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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学院“山区的回音”志愿活动 一. 这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节日 

二. 人文学院“爱的信封”分享会活动   

三. 数学学院“梦幻感恩节”活动   

四. 统计与管理学院“万有饮力，引爆奇迹”   

 

一.  “E战成名”在线模拟商赛 十.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舞会 

二. 合唱团“高雅艺术进校园”主题演出 十一. 第四十五、四十六期论谈 

三. 高顿财经杯未来商界精英挑战赛复赛 十二. 上海财经大学第一届国标锦标赛 

四. 2014 年度百联又一城营销大赛 十三. 团学联生涯规划分享会 

五.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辩论赛决赛 十四. 卢思浩演讲上海财经大学专场 

六. 上海财经大学“起床梦想家”活动 十五. 学生会学生工作与学习内部培训 

七. “纪序”舞蹈团十二周年专场演出 十六. “玉笛秋韵”高校联合音乐会 

八. 第四十七、四十八期甲申讲坛 十七. 上海财经大学“新生杯”足球赛 

九. 创业中心“橘益双馨”活动   

院系风采 青年动态 

团学联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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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1. 从容方可自信 磨砺方显锋芒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9 点，“E

战成名”全国大学生模拟商赛上海站上

海财经大学赛区决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三楼举行。本次比赛经过前期宣传、公

共报名、赛前宣讲、线上初赛等一系列

环节后终于吹响决赛号角。 

进入决赛的五支队伍分三轮决策，

选手们需要在规定时刻提交每轮决策结

果。15：30，三轮决策全部结束，选手

们像嘉宾致辞中希望的那样“以开放的心态参与竞赛，以学习的心态面对成败”。最终，

GoGoGo 团队摘得桂冠，中欧商学院市场营销协会会长孙浩先生、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叶巍岭副教授和本次大赛发起人刘惠女士为冠军团队颁发奖杯和获奖证书。本次大赛帮

助财大学子进一步明确目标，在不断的自我学习中寻找合适的职业发展机会。 

 

2. 高雅艺术进上财 雅风洋溢财经园 

2014 年 11 月 16 日，“高

雅艺术进校园——满天星业余

交响乐团音乐会”在上海财经

大学隆重举行，前国务院副总

理李岚清先生、市政府领导同

我校部分师生一起观看了演出。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合唱团

承担了合唱篇章的演出任务，

演唱了《鉴真东渡随想曲》、《保

卫黄河》和《歌唱祖国》三首

耳熟能详的曲目，其中，《鉴真

东渡随想曲》由李岚清先生亲

自作曲。音乐会以其高雅艺术

独特的魅力震撼了现场师生，最后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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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焦高顿 展望未来 

2014 年 11 月 22 日，“高顿财经杯暨未来商界精英挑战赛“复赛在上海财经大学

拉开帷幕，实力强劲的精英参赛团队相聚于此，更有重量级评委嘉宾莅临现场。本次复

赛以团队派出代表进行抢答 PK 开场，激烈的竞争氛围使得全场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案

例分析汇报要求各参赛团队分析三星电子的价值链，各参赛团队都在汇报中展示了自己

的专业素养和独特之处，评委老师分别从每一板块的分析汇报表现及英语能力等方面进

行打分。 

本赛区的冠亚季军最后在紧张激烈的评比中产生，复旦及上财的三支团队成功晋级。

团队成员不仅收获了喜悦与奖励，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祝福，希望能在决赛中有更精

彩的表现。 

 

4. 招君出赛 等你来战 

2014 年 11 月，上海财经大学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百联又一城•杨族百货沪上

高校营销大赛”。本届比赛以“正能量•传承”为主题，不仅允许参赛队伍充分发挥自己

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更加入了别出心裁的周边活动。 

比赛于 11 月 16 日进行了火热朝天的初赛阶段，并于 11 月 25 日在绿叶步行街顺

利进行了各复赛队伍的路演以及现场观众的投票。而在紧随其后的 11 月 28 日，各支复

赛队伍强强碰撞，在答辩环节展现了自己的特色和风采。最终，扬家将团队和 XZC 团

队会师于 12 月 14 日在百联商城举行的决赛。 

 

