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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讲坛”114 期——《中东政
治与大国博弈》

析古之鉴 博今之理

2017 年 10 月 12 日 18：30，“甲申讲坛”114 期——《中东政
治与大国博弈》在创业中心一楼如期举行。中国中东学会常务理

事、上海国际关系学院常务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伟明教授受邀担任主讲人。

讲座伊始，赵教授以“谁要征服世界，就要先征服中东”引入话
题，讲述叙利亚问题的发展过程和不同国家的立场和态度。随后，赵
教授解答同学们对库尔德独立问题和叙利亚政府长期存在问题的疑惑，
并阐释自己对朝核问题的见解。最后，赵教授鼓励同学们关注世界局势，
写下“关心政治，关心经济，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寄语。

通过赵教授的讲解，同学们获益良多，加深了对中东局势和大国
政治博弈的体悟！

团学联动态

1

10/12



团学联动态

2

上海财经大学“sufe 交流季——出访
交大”活动

财华百年 交相辉映

2017 年 10 月 17 日，“sufe 交流季”第一站到访上海交通大学。
本次活动以“财华百年，交相辉映”为主题，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

合会多名成员组成出访团队。

下午 2 点，交流活动正式开始，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联合会秘书处
主任竺好与我校学联主席肖雪儿分别介绍了两校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架
构。紧接着，双方就官方平台运营模式、社团情况、学生权益、百年
校庆系列活动四个议题进行探讨。下午 5 点，双方互赠礼物，并随即
展开自由讨论，话题涉及学校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晚餐过后，我校
学联成员在交大主席、主任们的带领下参观交大校园。

一场出访，一湾池水，两校情谊。老校门前的告别，是这次活动
的结束，亦是两校互动新篇章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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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体育嘉年华狼人杀比
赛活动

探思维之碰撞 展逻辑之严密

2017 年 10 月 17 日，上海财经大学体育嘉年华狼人杀比赛活动在
大学生活动中心进行初赛，10 月 22 日进行复赛，10 月 24 日举

行决赛。各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共计 192 人参与本次活动。

狼人杀比赛全程使用百年校庆特制卡牌。初赛采用积分制，48 名
选手凭借较高分数晋级复赛。而复赛采用筹码制，12 名准狼王进入决
赛。最终平智强同学凭借精湛发言与高超实力成为 Till The Dawn 第
二季新晋狼王。

本次活动不仅锻炼玩家的说话技巧，提高玩家的判断力、逻辑思
维以及心态平衡能力，更促进不同年级同学间的友谊，营造融洽和谐
的校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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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讲座音乐会

走进国风雅乐 聆听柳琴中阮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8：30，上海财经大学“走进国风雅乐，聆听
柳琴中阮”讲座音乐会在创业中心如期举行。本次音乐会由上海财

经大学人文学院周橙老师与上海音乐学院张碧云老师担任主讲人，上
海音乐学院学生进行演奏表演，我校众多音乐爱好者到场观摩。

首先，周橙老师致辞，张碧云老师向同学们介绍我国的古代乐器。
其间，黄洁颖、李晨晓等人奉上中阮独奏、二重奏表演，张碧云老师
演奏柳琴曲《剑器》，四位上音学生带来悠远绵长的阮咸四重奏《西
域行》。音乐会尾端，张碧云老师耐心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本次讲座音乐会不仅丰富了财大学子的课余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
提升了艺术修养，令学生感受到高雅音乐的精髓，也更好地弘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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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主持人大赛

添声我财 为你而来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海财经大学“添声我财”第七届主持人大
赛决赛在创业中心一楼报告厅如期举行，东方卫视早新闻主播叶子

龙、财大优秀青年教师常姗姗、优秀校友孙涛以及 2012 级博士生徐
开元担任本次大赛评委。

本次比赛共分为三个环节。“浮想联翩”环节中，十位选手根据
随机题目进行串场主持挑战，展现出优秀的语言组织能力，五位选手
脱颖而出。“急中生智”环节中，选手们运用智慧巧妙救场，最终三
位选手进入“身临其境”环节，各自三分钟的校庆游园会现场直播展
现其优秀的大局观。晚上八点，本次大赛落下帷幕，刘昕昊选手凭借
其超凡实力斩获冠军。

这场比赛中，十位选手展示出高超的主持水平，为大学生活添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展现出属于上财学子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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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青马工程训练营暨第十九期团
校系列活动

