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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院系风采 青年动态 

一.校合唱团成功举办音乐沙龙活动 

 二.舞蹈团十一周年专场演出于多功能厅开展 

 三.我校学生组织分别举办受聘大会 

四.团委志愿者总队导医志愿者工作开展 

 

一.财大人看自贸区 

 

 

一.外语学院开展男女寝室互访活动 

二.金融院举办“牵手上海”志愿者文化分享会 

三.工商学院开展志愿者宣讲会 

 

五.上海财经大学甲申讲坛第三十期顺利举办 

六.上财创行团队跻身全球八强 

七.我校学生在挑战杯决赛中夺取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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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学联简讯 
 

1. 琴诗曲艺 歌赋雅乐 

2013 年 9 月 23 日晚七点半，“琴心和韵”钢琴四手联弹专场音乐沙龙在上海财经

大学学生中心 B401 举行。 

李论、俞彦捷、陆倍文、韩思敏等数位

优秀的青年钢琴演奏家倾情演出，为大家带

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他们配合默契，琴技高

超，展现了古典音乐的无限魅力，为身在校

园的同学们创造了与高雅艺术亲密接触的

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我校 2013 级金融学

院的周佳康同学作为特邀嘉宾也参与了这

次音乐沙龙的演出。一曲铿锵有力的《匈牙

利狂想曲》第六首，一气呵成，展现了上财

学子的艺术风采。在欢快的《动物狂欢节》中，本场音乐沙龙宣告尾声。沙龙结束后，

演奏家们也与热爱音乐的同学们进行了密切交流，对音乐的热情消除了所有的距离和隔

阂。 

“艺声有你”系列音乐沙龙将会每月举办一次，今后会以更多的形式和主题为上海

财经大学的学生们呈现优美的音乐，为财大的校园增添更多艺术的活力。 

 

2. 永远的舞团 不变的真情 

10 月 13 日，“DANCE LIKE NO ONE IS WATCHING”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舞蹈团

11 周年小专场演出暨新老团员交流会在国定校区多功能厅顺利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团

委副书记沈亦骏老师、艺术团指导老师潘明磊老师、舞蹈团指导老师赵宁老师以及各位

舞蹈团的前辈们受邀出席了本次活动。晚会由传承、融合、展望三个篇章组成。晚会核

心的舞团花由 11 片分别贴有舞团灵魂元素的花瓣组成，对应了舞团发展历程中的 11

载春秋岁月，以及本场演出中的 11 支舞蹈。本次小专场演出凝聚了舞蹈团三届成员的

共同力量，在呈现精彩演出的同时，亦加强了舞团新老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增强了成员

间的凝聚力。小专场联系了舞团的过去与现在，勾勒出了舞团璀璨的未来，显示出同学

们丰富的课余生活与多方面的发展，更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独特而富有魅力的青春活力与

多姿多彩的艺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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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9 月末以来，上海财经大学 2013~2014 年度校级学生组织受聘大会分别举行。学

校团委老师，各学生组织书记助理团及主席分别出席各学生组织的受聘大会。 

在主持人的介绍过后，团委老师及学生组织代表分别上台致辞，他们用各自的方式

勉励了大家。随后，部长们对各自的部门进行了介绍，让各学生组织成员深入了解了各

部门的职能。每个部门介绍结束后，该部门干事会进行丰富多彩的表演，充分展示了部

门的青春活力。其后，受聘代表们也分别发表了受聘感言。 

最后，上海财经大学各学生组织受聘大会在均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落幕。校级学生

组织有了新鲜的血液，将为校园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4. 医者仁心 付诸我爱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午，随着导医志愿者培训大会的结束，上海财经大学团委志

愿者总队所开展的导医志愿者招募与培训工作就此告一段落。 

从 9 月 25 日开始，上海财经大学团委志

愿者总队就开始在绿叶步行街摆摊，现场招

募上海肺科医院导医志愿者，前来询问、报

名的同学络绎不绝；并经过筛选，最终确定

了入选志愿者名单。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午，志愿者总队进

行了导医志愿者培训大会。主讲老师是上海

肺科医院的阮医生。主持培训的是部员王瑞。

台下的准志愿者们都认真听讲，不时做笔记。 

虽然导医志愿者的招募与培训工作结束了，但是导医志愿者的志愿工作才刚刚开始，

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导医志愿活动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5. 畅谈人文情怀 燃我炽热青春 