5. 巅峰之战 经济夺冠 

2014 年 11 月 13 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

生辩论赛决赛在二教 401 成功举行，经济学

院和统计与管理学院会师决赛。本次决赛的

辩题为“现代婚姻是否应该讲究门当户对”，

双方辩手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就辩题展开

了严谨清晰的理论和精彩纷呈的辩驳，充分

展现了决赛队伍良好的辩论技巧、广博的知

识积淀以及优秀的气质风貌。最终，经济学

院摘得桂冠，统计与管理学院的张佳敏同学荣膺“最佳辩手”称号。 

至此，2014 年研究生辩论赛圆满落幕，经济学院、统计与管理学院和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分获前三名。期待今后有更多的人热爱辩论、参与辩论，在其中锻炼口才、增长

智慧。 

 

6. 晨曦微露 朝气奔跑 

2014 年 11 月 27 日，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起床梦想家”活动成功开展，

数百名财大学子积极参与。本次活动旨在鼓励同学们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参与活动的同学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后让工作人员在签到卡上画一个笑脸，凭这个微笑可

以到绿叶餐厅领取早餐（前十名）或水果，获得一天的好心情。或是被免费早餐和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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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 imax 电影票所吸引，或是抱着早起刷锻的决心，迄今已有 300 多人报名参加此活

动。这次活动不仅让同学们收获了珍贵的友情，更是收获了积极向上的心态。 

 

7. 纪华章 序惊鸿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8：30，

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舞蹈团“纪序——

十二周年专场演出”在大礼堂成功举

行，校党委副书记刘永章、校团委书

记褚华老师以及来自各院的师生代

表共同观看了本场演出。晚会以古典

舞《踏歌》拉开序幕。男生们用充满

阳刚之气的《狼图腾》展现野性与激

情，女生们则用婀娜多姿的《风酥雨

忆》将观众带入烟雨朦胧的江南。《军

旅莘莘》由真人真事改编，展现了大学生积极参军的风采。在精彩的拉丁后，《苗鼓银

铃》和维吾尔族舞蹈《掀起你的盖头来》更是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之后的当代舞《中

国妈妈》使不少观众流下热泪。最后，演出在舞蹈《小丑狂想曲》中圆满帷幕。 

专场演出的成功离不开每个舞团人的努力与付出。正是对舞蹈的热爱以及不断追求

完美的精神，使舞蹈团全体成员共同走过了十二年的难忘旅程。 

 

8. 探寻中国文化之心 漫谈民航未来发展 

2014 年 11 月 25 日 18:30，上

海财经大学第四十七期甲申讲坛“中

国文化的科学心——心理学在中国

文化及其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

行政楼一楼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心

理系张学新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张教

授将中国文化的四大支柱归结为汉

字、高考科举制度、中央集权和儒学，

并从心理学角度论证了四大支柱的

科学性。针对高考制度和防治政治腐

败的问题，张教授分别提出了海量题库的新思路和基层二权制的防范机制。 

11 月 27 日 18：30，第四十八期甲申讲坛“由马航事件漫谈民航客机飞行安全”

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举行，复旦大学艾剑良教授任主讲嘉宾。艾教授以“马航 MH370

失联事件”入手，介绍了飞机上的主要安全防御和通讯系统，并讲解了诱发空难的人为

原因和自然原因。最后，艾教授播放了一段模拟“123”空难的视频，启示同学们要活

在当下，学会感恩。 

两场讲坛内容丰富，气氛活跃，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好评，相信同学们在讲座中也

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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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橘益双馨 创意我心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中午，上海财经大学创业中心在绿叶步行街开展了“橘益双馨”

