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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期“艺术沙龙”活动

申城情怀 源远流长

2017 年 4 月 18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七期“艺术沙龙”活动在国
定校区第三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艺术沙龙邀请到民谣吉他唱作

人王渊超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以“上海文化与情怀”为主题的精彩讲座。

首先，王渊超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音乐历程。王老师说，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上海话不应是一隅之言，而是正在走向世界的一
种文化。接下来，王老师给大家讲述了上海话口音的分布。王老师指
出，即使在上海，上海话的口音也有很多区分，每个区之间都有差异。
上海话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变得更加融和，更加温暖，更加可爱。最后，
王老师与同学们分享了许多童谣，唤起了大家的童年回忆。

本场讲座在王渊超老师的歌声和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通过本场讲座，同学们培养了自己的情操，对上海文化与情怀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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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7 期“论谈”

追绎梁公 勿失真相

2017 年 4 月 19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 77 期“论谈”在创业中心
报告厅如期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

徐国利教授。徐教授以“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谈历史人物的研究
和评价”为主题，从《李鸿章传》出发，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对历史人
物评价的思考与见解。

讲座伊始，徐教授强调了历史人物研究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并介绍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鲜明特征与优良传统，强调了中国近代新史
学发起人梁启超对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随后，教授还详细介绍了梁
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运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徐教授独到精辟地把对
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与方法概括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标准以及人格
气节的标准，他的见解与过往的传统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本次讲座深刻而富有哲思，从不同的角度向同学们展现了梁启超
的史学理论与史学观。使大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最后，徐国利教授寄语同学们“学史以明智”，希望大家能够读史明智，
鉴往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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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讲坛”第 105 至 107 期

神农道义助养生 互联遗传赋深情

在四月的尾声，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举办了三场内容丰富、精
彩纷呈的“甲申讲坛”讲座，内容涵盖中医养生、互联网、人类

基因学三个领域。

4 月 20 日，第 105 期“甲申讲坛”在武东校区第七阶梯教室举行。
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主讲嘉宾，杨柏灿教授为同学们介绍了有关道
家养身和九大仙草的理论并纠正了大家对中医养生的几个认识误区，
使同学们对传统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4 月 25 日，第 106 期“甲申讲坛”在创业中心报告厅举行。来
自复旦大学的主讲嘉宾，周笑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如何实现社会价值的量化。周教授表示，我们正在进入数据化永生和
社会大同的新媒体时代，“新经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也将随之改变。

4 月 26 日，第 107 期“甲申讲坛”在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报告
厅举行。主讲嘉宾朱伟教授向同学们讲述了人类发展与进化的历程，
并介绍了人类基因组计划。朱教授指出，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规范基
因治疗与增强的界限，防范基因编辑带来的伦理问题。

博古通今的教授们带来的一场场“甲申讲坛”，使同学们收获了
丰富翔实的知识，大家在学习之余，开拓眼界，增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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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厨艺大赛决赛

百年“食”光 “吃”情不悔

2017 年 4 月 23 日 下
午，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烹”然心动厨艺大赛决
赛在绿叶食堂二楼教工餐
厅如期举行。绿叶教工餐
厅主任董振峰、厨师长管
八保和校学生联合会主席
团成员作为比赛评委出席
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分为两轮，第一轮比赛的主题为“财华四溢”——每位
选手需制作一道菜品来表达对百年校庆的祝福，第二轮比赛的主题则
是“百年流芳”——选手们需要用带有“百”字的食材烹制菜品。经
过大众评委的仔细评选，孙亦忱和余清澈组成的“亦忱与清澈”组合
夺魁，何斯云和刘洪青组成的“老干妈”组合位列第二，“川香飘辣”
队的何友获得第三名。接下来进行了“谁是‘饺饺者’”包饺子大赛，
16 组同学通过包饺子展示了自己的厨艺。

百年“食”光，“吃”情不悔。在久久不散的菜香中，厨艺大赛
最终落下了帷幕。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品尝了品种多样的各式美食，
深刻领悟了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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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先进表彰评优答辩会

评优秀青年 彰五四精神

2017 年 4 月 25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五四”先进表彰评优答辩
会红旗团支部与青年标兵专场在学生中心 A301 拉开帷幕。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活动首次采取了“专业评审 + 大众评审”的评选方式。
专业评审是上海财经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汤玲莉老师，学生处思
想教育科张慧晶老师，校团委副书记袁海萍老师，校团委兼职指导老
师朱一琳老师。大众评审由全校同学自由报名参加，通过亲临现场聆
听选手们的答辩展示，投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优秀集体和个人。这样
的评选方式激发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扩大了先进个人及集体的影响
力，更好地发挥了朋辈教育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开始的是“红旗团支部”评选。13 个优秀团支部的团员代表
依次上台，展示了支部风采。各位团员代表从各方面阐述了如何组织
班级活动、引领同学思想。在提问环节中，评委老师根据各团支部代
表的介绍，为同学们提出建议，助力团支部建设。

随后进行的是“青年标兵”评选。各位优秀的候选人依次上台，
畅谈追梦历程，分享拼搏收获。评委们结合时事热点，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责任与担当等方面出发，向候选人提出一系列问题，候选
人们一一作答。

