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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九期创新创业大
讲堂

资深投资人 带你看创业

2017 年 11 月 8 日，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九期创新创业大讲堂——《从
资深投资人的角度看创业》在国定路梯一如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

到王岩、韦海军、郭为三位成功的创业者担任主讲人。

首先，韦海军引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鼓励创业者坚守做
人的底线，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其后，郭为以自己创业经历为例，指
出创业需要三思而后行，不要轻易开始也不要轻易结束。最后，王岩
告诉同学们要主动读书，关心科技创新，培养获取信息和做出决策的
能力。

本次讲座是同学们创业生涯中的“第一课”，希望他们不畏创新
创业的艰险之路，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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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体育影像节”征集
活动

体育之美 与你共赏

2017 年 10 月 17 日起，作为“百年校庆”献礼的一部分，“体育
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体育影像节”面向全校征集展现体育精神、

运动风采的影像作品。

作品征集时，适逢新生杯、新秀赛、各种校级联赛，同学们踊跃
投稿，涌现出极多优秀的摄影作品，使人深切感受到财大学子对体育
的热爱和对体育精神的不懈追求。同时，校学联体育部在距“百年校庆”
一月之际，开启倒计时推送活动，每天精选一张照片配以文字，以微
信推送的形式，为校庆献礼祝福。

本次征集活动，也征集到许多珍贵的老照片，记述财大历史，是
财大人心中的永远磨灭不了的体育精神的见证。征集活动结束后，体
育部将选出精美照片制成影集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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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四大团“匡时礼赞”
百年校庆文艺晚会表演

吟匡时礼赞 诉百年情怀

2017 年 11 月 18 日晚 19:00，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匡
时礼赞”在大学生艺术中心如期举行。我校党政领导，国内外高校

来宾、校董会校董代表，海内外校友代表，离退休老同志及在校师生
出席本次晚会。我校舞蹈团、民乐团、话剧团及合唱团献上精彩表演。

晚会伊始，话剧团演员用生动的肢体情景表演将在场的观众带入
上财百年的历史洪流中。第一幕“如歌岁月”中，舞蹈团带来赵宁老
师的原创情景舞剧《野火春风》。野火无情，青春难尽。同学们用激
情澎湃的表演，展现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学子为祖国沦陷而悲愤交加，
奋勇抵抗的故事。

晚会第三篇章“世纪荣光”以民乐团与乐团老校友合奏曲目《丝
绸之路》揭幕。其演奏悠扬苍凉、旷远辽阔，仿佛令人领略到古丝绸
之路的黄沙漫漫、驼铃叮当。随后，话剧团校友代表与在校学生带来
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声声入耳，感人肺腑。
伴着合唱团动人的《共铸荣光》校歌合唱，我校百年校庆文艺晚会落
下帷幕。

匡时百年，风雨兼程。我校四大团的演出为百年校庆添上华美一笔，
诉说百年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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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学者 学问 学派”
论坛第六期

析博学之理 赏金融之美

2017 年 11 月 22 日晚 6:30，“学者 学问 学派”论坛第六期——《行
为金融学——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和实践》讲座在创训

中心顺利举办。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我校期刊社社长、“上财金融创
新团队”主要负责人之一、金融学讲席教授陆蓉担任主讲嘉宾。

陆教授通过“好公司的股票就一定好吗？”引入话题，由此介绍
行为金融学领域获得的三个诺贝尔奖及其相应的理论。随后，他分四
个板块详细展开本次诺奖得主的成果。最后，陆教授推荐了相关的书
目与资料，以供同学进一步参考与了解。  

通过本次讲座，同学们对最前沿的经济学成果有了更为清晰的了
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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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一期“甲申讲坛”

行稳志远 梦想成真

2017 年 11 月 23 日晚 18：30，第 121 期甲申讲坛在上海财经大
学生会计学院 109 室如期举行。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学院院长

