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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话剧团举行十周年专场演出 六. 学生会办公室举办“致远——图书

漂流”活动 

二. 校团委举行素拓活动 七. Campus Run 联谊活动圆满完成 

三. 团委志愿者总队防治艾滋病、同伴教育等

志愿者服务持续展开 

八. 梦想 IN 社团系列活动陆续开展 

四. “甲申文化月”活动圆满完成 九. “又一城扬族百货”杯营销大赛圆

满结束 

五. 校园十大歌手大赛顺利闭幕 十. 上财第九届 HEXED 摇滚音乐节顺利

举行 
 

 

 

 

 

 

 

 

 

 

 

团学联简讯 

院系风采 青年动态 

一.会计学院举办第五届模拟联合国正式会议 

 

 

二.统计学院顺利举行感恩节系列活动 

 

 

三.信息学院举办 cosplay 主题活动 

 

一．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发布 

二．财大人看“嫦娥三号”奔月 

四.经济学院陆续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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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1. “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话剧团十年庆典 

11 月 27 日晚 7 点，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在大礼堂举办了话剧团十周年系列

活动的庆典晚会。话剧团自 2003 年成立，已经走过了 10 个年头。本次庆典由 00 级至

13 级 14 届剧团成员共同参与，不少毕业的团员从天南地北赶回财大参加这次的十周年

庆典。本次晚会带来了《辩手》、《暗恋桃花源》、

《扎马格蓝》三部话剧团经典话剧的片段，《辩

手》与《扎马格蓝》反映的是财大辩论队与话剧

团真实的生活情况，真诚可贵，打动人心，《暗

恋桃花源》作为一部经典话剧，剧本新颖，引人

入胜。剧团成员纷纷表示，在话剧团的几年中，

能回忆的事情太多了。甜酸苦辣的滋味就如同话

剧团成员一起走过的岁月，回首时如咖啡的余韵，

环绕舌尖，回味悠长…晚会的尾声，校领导及指导老师上台与话剧团成员一一握手留念。

最后，专场演出在“让我们生活在舞台上”的全员喊声中圆满结束。 

 

2. 欢乐上财嘉年华 青春团委大家庭 

2013 年 11 月 24 日，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联谊素拓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

动由团委人力资源部与团委素质拓展中心联合举办。由于天气影响，活动从武东大草坪

转移至大学生活动中心。第一块的活动环节为“摊位游戏大 PK”，第二块环节为“校园

寻宝”。虽然天公并不作美，但此次参加团委联谊素拓活动的所有成员都收获颇丰。除

了丰富的奖品，大家更结识到了许多朋友，培养了自身的团队合作能力，同时也对今后

团委内部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互通效果，加强了团委的内部凝聚力，为校团委的发展营造

齐心团结、和谐互助的气氛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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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爱，关艾，要爱不要艾 

随着世界艾滋病日的不断临近，校团委志愿服务总队在各个学院举办了同伴教育的

培训活动。向同学传授有关防艾滋和反歧视的知识。 

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志愿者们在绿叶步行街进行了摆摊宣传，并发放了同伴教育的

宣传单。之后，各班级团支书向班级同学发送了同伴教育的报名飞信，同学们积极响应，

报名十分踊跃。然后我们根据报名的情况确定了每个院系参加同伴教育培训的时间以及

场次。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8 日的每周一至周四晚六点半至八点半都举办了一至两场

的培训。 

通过两周的同伴教育培训活动，讲师们付出了很多，也感悟了很多。希望这次培训

可以为艾滋病的防治做出一份贡献. 重新唤起了大家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注，并且让

更多人了解了艾滋病的知识，真正做到三个零“零发病率、零死亡、零歧视。”  

 

4. 放眼世界 锻造人才 

2013年11月19 日，第三十三期甲申讲坛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二楼报告厅举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苏长和教授为大家带来《迈向全球性大国的中国外

交》，为我们梳理了外交与经济、政治的关系，阐述了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独到见解。 

11 月 20 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杨楠老师，在行政楼一楼报告厅为财大学子

们带来校庆专场讲坛《锻造卓越财经人才——一个老师的视角》。通过列举宏观问题数

据，告诉大家：只要坚持严谨的做事原则，机会总会到来。   

11 月 25 日，“甲申文化月”系列讲座最后一场《20 世纪欧美文学的孤独主题》行

政楼二楼报告厅拉开帷幕，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查明建副院长用真挚的语言带我

们走进贯穿了传统与现代文学的孤独主题。 

一场场高水平的人文科学精神讲座，让同学们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学识，带给众多

财大学子不一样的视角与思考。 

 