本次答辩会使同学们近距离接触了优秀的集体和个人，弘扬了“爱
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增强了我校学子的历史责任感
与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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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期“青年进化论”

公益之心 五四之魂

2017 年 4 月 25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五期“青年进化论”之“五四
公益个人”评选答辩会在学生中心 A301 如期举行。本次评选邀请

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曹东勃老师、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宋达
飞老师、校团委副书记袁海萍老师担任评委。

晚六点半，答辩会正式开始。候选人用生动而精炼的语言叙述了
积极参与各自的志愿服务经历，表达了自己对志愿服务工作的认识及
对未来公益活动的决心。每位候选人都能灵活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为公益事业中遇到的难题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在公益进
展的不顺利和旁人的不理解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公益之路”。

晚八点半，本次答辩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每一位候选人的丰富经历和自信的举止谈吐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对“公益”活动的理解，并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了独一无二的“青年进化论”，充分体现了我校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使命感，把这种青春正能量传递给了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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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评优——优秀公益项目”
评选答辩会

弘扬公益精神 传承五四薪火

2017 年 4 月 26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五四评优——优秀公益项目”
评选答辩会在创业中心报告厅如期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到了上海财

经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曹东勃老师，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
宋达飞老师、校团委副书记袁海萍老师、校团委兼职指导老师田立老
师作为评委出席。

首先参选的是来自人文学院的“终身教育”项目，由志愿者深入
社区学校，邀请本地居民进入财大校园学习。随后是来自金融学院的“救
助站”项目，通过体验艺术、联系交际、学习知识帮助流浪者尽快走
向社会。接下来，各学院依次上台展示各自的公益项目。其中，法学
院和外国语的项目结合了自己的专业特色，分别开展了“法律援助进
社区”和“英语进社区 ”的志愿服务。展示结束后，评委对以上十四
个项目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使各个团队获益匪浅。

本次参选的十四支队伍分别就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和效果以及
未来的展望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充分展现了我校志愿者团队专业的素
养和崇高的志愿者精神，同时也激发了在场观众投入志愿者活动的热
情，促进财大学子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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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联合会“精英训练营”闭幕式

精诚所至 英你而来

2017 年 4 月 27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精诚所至，
英你而来”精英训练营闭幕式在创业中心报告厅隆重举行。出席的

嘉宾有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宋达飞老师，校团委指导老师梁
毓琪老师，校团委兼职指导老师朱一琳老师、徐利老师、田立老师。

首先登台展示的是第十组的主题活动“百年之约”。在这个活动
中，历史与现实的碰撞被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七组的“百年轮填色活动”
经典又易于参与，使同学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第八组的“朗读者”
活动既富含文化底蕴，又能以“声”会友，一举两得。最终，第七组
获得“最佳海报奖”，第八组获得“最佳推送奖”，第一组获得“最
佳凝聚力奖”，第四组则一举斩获“最佳路演奖”和“最佳精英小组奖”
两项大奖。

晚八点半，闭幕式圆满结束。通过本次精英训练营，学联干事们
各方面的能力都有了可观的提升。未来，这些“学联精英”们将成为
学联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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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话剧团“艺术沙龙”活动

面试如戏 全靠演技

2017 年 4 月 13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话剧团主办的“面试如戏，
全靠演技”艺术沙龙活动于创业中心报告厅如期举行。主讲嘉宾张

影伦老师从社会表演学和声音动力学的角度专业又不失幽默地为大家
讲解了如何“演”好一个面试者。

晚六点半，活动准时开始。张影伦老师首先在现场随机邀请了三
位同学依次做限时一分钟、半分钟和十秒钟的自我介绍。随后，张老
师告诉大家：说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几句甚至一句自我介绍后，其他
语言组织的如何并不是关键，而自我介绍时的神态、体态和语调往往
是致胜的关键。接下来，张老师又邀请了一些同学上台做了一系列互
动练习，在实践中生动地示范了如何面对不同类型的面试官。最后，
张老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整场活动中，张影伦老师没有使用话筒，而是通过腹式发声和对
语音语调的精准控制进行了抑扬顿挫的讲解。通过本场讲座，同学们
在面试技巧、表演技巧、发声技巧方面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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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走进律所”活动

走进大邦律所 探索职业生涯

2017 年 4 月 11 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走进律所”企业开放日
活动顺利开展。在法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周燕老师、分团委书记王蕴

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来到了大邦律师事务所，在这里了解律师行业，
探索职业生涯。

首先，同学们在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律师的指引下
有序地参观了律所。随后，游律师带大家来到工作厅并为大家详细地
讲解律所的日常工作。他强调了法律专业的人才应当具备执行力强、
厚积薄发、踏实肯干的品质。接下来，我校两位老师就上交会知识产
权等问题与游律师进行了交流，开拓了同学们的思路。就职于大邦律
所的优秀校友王海川学长也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激励大家勤奋努力，
终身学习。

本次“走进律所”企业开放日活动使同学们了解了知识产权律师
的就业前景，也使大家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进一步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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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科学人文大讲堂”