葛颖恩教授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主题，和同学们展开关于自动驾驶
汽车的现状和前景的讨论。

首先，葛教授评价了自动驾驶的意义和价值，并说明现阶段自动
驾驶车辆的发展受到安全性、责任界定问题、成本问题的制约。随后，
葛教授与同学们进行互动交流，既从客观上分析目前自动驾驶汽车的
难操作性，也从主观角度分析现状。

晚上 20：30，本次甲申讲坛落下帷幕。葛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
加深同学们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认识，培养同学们着眼世界、面向未来
的胸襟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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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志愿服务活
动

百年财华隽永 今朝志者会同

2017 年 11 月 18 日，百年校庆拉开帷幕，校庆志愿者工作也在有
条不紊地开展。志愿者服务中心分别在五月与十月进行了两次志愿

者招募，并于十一月完成了对一千五百余名志愿者的配岗与培训工作。

校庆当日寒风刺骨，却没有冷却志愿者们的热情。接站志愿者早
早动身，前往机场与地铁站迎接不远千里归来的校友；讲解对接志愿
者将学校每一处建筑的介绍词反复背诵、熟稔于心；岗亭志愿者接连
数小时站在岗亭中，为校友指引方向，答疑解惑；总队负责人往返于
各个岗亭，进行人员的签到与考勤……

志愿者们在自己的岗位辛勤付出，为学校的百年诞辰贡献出自己
的一份绵薄之力。

岁月沧桑，弦歌不辍。校庆志愿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隽永
的财大情，展现着永恒的财大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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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摄影沙龙

聚焦摄影比赛 捕捉上财风光

2017 年 11 月 2 日 18：30，由经济学院信息部举办的摄影沙龙在
经济学院 511 如期举行。中国图库签约摄影师、苏州锐景图库签

约摄影师、曾在色吉娘姆工作室担任摄影师的海光摄影协会特邀嘉宾
黎昌鸿及获奖选手出席本次沙龙。

沙龙伊始，特邀嘉宾黎昌鸿介绍其摄影经历，并鼓励同学们不忘
初心，坚守理想。随后，嘉宾为一等奖获得者牙迪卡尔和二等奖获得
者王金钰颁发奖品，并合影留念。最后黎昌鸿向同学们讲解评选思路，
指出作品中亮点及不足，并进行答疑。

本次摄影大赛为有摄影爱好的同学提供展示的平台，同时引导
和鼓励同学们用眼睛去发现上财之美，用镜头记录上财故事，为上财
100 岁生日献上一份影像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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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2017 年“走进法院”活动

观法之神圣 仰法之威仪

2017 年 11 月中旬，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走进法院”活动顺利开展。
本次活动邀请到曾坚和陈芳两位老师担任嘉宾，法学院 2016、

2017 级学生参与其中。

本次活动共分为两次举办。第一次活动由 11 月 8 日的庭审旁听
及 11 月 9 日的反馈沙龙组成，同学们进入法院大厅旁听并且交流行
政庭案件。第二次活动于 11 月 14 日开展，同学们走进杨浦区人民法院，
旁听民事案件。

本次活动旨在让同学们亲临法律一线，了解法院的工作，明晰司
法职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丰富心目中的法律以及法律人形象。通
过本次活动，同学们能更深刻体会到法院的运行模式以及作为法律人
的职责，对法学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

11/14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Wild7 比赛

躁动的音符 激扬的青春

2017 年 11 月 21 日，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Wild7 决赛在上海财大豪
生大酒店巴黎厅如期举办。

上海财经大学校合唱团指导老师张天、研究生辅导员沈芳、国际
工商管理学院主席团、入围决赛的 14 名选手以及工商学院的同学们出
席本次比赛。

晚上 18:30，活动正式开始。本次比赛分为五个主题，分别是：“童
年时传来的歌声”、“中学时单曲循环的歌曲”、“爱情那些事”、“迷走、
青春、热血”、“2016Top5 榜单”。各选手表演完成后，张天老师
提出专业点评，并承诺为所有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版录制歌曲的机会。
最终，B 组以总票数的微弱领先优势获得第一届 Wild7 歌唱比赛冠军，
赢得奖金 777 人民币。