5. 阳光下 歌声里 

2013 年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许，第十一

届十大校园歌手大赛的拉票会在一食小广场

拉开帷幕。本次拉票会以入围决赛的选手们轮

流演唱的形式进行，每一个选手在演唱结束后

会接受主持人的采访问答，期间社团表演与选

手们的演唱穿插联结，形式多样而不失趣味。

不仅帮大家更好地了解了 15 名优秀的歌唱精

英，也表达出上财对音乐的热情。 

11 月 21 日晚 6 点 30 分，“音来闻”第十一届校园十大歌手大赛的决赛以一首《王

妃》开场，在众人期待下拉开帷幕。最终角逐出校园十大歌手、前三甲以及人气王。这

一晚，15 位决赛选手的美妙歌声响彻大礼堂上空。赛后观赛同学们感言到：会一直记

得，有那么一群人，在十大的舞台上放声高歌，带着我们追逐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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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爱上旅行的心情 恋上书籍的灵魂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办公室在绿叶步行街举办了“图书

漂流——带着书本去旅行”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激发同学们读书的兴趣，鼓励他们坚持

读书的习惯。活动中，学生会通过交换图书、寄出明信片等形式，让广大同学重拾出行

的回忆，感受心灵的碰撞，享受读书的乐趣。同时，这次活动也充分体现了校学生联合

会办公室服务学生的积极作用，营造了一个书香财大宁静致远的和谐校园氛围。 

 

7. 冲刺校园 文化交融 

2013 年 11 月 19 日，由校学生会国际部组织的“Campus Rush”在上海财经大

学的校园内举行。国际部的所有成员、4 名中国学生和来自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家的

留学生共同参与了此次丰富精彩的活动。 

 活动于下午 2 点开始。由 3 名留学生与一名中国学生组成的每组队伍在四教、大

学生活动中心、二教等地点进行了丰富多样的游戏任务。各组队伍充分发挥智慧和才能

竞相完成各项挑战。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队伍以绝对优势拿到了冠军。 

 活动接近尾声之时，各组队伍在教室里合影留念。中国学生准备了精美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纪念品来赠送给参与活动的其他选手。留学生们对本次活动印象颇深，高度赞赏

了此次活动，并希望下次有更多这样的机会与中国学生进行交流。 

 至此，“Campus Rush”活动圆满结束。“Campus Rush”给中外学生交流合作提

供了良好的机会，能让他们在紧张刺激的游戏任务中快速了解对方，提高团队凝聚力。 

 

8. 梦想 IN 社团系列活动陆续开展 

2013 年 11 月 15 日下午于风雨操场，高尔夫球协会邀请了来自上海体育学院高尔

夫专业的同学，对参与者们进行了高尔夫的基础教学。11 月 16 日晚，协会开展了“高

尔夫沙龙”活动。11 月 18 日，几名志愿者参与了于太仓新东海高尔夫乡村俱乐部举办

的“第二届上海市大学生高尔夫锦标赛”，赛事取得了圆满成功。 

11 月 19 日中午，汉服社在一食小广场举行了周氏婚礼的展示。整场婚礼庄重而有

序，展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礼仪文化的传承，带给了大家别样的感动和震撼。 

11 月 19 日，计算机协会举办了别开生面的电竞大赛，参赛选手通过自行组队的形

式以团体为单位参赛。决赛现场决出了各项项目的冠军团队，并由工作人员颁发冠军团

队奖品。 

11 月 21 日，在上海财经大学第二教学楼 509 教室，双语协会举行了“双语协会

之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协会邀请了我校金融学院和国际交流学院的两位日本留学生为

我们做了一场有关日本文化以及留学心得的座谈式讲座，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期两个月的梦想 IN 社团活动持续开展，越来越多的社团参与到校园活动的展示

中来，共同构建多姿多彩的上财校园文化氛围。 

 

9. 脑力激荡 心动营销 

2013 年 11 月 29 日，伴随着晋级队伍的诞生和比赛名次的揭晓，“又一城扬族百

货”杯营销大赛上财赛区的比赛进入尾声。上海财经大学精五门和 Homingday 队成功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晋级，将代表上海财经大学，于 2013 年 12 月 15 日在五角场下沉式广场内参加四校决