2013 年 10 月 16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甲申论坛第三十期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

授许纪霖来校做了一场以“大学生的四个 Learn”为主题的人文讲座。本次甲申论坛由

解放报业集团《讲刊》杂志、上海财经大学团委、上海移动团委联合举办。 

道古今人格之教育，谈中外文明之发展，许教授论述大学生的四个 Learn,即 Learn 

to learn，Learn to be，Learn to do，Learn together,并进一步解释为“学会学习、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相处”。 在许教授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的这四个 Learn

正是大学生成为时代领袖的必修课，凡是有年轻一代的地方，无不上演着这四场人生征

途。“大学者，贵在大师也，而非大楼也。”许教授引经据典，纵横古今，对当今大学教

育的误区逐一批判，对博雅之士大加推崇，言语间尽显大师风范。 

两个小时的讲座里，同学们从许教授身上学到了什么是人文情怀，什么是儒雅气质，

什么是成为博雅之士的必备要素。最后许教授还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为上财

学子书写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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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财创行征战 跻身全球八强 

2013 年度 Enactus（创行）世界杯当地时间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在墨西哥坎

昆举行。中国站冠军——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创行队（以下简称“上财创行”）凭借利

用废弃咖啡渣培育可食用菌菇并进行销售的

“咖啡绿植”代表中国参加本次 Enactus 世

界杯，与来自全球 33 个国家的冠军团队同

台竞技，最终在半决赛中以小组第二的成绩

成功跻身全球八强。 

在 2013 年度创行世界杯期间，我校创

行团队指导老师还参与了全球文化展、指导

老师交流论坛、世界杯赞助商展会、思想领

袖论坛、当代企业家对话未来领袖论坛一系

列多元化的圆桌讨论环节，形式丰富多样，充分交流大学生创新团队的发展理念与团队

管理经验。 

此次世界杯比赛交流行程让我校创行团队获益匪浅，通过展示自身项目及团队，和

高水平团队交流项目经验，为我校创行团队征战明年的世界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7. 挑战落幕 梦想起航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全国决赛在苏

州落下帷幕。由我校金融学院 2011 级本科

生徐赫、孙世龙、史泽峰同学合作完成的作

品《走向高质量的中小农场——对我国农业

适度规模经营的回溯、调查与前瞻》荣获全

国三等奖，同时荣获“交叉创新奖”三等奖。

由我校金融学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刘沛同

学，在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三等奖作品

的基础上，继续深化研究后完成的作品《创

意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体

验消费类集聚区为例》荣获本届“累进创新奖”银奖。 

本届“挑战杯”我校共征集到申报作品 86 项，共有 5 个作品分获上海市级竞赛奖

项，在近一年的培育和遴选中，参加本届“挑战杯”的作品得到了来自各学院、部门的

关心支持和广大教师的热心帮助。本次获奖作品也得到了我校“千村调查”项目组的大

力支持，得到了田国强、曹啸、刘莉亚、叶海春、黄峰、吴方卫、许庆、赖涪林、林立

国等老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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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风采 

 

1. 换位体验 共享温馨 

2013 年 10 月 11 日，一年一度的上海财经大学“寝室互访活动”如期举行，外语

系的同学们在这天互相访问彼此寝室，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本次寝室互访活动

采取男女生互相参观彼此宿舍的形式，让寝室环境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展现在异性同学

的眼里，以此来增进异性同学间的交流与了解。 

当天下午，男女生们先是互相参观，对彼此的宿舍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接着便聊

了起来，有的还玩起了提前准备好的桌游卡片，通过游戏的形式让大家放下拘谨，畅快

沟通，好似一场欢乐的家庭聚会，满是温馨与融洽。对于本次活动，同学们都表现得十

分积极，早在前一天就开始了寝室卫生大扫除，将寝室整理得整洁有序，并预先备好了

零食饮料等食品和防止冷场的话题等待访客的到来。 

本次活动丰富了我系同学的课余生活，也提醒了同学们更加注重寝室文化建设和生

活环境改善。大家虚心地接受了来自异性不同角度的评价和建议，并在沟通中加深了对

异性同学的认识与了解，让外语系越来越成为一个温暖团结的大家庭！ 

 