本次 Wild7 比赛为明年校园十大歌手选送优秀选手，增进同学们
相互间的友谊，愿新的一年团学联的活动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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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国模经验交流会

汇璀璨财智 育数模人才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下午，数学学院数学建模国模经验交流会在第
二教学楼 301 如期举行。出席本次交流会的嘉宾有金融数学与金

融工程博士生导师陈启宏、数学学院的数学建模竞赛指导老师董程栋、
荣获 2017 年国赛国家二等奖的四位同学以及各个学院的百余名学生。

首先王显仪与李怡婷两位同学从赛前组队、知识储备、状态调整
三个方面介绍优秀论文的必要因素。接下来张昊晨同学详细讲解团队
合作的细节。随后崔倩倩同学分享自己对于今年题目的处理。最后两
位导师也提出宝贵建议并解答同学们的疑问。

本次交流会加深同学们对数学建模竞赛的了解，为其日后参赛奠
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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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惊世音财”配音大赛

经声之音 惊世之闻

2017 年 11 月 26 日，由人文学院主办、数学学院协办的“惊世音
财”配音大赛决赛于大学生活动中心 A301 顺利举办。上海财经大

学人文学院讲师唐齐昉、蒋诗萍、赵丹、人文学院团学联主席宫潇骁、
分团委副书记王威、数学学院团学联主席罗依然担任本次大赛评委。
经过初赛选拔，有十组选手进入决赛。

大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自选片段配音，选手们用中文、英
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带给观众震撼的配音表演。第二部分是由选手抽
选片段，现场即兴配音，虽有一些小失误，但都出色地完成了配音任务。
经过评委打分和现场观众投票，最终周玥辰同学获一等奖，丁科文、
张可获二等奖，孙欣怡、邵明哲、高詹子慧获三等奖，由评委老师进
行颁奖。

本次配音大赛让选手们用声音诠释世界，感受配音乐趣，也让听
众享受到一场听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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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3 日晚六点，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与同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共同主办的 “吸血鬼与吸血鬼猎人”联谊派对隆重

拉开帷幕。

破冰环节中，每位参与者收到写有十六种特征的 4×4 方格纸，并
向符合特征的人员索要签名。之后，参与者们便面对面轮流进行两两
交流。随后，活动进入十人游戏环节，参与者们进行“定时炸弹”和“传
气球”的游戏，整场的气氛推向高潮。最后的二人环节里，在此前两
两配对的搭档拿到了属于自己身份的结局卡片，并进行合影留念。

两校同学们在本次联谊活动中不知不觉变得熟络，交流思想 , 协
作游戏，增进彼此间的感情，两校间的友谊也因此加深。

会计学院“吸血鬼与吸血鬼猎人”
联谊派对活动

“财”情四射 “济”流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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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义心向黔”义卖
活动

义心向黔 以爱为伴

201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统计与管理学院“义心向黔”爱
心义卖活动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

本次义卖总善款达 1483.10 元，将全部用于贵州遵义县玉溪中学
和民族中学贫困孩子们的配镜活动，资金情况将在“上财研支团”微
信公众号进行公示。

活动前期，志愿者部通过推送预告和征集活动，得到积极响应并
征集到大量闲置物品。活动当日，部员们尽力宣传，财大师生在了解
贫困孩子处境后纷纷慷慨解囊，为贫困孩子贡献爱心。义卖结束后，
志愿者部将及时安排后续的义卖款使用工作，并及时发布款项使用情
况，使得义卖活动透明化和公开化。

本次活动凝结了学生们对贵州遵义县玉溪中学和民族中学贫困孩
子们的关爱，相信他们会有更美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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