赛角逐。 

此次比赛的主题为“心动之 wu”。最大的亮点在于营销理念的更新——“体验式营

销”的理念，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

改变消费行为，并为产品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大赛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正式启

动，在四校同时开展宣传和报名，参与人员包括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四所高校的学子们。 

如今的营销大赛已经不完全是一场专业知识的较量，更是一个大学生们展示青春活

力、创意激情的舞台。比赛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实践知识和发挥才智的平台，更为同学的

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10. 冬夜之火 点燃你我 

2013 年 11 月 28 日晚 7 点，“冬夜之火”上财第九届 HEXED 摇滚音乐节在多功能

厅召开。本次音乐节由我校各支乐队、几位校园内的人气歌手登台献唱，更有同济大学

的磁壳儿乐队与上体的 drummers 乐队前来助阵，可谓阵容强大。在 D-DAY 乐队带来

的《王妃》、《知足》的激情旋律中，本次摇滚音乐节拉开了序幕。校园歌手 rap 之王江

嘉华动感的饶舌、人气歌手吕承祥一曲深情的《不要害怕》，俨然将此刻的多功能厅变

成一个摇滚的王国。随着同济大学磁壳儿一系列摇滚曲目的一一推出，场内的气氛迅速

升温，观众们抛开拘束，围站在乐队周围，共享这个摇滚狂欢之夜。歌唱声、打击乐、

欢呼声，混着交替变幻的灯光，如魔法般让每一个人为音乐着迷，为摇滚疯狂。中间还

有其他乐队和个人的精彩演出。最后整场演出由上体的 Drummers 乐队结尾，拉下帷

幕。 

 

院系风采 

1. 培养国际视野看天下 锻炼领袖才能论世界 

2013 年 11 月 17 日，由会计学院组织部举办的上海财经大学第五届模拟联合国大

会正式会议在白楼一楼报告厅召开。本届模联的主题是“跨国公司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

用”， 旨在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上午 8：00，大会准时召开，共有个十余个

国家出席。各国代表按照点名顺序宣读立场文件，

并提出动议，对相关问题进行磋商。代表们站在

代表国家的立场上阐述观点，就可持续发展的问

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活动结束前，还选

出了最佳口才奖等个人奖项和最佳立场文件奖等

团队奖项。12:30，模联大会英文场正式结束。

下午的中文场模联依然精彩，一次次思维的激烈

碰撞，一次次言语的相互胶着，展示了上财模联人热情、睿智、大气、沉稳的素质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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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的回馈 爱的付出 

11 月 28 日,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举办了感恩节系列活动。整个活动包括：

守护天使、明信片的爱、爱的 KT。本次活动旨在为同学们提供一个机会来表达对每个

爱自己的人的感激之情。 

在“守护天使”的活动中，同学们在感恩节当天通过各种形式守护自己抽签抽到的

人，同时，每个人被一位匿名天使守护着。在“明信片的爱”的活动中，同学们挑选由

生活部提供的精美明信片，并在明信片上写上了对父母以及朋友的感恩节祝福。在“爱

的 KT”的活动中，同学们在白板上写上自己的祝福，拍下照片后发邮件给远方的朋友。 

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同学的参与，让大家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了温暖的感激之情。 

 

3. Be Cos of U 

2013 年 11 月 18 日，上海财经大学信息学院文艺部于多功能厅举办的一年一度

cosplay 主题活动，完美地诠释了“追随动漫，领导青春”的主题。 

 晚会的开场节目是 coser 们带来的舞蹈，灵动的身姿演绎出动人的舞蹈，欢快的旋

律点燃了晚会的气氛；两位主持人从容而不失风趣的报幕，引得在场观众欢笑连连；“疯

狂猜动漫”游戏将活动领向一个小高潮，五组同学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动漫配音节目

选取海贼王中的经典情节，而配音工作者们跌宕有致的声音触动了观众们的心灵；压轴

节目是魔术协会带来的节目“见证奇迹的时刻”，技术娴熟的表演者带来的魔术令人拍

案叫绝。 

部员们也从活动中增进了友谊，加强了团队意识，同时为动漫爱好者献上了一场精

妙绝伦的晚会。至此，“Be Cos of U”主题 party 圆满落幕。 

 

4. 中国心 中国梦 

由经济学院团学联组织部举办的团员代表交流大会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 13:00

在经院 312 拉开帷幕。本次交流会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各班分别以 PPT、视频等