路演活动。本次活动形式主要是借助微信平台，征集有关橘子的小故事和对橘子的自由

创作，并通过线上投票评选出优胜作品，优胜者可获赠项目组自制的橘子果酱、罐头等

奖品。 

此次路演吸引了许多同学关注“橘益双馨”项目及公众号，扩大了活动在财大校园

的影响力，促使同学们共同关注崇明橘子滞销问题。在项目组成员的积极宣传下，本次

路演吸引了众多同学的热情参与，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10. 夜未央 舞正扬 

2014 年 11 月 9 日晚 6 点半，上海财经

大学研究生舞会在多功能厅成功举行，研究

生会主席杨冰、学术部部长何家诚、体育部

部长杨政宇等出席舞会。 

本次舞会的主题是“Dancing Night—

—让我们用舞蹈来狂欢”，共分为爵士舞、交

谊舞和集体舞教学互动三个环节。晚会开始，

劲爆火热的开场舞点燃了全场的气氛。第一

环节爵士舞教学互动，十位观众学习和表演

老师指定的动作。交谊舞教学互动环节，场

面优雅婉转，温馨浪漫，气氛十分活跃。第三环节集体舞教学互动将舞会的氛围推向高

潮，轻松愉悦的兔子舞音乐、简单活泼的舞蹈动作使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无论之前相识

与否，一起跳舞，一起游戏，同学们的欢声笑语，成为夜晚最美的音符。本次舞会拉近

了同学之间的距离，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活。 

 

11. 聚焦物流媒体 展望信息时代 

2014 年 11 月 20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论谈第四十五期“你想象不到的物流”在

行政楼二楼报告厅举行，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许淑君教授担任主讲嘉宾。许教授以一系列

图片形象展示了物流在生活中的作用，还就

“苹果为什么要把手机放在中国生产”等问题

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同学提问一一作答。 

11 月 26 日晚，论谈第四十六期“传播权

力与互联网时代下的新闻生产”在行政楼一楼

报告厅举行，人文学院经济新闻系主任林晖教

授任主讲嘉宾。林教授为大家介绍了传统媒体

在近 20 年中国互联网大环境下改变的趋势，

同时他指出，处在环境急剧变化、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媒体在大是大非面前仍应坚

守初心，对社会民众负责。 

两场论谈让同学们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大家积极与教授互动，

在聆听专业讲座同时，增长了经济知识，拉近了与好老师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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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之英粹 标其风采 

2014 年 11 月 4 日、6 日和 11 日，由麻将协会主办的上海财经大学第一届国标锦

标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成功举行。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选手参与其中，在奖品设置上也

颇为丰厚，这在麻将协会之前的赛事中是较为罕见的。比赛中，选手们运筹帷幄，充分

展现了麻将这一国粹的魅力所在。 

本次活动不仅激发了财大学子对于麻将这项国粹的兴趣，推动了麻将的普及和宣传，

同时也丰富了同学们的业余生活，助力财大人文高校建设。 

 

13. 经验分享助人生 智慧碰撞强实力 

2014 年 11 月 27 日晚 6：30，上

海财经大学团学联生涯规划分享会在国

定梯三成功举行。本次分享会邀请到了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原校团委助理且绩

点排名第一的陆卿诚学长、实业方面颇

有建树的原公管学生会主席王诗琪学姐

以及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原上财 JA 主席王

慧洁学姐。他们分别从学习、创业、实

习三个方面分享了他们的经验与经历，

整场分享会始终在一个互动性非常强的氛围中进行。分享会结束后，现场同学普遍反映

受益良多。 

本次分享会让校团学联干事们对大学生涯有了更多的思考，不再像初入校园时那样

迷茫。相信此次分享会也会潜移默化地指引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找准定

位和方向，积极奋发努力。 

 

14. 世界太吵 听听自己 

2014 年 11 月 30 日 18:30，卢思浩高校巡回演讲上海财经大学专场在行政楼二楼

报告厅成功举行。现场座无虚席，同学们以极高的热情聆听这位自由作家的思想畅谈。

卢思浩用坚定的口吻告诫在座同学，等待和拖延只会夺走自己的动力；用亲身经历细细

诉说，若没有人陪你颠沛流离，就成为自己的太阳；用实际行动生动体现，世界太吵，

听听自己心灵最深处的声音。 

通过本次巡回演讲，同学们对于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待生活有了一颗更平和

的心。用自己的力量站稳，把最好的自己留给值得的人，因为心里有光，所以不怕黑夜，

无论结果好坏，都好过没有结果。世界太吵，听听自己。 

 