思史明志 继往开来

2017 年 10 月 21 号上午 9：30，上海财经大学明德青马工程训练
营暨第十九期团校正式开启。本期团校先后开展了校史馆、商学馆

参观活动和新媒体分享会活动，青马班全体学员参与本次系列活动。

10 月 21 日下午 1：30，学员们在讲解员带领下参观校史馆和商
学馆，探索我校百年历史，了解中国商学从晚清开始的发展历程。本
次活动让同学们深刻了解到中国商学与我校历史的沧桑变迁，激励新
一代上财人为母校荣光、社会进步、中国经济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10 月 25 日晚 18：30，新媒体分享会在武东校区第十阶梯教室
拉开帷幕。我校校友、共青团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立俊老师与第
十九期团校学员们一起分享了对新媒体工作的看法和思考。最后陈老
师更强调了新媒体工作者的初心，使学员们对新媒体工作有了更深的
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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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挑战杯”“创青春”
参赛团队培训会

扫除梦想阻碍 启航未来征程

2017 年 10 月 22 日晚上 7 点，“挑战杯”、“创青春”参赛团队
培训会在二教 410 如期举办，预立项管理团队和培育活动策划人

出席本次培训会。

培训伊始，主持人向全体参会成员介绍会议的大致流程。随后，
杜思霖同学指出培训期的重要时间点、要求及团队规范，并举例说明
团队等级问题。接下来，科创部长许嘉琪概述本学期的项目培育交流
会以及项目培育报告会计划。最后，张宝山同学和胡月同学分别介绍
了两项比赛的培育活动，希望每个团队通过本次培训能顺利开展各自
的“挑战杯”、“创青春”项目。

随着结项答辩会的结束，本批次的“挑战杯”“创青春”培育项
目也正式落幕。参与“挑战杯”“创青春”活动，不仅仅是顺应时代
创新的潮流，更是青年人对自我的挑战；通过本次答辩会，同学们的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也都有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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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大艺展上海市活动培育
节目终评展演

共赏财华夺目 喜迎桃李争妍

2017 年 10 月 22 日 8：45，第五届全国大艺展上海市活动培育节
目终评展演于上海财经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本次比赛由 14 所上

海高校派代表团参与，共计 32 个节目。我校舞蹈团、民乐团、合唱团
参加比赛。

早上九点，舞蹈团表演舞蹈《野火春风》，展现壮美的爱国主义情怀。
该舞蹈为团艺术指导老师赵宁老师的原创作品，取材于抗战时期我校
一位教授不愿为亡国奴而放弃教书的事迹，歌颂财大人对民族的一片
丹心，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其次是民乐团表演的《月儿高》，生动地描绘了明月从海上升起
到西山沉没的过程。七个月的紧张排练，加上刘捷老师的出色指挥，
使乐队的演出精妙绝伦，赢得各方一致好评。

最后，合唱团完美演绎曲目《江南好》与《地球累了》。前者展
现了一幅清丽的江南水墨画卷；后者以环保为主题，包含巧妙的形式
变换与丰富的肢体语言。同时还邀请了沈小锋、郑会武、徐润涛老师
指导合唱，赵宁老师指导动作，以及王燕、王海灵老师担任指挥，将
曲目打磨得更为精致。

在本次比赛中，团员们既展现了财大人的飞扬风采，又提升了技能、
磨练了意志。相信数月排练所流下的汗水，终能灌溉出成功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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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百年上财 
百万公里”启动仪式

十秩峥嵘岁月 世纪薪火相传

2017 年 9 月 30 日，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联合校友会共同举办“百
年上财 • 百万公里”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方华，活动发起人

校友代表杨玉成，东方证券研究所所长陈刚，上海财经大学团委书记
沈亦骏，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校友会会长竺敏明，副会长黄燕铭，副
会长张斌，副会长孔祥云，校友会副会长黄欣，党委书记王淑范共同
出席本次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合发处处长陈红梅担任主持人。

首先，陈红梅向同学们介绍本次活动，并对合作方表达感谢。副
校长方华在起跑前致辞，对本次活动进行高度评价。最后，活动发起
人校友代表杨玉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达了新时代的健康
理念。