形式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团日活动。 

经济学 1 班在团日活动中开展了以“十八届

三中全会”为主题的班会，并前往敬老院开展爱心

之旅。经济学 2 班开展了“团知识竞赛”、“团歌

齐唱”、等多种丰富精彩的活动，使同学们的爱团

爱党之情在活动中得到了升华。经济学 3 班则通

过草坪游戏的形式体现了“共青团”的青春特色，

映衬了团日活动的主题。而数理经济班围绕“中国

梦”的主题，开展了前往密云学校的爱心之旅。最后，数量经济班以温暖的 PPT 形式展

示出他们对弱势群体的爱心与关怀。 

在各班展示完毕之后，主持人又介绍了上海财经大学入党流程，并呼吁大家积极入

党。最后，各班经过评比，选出经济学 1 班为团日活动最优秀班级。 

通过这次活动，大家都收获了更好的自己与更美的青春，并立志将来为团和党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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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动态 

1. 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发布 

 

【热点回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下同）正式发

布。此次决定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措施。针对高考，将不分文理科，统一考一张卷；

针对医疗，民办医疗机构也将纳入医保定点机构；针对生育，提出单独二胎政策；针对

户籍（制度），政府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针对国企，决定提出以下四点改革

意见：更加明确不同国企职能并增大公益性企业投入、垄断行业要放开竞争性业务、健

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这些改革引起了财大学子的广泛

关注与讨论，也将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上财人说】 

 

“要是高考不分文理科，简直太棒了！现在社会越来越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全面人

才，太多的大学毕业生要么脑子一根筋，要么只会耍嘴皮子，一点实质性本领都没有，

这都是文理过于细化的结果。只有在高中就充分培养大家对文理科同等的重视程度，才

能促进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 

——人文学院大一苑同学 

 

“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范围是一个有建设性、前瞻性的决策。现在的公立大医院

往往是人满为患，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类公办医院可以接受医保，而私立医院的

人却很少，最主要还是因为收费太高。如果民办医疗机构也纳入了医保范围，既可以解

决医院的拥挤问题，也可以促进民办医院的发展。” 

——金融学院大四王同学 

 

“‘单独’二胎政策很不错，现在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如果再不放开计划

生育政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形成很不合理的人口结构。但是，这样的政策执行

起来很有难度，毕竟培养一个小孩的投入实在太大，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所以政府应该

跟进一些后续措施来保障这项政策的顺利实施。” 

——经济学院张教授 

 

“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有利有弊。如果控制人口规模，那么很多外来人员将无法进

入，而大城市的很多城市建设需要他们；如果不控制人口，那么将会导致城市人口急剧

膨胀，对城市的治安、交通、环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不能不对人口加以控制，

总的来说还是要掌握好一个度。” 

——公管学院大二李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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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财大人看“嫦娥三号”奔月 

 

【热点回顾】 

 

北京时间 2 日凌晨 2 点 17 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

箭将中国探月工程二期的嫦娥三号月球探测器成功送入太空，这是中国首次发射空间探

测器登陆月球进行科学任务。嫦娥三号将在太空中经历 13 天的旅程，最终在月球着陆，

并将释放携带的“玉兔”号月球车开展多项科学探测任务。我校师生对此事十分关注，

团委调研部随机走访了校园内的师生，了解他们的看法。 

 

【上财人说】 

 

“我看到了中国航天事业又一次的飞跃，从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到嫦娥系列的月

球探测器，中国人逐步地实现着千年以来奔月的梦想，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月球上也一

定会留下中国人的脚印。” 

——经济学院大一李同学 

 

“中国嫦娥三号探月飞行器的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又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航

天实力。未来世界的竞争是可以实力的竞争，从长远角度看，太空是一块宝地。谁能够

享有太空，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得先机。”  

                                     ——公管学院大二高同学 

 

“自古探头打前站，今日喜看嫦娥三，科技保障冲天起，飞天大梦终有圆。” 

                                   ——人文学院大三苑同学 

 

“一个月球探测器，轰动好大，这说明中国人对登月已经期盼已久了。但是，这仅

仅只是中国人登月的第一步，要想充分利用月球资源，能够在月球上建立自己的科研基

地，实现科技信息共享，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未来，我们的航天工作者依旧

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也希望我们财大的同学可以

尽自己的力为中国的航天世界贡献力量。” 

  ——财大著名校友王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