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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翼杯”校园短剧大赛决赛

献礼百年校庆 传承匡时之魂

2017 年 4 月 6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金翼杯”校园短剧大赛决赛
在创业中心报告厅如期举行。恰逢我校建校 100 周年，各学院排

演剧目均以“匡时魂”为主题，展示了百年上财的兴起、发展与辉煌。

伴随着观众雷
鸣般的掌声，一场
视听盛宴缓缓拉开
了帷幕。信息管理
与工程学院的《梨
园遗恨》体现了一
对师徒在面对日本
帝国主义时不顾生
死的爱国情怀——

“只要万众心不死，
复兴中华也不迟”；金融学院的《1948》别出心裁地采用了穿越题材，
描绘了两个时代的学生间薪火相传的匡时魂；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柳
叶刀》赞扬了医生追求真理、为患者着想的精神；公共经济与管理学
院的《碰撞》通过一场对“匡时魂”的讨论，说明了大家对于“匡时魂”
的不同理解；统计与管理学院的《超级英雄修炼手册》以一个不被理
解的人的一生，反映出了真英雄的高大形象；经济学院的《心目电影院》
塑造了一个家庭苦心经营的电影院，表达出承匡时之志的崇高理想；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四海同心》则展示了世界各地的上财学子同样
的匡时理念。

经过评委们激烈的讨论和评分，最佳剧本被统计学院的《超级英
雄修炼手册》摘得 ; 荣获最佳男女主角的分别是经济学院的肖琪瀚和熊
欣悦 ; 工商学院的亓宗亘、统计学院的龚耶涵则分别获得最佳男女配角
的称号。最后，各学院的比赛成绩在一片欢呼声中揭晓：获得三等奖
的是金融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和统计与管理学院，荣获二等奖
的是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和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拔得头筹的是经济学
院。晚 8 点半，“金翼杯”校园短剧大赛在现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
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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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后勤体验日”活动

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

2017 年 4 月 8 日， 由 上 海
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

“后勤体验日”活动如期举行。
这一天，同学们来到图书馆、寝
室、校门岗亭等处，亲身体验了
后勤人员日复一日进行的、平凡
而伟大的工作。

清晨，同学们来到图书馆体验早间清扫工作，清扫昨日的垃圾、
归类摆放昨夜的遗忘物品、整理凌乱的桌椅。上午，大家开始了“寝
室体验之旅”，与认真负责的宿管阿姨一起进行宿舍卫生检查。下午
两点整，同学们由保安叔叔带领，在学生中心门口将一排排自行车摆
放整齐。随后，大家又前往武川校门，为往来人员收发电动车通行卡。
傍晚，同学们又一次回到图书馆，在老师的带领下，体验书籍摆放和
总借还台的工作。

古语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校园生活的一
点一滴都离不开后勤人员的辛勤付出。通过本次“后勤体验日”活动，
同学们近距离体验了后勤工作，明白了学校的正常运营不仅由师生维
系，更饱含了无数幕后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

团学联动态

2

4/8



团学联动态

3

“新时代团员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主题演讲比赛

毅勇果敢以强作为 厚德博学以匡时魂

2017 年 4 月 10 日晚，由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办、上海财
经大学学生联合会承办的“一学一做——新时代团员青年的责任

与担当”主题演讲比赛在创业中心报告厅如期举行。校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曹东勃老师、校团委书记沈亦骏老师、校学生处思想教育科科长
孙传通老师、校语言文字委员会柳鲁宁老师出席并担任此次演讲比赛
的评委。

代表学院参赛的十三位选手秉持着承五四先驱者“毅勇果敢以强
作为”的精神，各抒己见，挥斥方遒，展雄韬伟略之鸿筹，舒少年俊
杰之豪情，展示了新时代的上财学子“厚德博学以匡时魂”的气度与
风采。选手们的青春正能量也鼓舞着在场同学继往开来，承匡时之志。
每当一段精彩的演讲结束，现场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评委评价
环节，曹东勃老师表达了对同学们演讲水平的认可并表达了希望同学
们鼓足干劲的期盼。最终，周钰云、王佳昕、钟宛霖同学获得三等奖，
侯心蕊、苏炫荣同学获得二等奖，饶馨怡同学一举夺魁。