2. 弘扬志愿者文化 推进公益精神 

10 月 14 日晚 18:30，金融学院志愿者部于国定梯一教室举办“牵手上海”志愿者

文化上海财经大学分享会。本次分享会邀请了来自“牵手上海”组织中负责个人志愿者

团队的 Andi 和周于蒨女士为同学们带来精彩演讲。 

宣讲会的初始，Andi 女士为现场的同学

们播放了一组短片，展现了 HOS 的风采，接

着用生动幽默、激情洋溢的演讲和友善真诚的

笑容为现场营造了活跃、轻松的氛围。。Andi

女士生动真实地为我们讲解志愿者的含义、活

动的意义和志愿者的精神。Andi 女士还请上

同事周于蒨女士向同学们介绍了成为注册志

愿者的具体流程及注意事项，让热心的同学们

对志愿者活动的细节问题有了更加深刻认识。 

分享会虽然结束了，Andi 女士的一席话却久久萦绕在脑海中。相信在场的同学们

在今后的志愿者活动中不仅能收获一份志愿社会的责任心，更能体会到给予和奉献的快

乐，最终领会志愿者精神的深刻含义。 

 

3. 理性关爱 快乐公益 

2013 年 9 月 24 日周二中午，Y&V 志愿者部谨遵“理性关爱，快乐公益”的理念，

为了给更多热心公益的同学提供一个奉献爱心的平台，也为了为 Y&V 志愿者部注入全

新的力量， Y&V 志愿者部开展了这次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部员们热情洋溢的向路人发放传单，引来了大批路人。站在桌子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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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员和部长们耐心的为前来咨询的同学们解释项目，现场火爆，开启了绿叶步行街的小

高潮。活动后，统计报名人数，整理报名者资料并安排好了面试。 

这次总宣传活动使部员们学会了团结，分工和互相协调，体会到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同时，调动了大量校内同学的积极性，不仅为 Y&V 志愿者部起到宣传作用，也为志愿

者招募活动起到鼓舞作用。 

 

上财青年动态 
 

1. 财大人看自贸区 

 

【热点回顾】 

 

上海自由贸易区，全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于上海市，同时也是中

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2013 年 9 月 29 日，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该贸

易区以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为核心，辅之以机场保税区和洋山港临港新城，实施政府职能

转变、税收政策、金融制度、贸易服务和外商投资等多项改革措施，并将大力推动上海

市转口、离岸业务的发展，将在金融、航运、商贸、文化及社会服务等领域发挥作用，

促进经济增长，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此事引起了上财老师和同学的强烈关

注，团委调研部为了解我校师生的观点，在新浪微博、人人和微信等网络平台发起了“上

海自贸区成立，你最关心啥”的有奖投票活动。 

 

【众说纷纭】 

 

“我更看重自贸区的成立对未来就业的影响。各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入驻，会给

财经类人才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希望四年后我能在自贸区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经济学院某大一新生 

 

“我比较关注创业问题,因为我觉得自贸区是个很大的市场，机会很多，我希望以后

可以在自贸区里寻找一些赚钱的商机。”  

                                     ——学校的创业先锋殷正鑫同学 

 

“如果对于经济来说自贸区发展首先带动的是港口，银行，金融，像货币自由贸易

和免税，自贸区带动经济么，三、五年看不出来，但是我预测 2015 年就是中国的路易

斯拐点了，所以比较关心消费，因为届时消费会是一个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向。” 

                                            ——职场达人徐野 

 

“我比较关注自贸区的尝试能否成功。我注意到主推这个项目实施的李克强总理并

没有出席开幕式，而且最初的提案和最终的负面清单有许多出入。这里面可能反映出来

一些问题。所以我比较关心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 

  ——外语系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