15. 引领成长 薪火相传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8:00，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学生工作与学习生活内部培

训在 1 教 303 顺利举行，前学生会主席胡天梓学长与学生会各部门干事分享了自己的

学习经历和工作经验。胡天梓学长首先解释了学生工作与学习生活的含义，认真听取了

新干事对学生工作的认识。接着，他回顾了自己四年来难忘的大学生活和从事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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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点点滴滴。谈到学习生活，胡学长介绍了自己大学四年的规划方向。对于协调工作和

学习，他认为应该在保持成绩的前提下进行学生工作。他建议学生会干事努力提高效率，

学会对工作和学习进行梳理总结。最后，胡天梓学长对新一届学生会干事给予了深厚期

望。 

本次内部培训使新一届学生会干事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活，平衡学生工作

及学习生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6. 空谷笛声 萦绕校园 

2014 年 11 月 27 日晚 6 点半，上海财经大学空谷笛社“玉笛

秋韵”高校联合音乐会暨空谷笛社一周年庆典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B401 室成功举行，同济大学金音笛社、上海交通大学笛箫协会、

复旦笛箫协会、上海大学笛箫协会与空谷笛社同台演出。音乐会以

一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开场，轻快的调子和极富感染力的笛声让

观众们仿佛看到了喜悦的丰收画面。之后，韵味悠长的《春到湘江》、

颇具异域风情的《送你一支玫瑰花》、气势雄浑的《紫禁花园》等

表演都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 

整场音乐会历时两个小时，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音乐会不仅增

进了各个高校笛箫类社团之间的友谊，也为财大增添了传统文化的气息。 

 

17. 无限风采 始于足下 

2014 年 11 月 9 日至 30 日，上海财经大学“新生杯”足球赛在武东操场顺利举行。

从开始筹划宣传，各个学院的选手就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院内选拔比赛和训练中，全

心全意为了比赛做准备。比赛中，各学院队员们奋力拼搏，展现了球队高度团结的风貌

和永不言败的精神。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摘得桂冠，公共经济与管

理学院获得亚军，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获得季军。国际教育学院、法学院、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经济学院和会计学院位列第四至第八名。 

至此，2014 年“新生杯”足球赛圆满落幕。本次比赛不仅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生

活，让他们感受到竞技体育的魅力，也为财大校园增添了浓厚的体育氛围。 

 

院系风采 

1. 爱满山区 情暖人间 

2014 年 11 月 19 日 11 时，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在绿叶步行街开展了“山区的回

音”志愿活动，以写明信片的方式为山区的孩子寄去财大学子的一份爱心。参与活动的

志愿者纷纷表示，山区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贫穷和落后，通过这次“山区的回音”爱心

活动，他们明白了自己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希望山区的孩子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

山，去眺望更美丽的天空。活动于 12:30 左右圆满结束。一张张写满祝福的明信片，将

承载着每一个志愿者的爱心与希望，在邮递员的手中传递，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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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一天，它们载着孩子的梦想与追求归来时，细细倾听，那是山区的回音。 

 

2. 小小书信 爱的抒心 

2014 年 11 月 26 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爱的信封”分享会活动在二教 411

成功举行。此次活动旨在建立与山区孩子长期交流的机制，形成一对一的互动模式，通

过与山区孩子交流彼此的成长经历，给予他们帮助与鼓励。活动面向全校征集了 104 位

志愿者，近 50 名参加了分享会。活动播放了上财志愿者赴贫困山区支教的视频，展示

了志愿者的奉献和山区孩子们的梦想。活动最后，部长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此次活动，部

员们发放信纸信封，希望志愿者们用文字把对山区孩子们的鼓励与祝福传递。此次活动

体现了我校同学对贫困地区儿童的真切关怀，相信财大学子的真诚能为社会增添一股爱

的正能量。 

 