 “莘莘上财学子，济济九州人才”，本次演讲比赛弘扬了“爱国、
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讴歌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
荣之路。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继往世之厚德载物，开当代之匡时之魂，
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成为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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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至第一百零四期
“甲申讲坛”

追往昔幻梦 开来日宏图

2017 年 4 月 10 日， 第
一百零二期“甲申讲坛”

在上海财经大学武东校区第九
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来自复旦
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的丁纯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
场以“欧洲一体化六十年——
成就、挑战和前景”为题的讲
座。丁教授为我们展示了欧洲委员会主席容克对英国退欧后欧盟的未
来展望——差异化一体化是欧洲的必然选择。丁教授指出容克的发言
实际上是承认了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可能出现倒退。丁教授的讲座具
有高度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使同学们对当代国际形势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提高了我校学子的国际政治素养。

2017 年 4 月 11 日，第一百零三期“甲申讲坛”在我校创业中心
报告厅如期举行。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
场以“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对现有职业的冲击”为主题的讲座。高教
授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冲击着现有职业的就业形势，只有不断
创新才不会失业，同学们应做好职业规划，在科学领域不断创新。高
教授高瞻远瞩的视角为同学们揭示了人工智能发展对现有职业的深刻
影响。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全面体会了用创新创造价值的含义。

2017 年 4 月 12 日，第一百零四期“甲申讲坛”在我校武东校区
第十一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来自同济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的刘富强
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以“创新创意和创业：从信息技术的创新开始”
为主题的讲座。刘教授用数据说明，中国学生在“创意”方面极具创
造力，但急需解决的是“创意”如何与“创新”结合、进而形成“创业”
这一商业化的发展的问题。刘教授指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技术
需要创新，技术创新更需要创意，而创意的激发，往往需要跨学科跨
领域的合作。刘教授运用很多实例和丰富的视频为同学们讲解了从信
息技术方面出发的创新思考，本场讲座在他的讲解下愈发生动深刻。
这场以“创新”为主旨的讲座使同学们对创新与创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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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校园文化节”开幕式

春风十里 纷至沓来

2017 年 4 月 11 日中午，上海财经大学“校园文化节”开幕式在一
食小广场如期举行。上海财经大学樊丽明校长、校党委陈宏副书记、

刘兰娟副校长、蒋传海副校长、姚玲珍副校长及各职能部门领导嘉宾
莅临现场，出席了本次开幕式。

开幕式伊始，学生联合会部长团演绎了一曲舞蹈节目，瞬间点燃
了现场的气氛。他们灵动的舞姿与富有节奏感的舞曲相映衬，彰显了
春天的生机勃勃，也为整个校园文化节的主题“春”奠定了基调。接
下来，樊丽明校长宣布校园文化节正式开幕，并为校园文化节主题徽
标揭幕。到场的各位嘉宾用语言和行动表达了对校园文化节的祝福以
及对后续精彩活动的展望。随后，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沈嘉
祺向同学们解读了校园文化节主题“财华百年恰逢春”，并介绍了“春
水初生”、“春林渐盛”、“春晖永熠”三个板块，传达了学生联合
会一直坚持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也表达了对校园文化节后续活动的
期待。

伴随着吉他社、武术协会的表演和十大歌手的演唱，开幕式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节系列活动
将继续开拓同学们的视野，提升大家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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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一做·与团学骨干谈担当”
主题讲座

纸上得来诚可贵 躬行做事价更高

2017 年 4 月 11 日晚，由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主办，上海财
经大学学生联合会承办的“一学一做·与团学骨干谈担当”主题讲

座在会计学院 109 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共青团上海
市委员会学校部部长徐速老师担任主讲嘉宾。