本次活动路线总里程为 2017 米，寄寓着对上财百年的祝福。杨
玉成、沈亦骏老师及学生代表校团学联副主席卢逾昔作为领跑人，从
老校门出发，最终抵达新体育馆，获得定制徽章，在白板上签名记录，
并且拍摄合照留念。

百年上财，匡济天下，巍巍学府，盛世风华。本次活动彰显了上
财师生与时俱进、奋力赶超的无限活力，是上财人以不断超越自我的
信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传承“厚德博学、经济匡时”信念的真实写照。



统计与管理学院“三校解密定向越
野”活动

智谋竞速 峥嵘财行

2017 年 10 月 15 日早上 9：00，“三校解密定向越野之寻找高米迪”
活动在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三校共同开展。

活动起点为同济大学，三校同学初次合作，经历破冰、蒙眼寻队
友等四项考验。第二站是复旦大学，参与者们运用数学思维和动手能
力完成团队接力等三项活动。最后一站是上海财经大学，二维码解密
等四项活动让参与者充分展现其智慧与协调能力。当日下午四点，定
向越野活动圆满结束，第三组同学拔得头筹。

本次活动锻炼了同学们的逻辑能力、身体素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也加深了三校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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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行业分析与职
业选择》讲座

洞察行业形势 清晰职业规划

2017 年 10 月 12 日晚 18：30，《行业那些事儿—行业分析与职
业选择》在工商学院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智联招聘校园 & 海外

招聘事业部总监齐放女士担任主讲人，为同学们介绍有关行业和职业
的最近动态。

首先，齐放询问大家工作的初衷与目标，然后通过智联招聘大数
据分析宏观招聘行情并向大家阐明在沪企业的校招行为。紧接着，她
询问同学们日后意愿工作的城市与类型，以此引出宏观的应届生流向。
最后，齐放女士为同学们展示了不同行业的起薪与期望薪酬，并再次
总结判断工作好坏的方法。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有关行业和职业的最新动态，
明确今后求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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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迎新晚会

情溯百年 缘定金融

2017 年 10 月 13 日，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迎新晚会在中山北一
路校区大礼堂如期展开。本次晚会有幸邀请到本科生辅导员陈阳

曲，金融团学联指导老师王昕程，留学生辅导员范一舟，金融团学联
26 届主席林嘉敏及 27 届主席郑佳雯、谭和、郭峻担任嘉宾。

晚会开始之前，同学们在留念板留下指纹，随后，上财舞协的精
彩表演正式拉开晚会序幕。紧随着，各班级表演舞台剧，展现爱情、友情、
亲情三个主题。过渡环节的互动游戏和视频问答激起同学们的欢呼与
掌声。压轴的军拓团以及结尾的部长团表演又再一次将气氛推向巅峰。
最终的评奖环节中，保精一班获得“最具凝聚力班级”一等奖。

本次晚会既是新生月的圆满句号，同时也是新生扬帆起航的起点。
相信金融学院的学生们定能开创下一个壮丽篇章。



数学学院“数学金融人”系列讲座

以数学知识为石 建金融工程之塔

2017 年 10 月 23 日 18：30，第七期数学金融人系列讲座——《金
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的前世今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红瓦楼 724 如期

举行。

本场讲座由美国北卡州立大学数学系副教授，金融数学研究生项
目主任，美国 ZMFS 金融服务公司高级顾问庞涛给同学们进行讲解。

讲座伊始，庞教授向同学们介绍金融市场的发展史和金融衍生品。
随后，庞教授提出衍生品定价的基本原则：无套利法则。最后教授介
绍了期权的复制和定价及数学工具。

庞教授的讲座让同学们对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的了解更加深入，
为同学们今后的数学学习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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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经济学院计算机水平测试培训

携手同行 共创佳绩

2017 年 10 月 24 日下午 1:30，计算机水平测试培训在二教 501 如
期举行，计算机协会会长马凯为同学们讲解计算机水平测试的相关

内容。

培训正式开始，他向同学们提出考试注意事项并分享一些实用的
备考建议。接下来，他详细介绍考试四个板块的重点题型和解题方法。
在培训即将结束之际，学长还反复叮嘱大家在计算机水平测试时放宽
心态，并预祝大家在测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
活动圆满落幕，大家有序离场。

本次活动为团学联日后开展类似学术活动提供良好模范，鼓励团
学联与其他协会继续合作，举办更多帮助同学们减轻学业压力，丰富
课外生活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