3. 奇妙彩虹屋 梦幻感恩节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下午，上海财

经大学数学学院在虹口少儿图书馆以

讲座和手工的形式给小朋友们带去了

感恩节生动活泼的一课。首先，嘉妮和

曹俣辉为小朋友们讲述感恩节的由来

并耐心回答他们的疑问。随后，孙钰榕

拿出准备好的手工材料，教小朋友制作

玫瑰花，其他志愿者则在一旁细心帮助

和指导，整个课堂充满欢声笑语。最后，

所有的小朋友都拿出了自己精心制作

的成果，有的当场将玫瑰花戴在妈妈头上，还有的害羞地说回家再送给妈妈。 

这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树立了感恩意识，并将感恩之心付诸行动，同时也丰富了同

学们的业余生活，培养了大学生关爱弱势群体的可贵精神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4. 童心童语 放眼世界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万有饮力，引爆奇迹”

系列活动之“放眼看世界”在政立路小

学顺利举办。活动旨在拓展小学生的视

野，普及饮文化知识，将一种健康向上

的生活理念传递到小学生生活中去。活

动分为三部分：饮文化之果汁篇介绍了

水果诗意的内涵，饮文化之牛奶篇以提

问互动的方式普及了牛奶知识，而饮文

化之豆浆篇则叙述了豆浆的益处并呼吁

孩子们多喝豆浆。 

本次活动不仅开阔了小学生的眼界，提高了小学生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同时也展现

了统计与管理学院积极创新的精神风貌和学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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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动态 

1. 这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节日 
【热点回顾】 

“今天是个伟大日子，摘下天猫送给你，摘下京东送给你，让你每次为零点抢购而

欢喜。”一年一度的双十一“光棍节”让大家玩得好 high，短短 38 分 28 秒，淘宝网

购总额突破 100 亿。不知你是否发现，以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为代表的新兴节日正在我

们身边以惊人的速度流行起来，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节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新

兴节日与传统节日狭路相逢，传统节日是否会慌了手脚？这两种节日的正面碰撞究竟会

对人们产生什么影响？传统节日的命运将如何？新兴节日能否笑到最后？ 

为了解财大师生对此的看法，我校团委调研部进行了本次调研。本次调研通过实体

问卷发放和网络问卷发布两种形式发放问卷 508 份，截至 11 月 9 日晚 22:00 共回收

有效问卷 423 份，问卷有效率达 83.3%。具体情况如下： 

 

【上财人说】 

“网购热潮对我的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影响。比如说，我会多花时间在这些电商网站

上，东挑西选，无形之间还会买一些原本可能不需要的东西。至于这些影响是消极还是

积极的，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网络时代，时代大背景决定着我们一定会有网购行为；

其次，网购省时省力，选择面广，性价比高，益处不胜枚举。其实只要我们能够理性购

买，根据需要而购买，而非因为打折或是瞬间的冲动，这些新兴节日就利大于弊。” 

                                          ——信息学院大一俞同学 

 

“传统节日是中国民族的瑰宝和宝贵财富，也是凝聚民族情感的纽带。我们必须将

这些传统节日传承下去，否则它们可能就会被历史的风尘所湮没，那将是一种损失，也

是非常不应该发生的事。但目前的年轻人似乎更加青睐一些西方节日，传统节日的氛围

明显大不如前，我们需要反思。文化交流是好的，是必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重视传

统节日，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传统节日是有魅力的，是值得传

承下去的。应加强对国民的宣传和教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有责任将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而不是一味地崇洋媚外。” 

                                           ——人文学院大一朱同学 

 

 “新兴节日跟传统节日相比较来说，它的优越性在于形式更灵活多变，吸引人的

眼球。但有一点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即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传统节日发端于中华

先民，历经千年而犹存，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整体风貌，彰显出我们民族自产

生以来的情感倾向，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符号，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在

发挥民族凝聚力和激发民族自豪感上的作用是新兴节日所无法替代的。盲目排斥传统节

日而追捧新兴节日，只会使我们的民族身份变得不明不白。我认为当前我们应把力量更

多集中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人文学院宫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