讲座伊始，徐速老师从一个物理学的简单概念引出当代知识青年
为什么要学习“一学一做”，并且希望同学们能够成为优秀的共青团
员，做到勤劳、勇敢、智慧。而后，徐老师用“像”、“思”、“新”
这三个字对“担当”做出了概括，并盼望同学们能养成独立思考问题
的好习惯。讲座期间，徐老师还穿插了一些对近期热点事件的评价和
对优秀作品的介绍。在最后的现场提问环节，徐老师就网络平台信息
的可信度和人民民主选举方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学们感触颇多、
受益匪浅。

晚八点半，讲座在现场潮水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徐速老师深入
浅出的讲解加深了同学们对“一学一做”认识，有助于大家在今后的
工作生活中能更好地理解、领悟、践行青年团员的“担当”精神。

4/11

团学联动态

6



团学联动态

7

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划”内训

内训来袭 光影相约

2017 年 4 月 5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人才培养计划”
第一场内训在国定校区第二教学楼如期举行。本次内训邀请到了海

光摄影协会社长何姝娴、副社长胡祉民向同学们讲述“摄影与后期基
础技巧”。

首先，胡祉民同学向大家介绍了基本摄影相关知识及理论，包括
相机的基本参数、可调参数以及他们的关系和最佳参数设置。随后，
他讲解了摄影器材的使用方法，指出手机拍摄的禁忌。此外，他还谈
到了如何购买自己心仪的相机。最后，何姝娴同学教大家如何修改照片，
并展示了海光摄影协会的部分优秀作品。

本次内训使同学们学习了摄影的知识与技巧，激发了大家对摄影
的热情，鼓励大家拥有以摄影为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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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期“SUFE 如师说”

广泛阅读 助力成长

2017 年 4 月 11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一期“SUFE 如师说”荐
书专场第二场第在武东校区第八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

邀请到了法学院的曾坚老师和陈芳老师，向同学们推荐一些经典书目。

讲座伊始，曾坚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马克斯·韦伯，推荐了他的两
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并就书
中重点阐述的思想进行了举例说明。随后，曾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新教
伦理和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并讲述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接下来，陈芳老师讲述了她的成长轨迹和与心理学结缘的契机，并推
荐了一本心理学书籍《少有人走的路》。陈老师由法律上的错案追究
制讲述到了人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体，并表达了立法需要考虑人性中
的感性的立场。最后，陈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有关婚姻法的若干问题，
并剖析了人类本性的复杂性。

两位老师们推荐的书籍曾对她们的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们希
望这些著作也能对同学们的人生起到指引作用，帮助同学们成就更加
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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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数学金融人”讲座

明未来银行业 做合格金融人

2017 年 3 月 28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团学联主办的“数
学金融人”讲座在红瓦楼三楼小礼堂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请到

了我校 2001 级校友、数学学院首届毕业生、民生银行自贸区分行业
务管理部门副总经理胡丹学姐向同学们分享她对“银行业的发展与银
行职业规划”的思考。

讲座伊始，胡丹学姐首先回忆了在财大的学习生活，随即引入了
银行业现状这一话题。她指出，银行目前扮演了“尴尬的垄断者”的角色。
接着，胡丹学姐归纳了银行业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并点明了银行业
如今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未来，胡丹学姐肯定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
并向同学们讲述了进入互联网时代后银行业发展差异化、特色化、全
球化、智能化的大趋势。最后，学姐针对同学们最关注的问题作出了
解答，肯定了证书的必要性，提醒同学们要顺应经济规律，并殷切嘱
咐大家们应当主动承担责任，通过吃苦获得成长，做一个充满正能量
的青年。

胡丹学姐的讲座氛围轻松，例证丰富，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互联网
时代下银行业的发展与银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问题，并援引国内国际
各大银行公司、各种经济现象的实例，阐明了对银行未来发展趋势的
评估，使同学们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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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风采

8



学院风采

9

会计学院“揭秘企业的收购与兼并”
讲座

探寻金融市场 揭秘企业并购

2017 年 3 月 29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会主办的“揭秘
企业的收购与兼并”主题讲座在第十二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场讲