数据时代 何去何从

2017 年 4 月 14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院“科学人文大讲堂”
数学论坛讲座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本场讲座的嘉宾，北

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平文院士为同学们带来了以“大数据
的模型与算法及其创新”为主题的精彩讲座。

讲座伊始，张平文院士向同学们讲解了“大数据时代”的概念，
指出了大数据时代的产生背景及其优势。随后，张院士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地向同学们介绍了数据的获取源头、获取方式与存储清洗方法
等内容。接下来，张院士着重讲述了大数据的模型与算法，他援引了
众多企业的例子来说明大数据的应用场景与商业模式。最后，张院士
又指出了中国目前大数据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培养人才。

傍晚时分，本场讲座在现场雷鸣般的掌声中圆满落幕。张院士对
大数据的模型与算法及其创新问题的深刻剖析，令同学们在启发中思
考，获益良多。

4/14



人文学院、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站到底”知识竞答比赛

一展风采 扬名四方

2017 年 4 月 16 日晚，由人文学院学生会、公管学院团学联联合举
办的“一站到底”大型趣味知识竞答比赛决赛在学生中心 A301 正

式拉开帷幕。经过初赛重重考验选拔出的九支队伍，在决赛的赛场上
角逐出最终胜者。

主持人宣布开场后，一段精彩的 B-box 表演瞬间点燃了赛场的气
氛，激起了观众的热情。接着，九支队伍纷纷亮相并展示出了自己的
参赛宣言。在第一轮竞答环节，每支队伍轮番回答多个领域知识的十
道问题，并累计得分。在第二轮抢答环节结束后累计分数排名前四的
选手进入最后角逐。最终“咸鱼腊肉”组合凭借惊人的知识水平、过
硬的心理素质成为本次竞赛的最终冠军，获得了千元的现金大奖。在
接下来与现场观众 PK 的环节中，该组合顺利卫冕，成为本场比赛的双
料赢家。

晚八点半，本次“一站到底”知识竞答比赛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
帷幕。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丰富了课外知识，开拓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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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生涯规划讲座

经验分享 逐梦四大

2017 年 4 月 19 日晚，由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学联主办的“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简历制作与面试技巧”讲座在经济学院楼 607

室如期举行。本场讲座有幸邀请到瑞华会计事务所国际业务部经理赵
喆生先生担任主讲嘉宾。

讲座伊始，赵喆生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四大的工作分类，并就审计、
咨询、税务和财务交易的工作内容和对面试者不同能力的需求进行了
详细的阐述。随后，赵先生向大家讲解最受关注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面试技巧。他与同学们分享了许多案例，并就案例向大家一一展开分析。
接下来，赵先生为同学们讲述了简历的制作技巧。他告诉大家，简历
既需着重突出实习经历，但简单明了也非常重要。

本场讲座使同学们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有了较为全面的认
识，也对面试时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有了大致的了解，为同学们在未来
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打下了基础。

4/19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读书日”
主题活动

朗朗悦读 心向远方

2017 年 4 月 23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学联共同举办的“朗朗悦读向远方”阅读发

布会在英贤图书馆顺利举行。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公共经济与
管理学院朱为群教授，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校友会周伟明会长、邬咏
梅副秘书长，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曾军平副教授应邀出席了本次活动。

活动伊始，邬咏梅女士介绍了“财情百年 诗王争霸”诗歌创作朗
读大赛的参报流程及赛程并呼吁上海财经大学的各位老师、同学以及
各届校友积极参与大赛。随后，来自公管学院的吴晓婵同学为到场的
嘉宾回顾了大学生“悦读阅美系列活动”。接下来，在读书经验和心
得分享中，朱为群老师教授分享了其 2016 年阅读的《容忍与自由》，
鼓励同学们多读总结人类文明成果的书籍、面向未来的书籍。

本次“朗朗悦读向远方”主题活动营造了一个“朗朗悦读”的校
园氛围，为我校百年校庆增添了一分书香之气。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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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放眼看世界”
志愿服务活动

素拓正当时  回首是少年

2017 年 4 月 25 日中午，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主办
的“放眼看世界”志愿服务活动如期举行。统管学院的志愿者们来

到杨浦区政立路小学，开展本次精彩纷呈的素拓活动。

活动伊始，志愿者们在操场上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将小朋友们分
为三组，开始了精彩有趣的活动。首先进行的是“千千结”，大家有
序地围成一圈，志愿者与小朋友们打成一片，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随后进行的是“三二一木头人”游戏。小朋友们可谓反应敏捷。最后
一个环节是“抱团”。小朋友们的数学基础很不错，志愿者报出的较
为复杂的四则运算他们都可以很快做出反应。游戏进行地紧张而激烈，
最终 4 位小朋友脱颖而出，获得了奖品。

孩子们独有的、单纯的快乐，使志愿者们忘却了自己生活中一些
无谓的烦恼与琐事，回到年少的时代；通过此次活动，同学们对志愿
者精神有了更深的领悟，也将更好地投身于志愿服务工作，在社会上
树立我校阳光向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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