公报指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改革的总目标；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且深入研究了各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项制度改革措施，并提出综合治理方案，主要涉及经济、政治、党政建设、文化、社会

及生态等重要领域；并将形成改革领导小组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大力推进

以及敦促监督。这份公报关系到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方向，因而一经正式发布，在各大媒

体引发高度关注，民众纷纷留言评论。为了解上财师生对于此次大会成果的观点意见，

上财团委调研部走访了校园内的师生，了解大家对于此次大会的看法。 

 

【众说纷纭】 

“这次改革方案比较全面，也涉及到了很多细小的问题，有力度。我很期待中国未

来的发展。” 

——经济学院大一李同学 

 

“可以看到，这次改革用城乡关系改革代替了户籍改革和人口制度改革。这恐怕是

因为户籍和人口确实比较棘手，一上来就改革难度会很大。如果从城乡一体化入手逐步

改变，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我十分支持。” 

¬——统计学院大二夏同学 

 

“从会议出台的公文可以明确感受到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经济社会人文方方面面

都有所涉及。但同时我更期待的是详细具体措施的发布，大方向确定下来，怎样走好这

条改革之路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人文学院大三高同学 

 

“马上面临毕业，虽然我已经确定考研究生，但是在搞研究时也必然会受到政策这

一约束条件的影响，我还准备以自贸区为研究重点；身边的许多同学都进入了职场，会

更直接的感受到改革的作用。不过重大的改革在短时期内想要达到非常良好的改革效果

的可能性都非常小。这就要考验政府对改革贯彻实施的力度和决心了。我相信我们的国

家会继续平稳快速的发展！” 

——公管学院大四成同学 

 

“在我看来，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是本次会议最大的亮点。京津冀的污染问题日益

严重，百姓的无知淡漠、企业的不作为、政府不严加掌控是首要原因。所以希望此次政

策的出台会给事态带来良好转机。” 

——法学院大四沈同学 

 

“上海自贸区，准确点说应该称为上海自贸园区。政府在这个试点区中已经有了很

大的改革，包括从实施正面清单转向实施负面清单。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尝

试，意味着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孙教授 

 

“目前中国已有 2.6 亿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如果让他们享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福利，

那么从住房到教育的所有资源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已然超负的地方政府还将承受

更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改革绝对不能‘一刀切’，改得过于凶猛往往会导致一发不可收

拾。” 

——经济学院陈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