座的主讲嘉宾是曾在安永担任企业重组与兼并顾问的朱苏宁教授。

讲座伊始，朱苏宁教授从他丰富的工作经验出发，首先指出公司
战略的出发点是实现企业增长。随后，朱教授重点解析了企业内生增
长的优势与缺陷。接下来，朱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并购的一般流程并
为大家解读并购的最大挑战——企业估值的不确定性。此外，朱教授
讲解了收购主体的选择、融资规划、政治风险、经营范围与公司治理
原则等不同方面的并购要素。

同学们在本场讲座中了解了更多关于企业并购运作方式的知识，
对企业收购与兼并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更为深入的思考。

3/29

金融学院与经济学院“金经交流大会”

久别重逢 再续前缘

2017 年 3 月 31 日晚，一年一度
的“金经交流大会”在上海财经

大学经济学院楼如期举行。金融学院
学生辅导员王昕程老师、经济学院学
生辅导员崔士超老师和两院团学联成
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大会开始后，经济学院团学联主席刘沛桥和金融学院团学联主席
史雨帆分别致辞，他们均对两院同学之间深厚的友谊表示赞赏。随后，
两院团学联部长团向大家介绍了各自部门建设与活动举办的成果。最
后是游戏环节，两院的同学们通过趣味性十足的小游戏互相熟悉，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交流会现场的沟通氛围具有无与伦比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每一位到场同学。通过本次交流会，两院团学联彼此学习、共同进步，
结下了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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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济财互访”活动

济遇四月 财知是你

2017 年 4 月 8 日， 由 统 计
与管理学院团学联主办的

“济财互访”活动如期举行。

下午一点，参加活动的同
学们陆续来到上海财经大学国
定校区教育技术中心前的草坪
开始破冰活动。随后，同学们便开始定向越野：从新食堂到学生中心，
从复建老校门到武川游泳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充斥着整个校园。接
下来，大家乘车前往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瞻仰了毛主席雕塑后，同
学们来到樱花大道。正值同济“樱花节”，大道上樱花盛开，恰如人
间仙境一般。最后，大家在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楼前合影留念。

经过短短几个小时的交流活动，原本素昧平生的两校同学迅速相
知、熟识，并收获了难忘的美好回忆与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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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 FBC 视频听译大赛
初赛

承口译精神 做优秀人才

2017 年 4 月 11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外文
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外文学院、同济大学外文学院、上海外国语大

学英语学院共同举办的 FBC 视频听译大赛初赛在国定校区第二教学楼
如期举行，我校外国语学院的老师担任评委，根据选手们翻译的准确
程度进行评分评奖。

本次比赛共播放两个视频，英文版视频选自电影《年轻的教宗》，
中文版视频则选自电影《唐人街探案》。在比赛现场，选手们信心满满、
奋笔疾书。由于视频播放时间较短，许多同学采用了用铅笔简列要点、
再用签字笔誊抄的方式高效率地完成比赛。

最终，黄天慧、廖可欣、杨佳琪、曾虹、潘薏如等同学成功晋级，
取得了进入决赛与其他高校选手进行角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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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社交网络讲座

社交万里 网络天下

2017 年 4 月 12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团学联
主办的“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交网络”主题讲座如期举行。本次讲座

的主讲嘉宾是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的韩潇老师。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的挑战已然势不可挡，数据挖掘、
文本分析、社交网络分析等领域将会需要更多的人才。讲座伊始，韩
潇老师与同学们一同回忆了数据分析的相关知识。随后韩老师用微信，
Facebook，人人等大家常用的社交网络平台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讲座的
主题——社交网络。接下来，韩老师为同学们介绍了社会学家对社交
网络的定义：社交网络是由某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
系统。最后，韩老师强调，社交网络应以人类社交为核心，以帮助人
们建立互联网关系为目的。

本次讲座加强了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的同学们对自己专业的了解，
培养了同学们对其专业的热爱之情，激发了同学们的创新意识。同时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以学为乐、学以致用，从容地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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