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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五期“艺术沙龙”

指尖律动 二胡传情

2017 年 3 月 23 日，上海
财经大学第五期“艺术沙

龙”在武东校区第五阶梯教
室如期举行。本次“艺术沙龙”
邀请到了 2013 年新加坡中
新国际音乐比赛中国赛区一
等奖获得者、二胡流行音乐
表演者、新民乐推广大使陆
艺萱担任主讲人。

首先，陆艺萱老师简短
介绍了二胡并与同学们分享
了自己学习二胡的经历。陆
老师谈到，在艺术学习过程
当中，自己曾因自身条件不
够，在学习民乐的过程中下
了很大的功夫。这也正应验
了“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说法。接着，陆老师介绍了二胡艺
术家的代表人物阿炳先生及他的生平事迹，并由此引出了自身对二胡
音乐的理解，并现场演奏了阿炳的名曲《二泉印月》及《听松》。在
演奏二胡之外，陆老师也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习琴之外的生活经验。
她鼓励同学在人生中要多做尝试，勇敢地面对未来的困难。她认为机
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机会来临的时候，需要及时抓住。

陆艺萱老师的精彩讲述
与演奏给同学们带来了全新
的体验，讲座在潮水般的掌
声中圆满结束。本次讲座给
同学们带来的不只是对二胡
音乐的体验，更是对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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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九期“SUFE 如师说”

水课之意 无用而用

2017 年 3 月 24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九期“SUFE 如师说”讲座
在武东校区第七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人文学院

的张东辉副教授和吴晓番副教授担任主讲人，与同学们分享他们对“水
课”的思考。

吴晓番副教授首先引用知乎上关于“水课”的讨论，提出了“水
课是没有学术要求的课”的看法。他指出，“水课”出现的原因在于，
囿于专业知识会限制学生的全方面发展。而吴教授结合儒家和道家的
思想告诫同学们，要正确对待“水课”，充实自己，才可以不陷入专
业课的桎梏之中，得到更好的发展。

随后，张东辉副教授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分析了“水课”的概念，
从劣质和无用两个方面分析了“水课”之“水”。通过与学生的热烈讨论，
张教授点出：专注于一方面而抛弃其它会极大制约人的统一。同学们
要做到知行合一，把知与行、学与做紧密结合起来，优化自己的思维
和格局，才能让心胸更开阔。

张教授和吴教授从自己的教学经历和直观感受出发，一番肺腑之
言使同学们抛开了对“水课”的偏见，学会了正确对待“水课”，努
力在全面发展的路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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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三期“青年进化论”

勤奋熔铸 力量之美

2017 年 3 月 25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十三期“青年进化论”在武
东校区第五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是校友鲍语嫣

和鲍语晴两位精通艺术体操的学姐。鲍雨嫣学姐曾多次获得艺术体操
世界锦标赛全能、单项冠军，鲍雨晴学姐曾在全运会上斩获两金两银，
并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首先，鲍语嫣学姐通过一系列图片，生动地为同学们讲解了艺术
体操的内涵及发展演变，并分析了艺术体操与体操的区别——更注重
与音乐的配合以及协调美。接着，鲍雨嫣学姐向大家展示了里约奥运
会乌克兰队艺术体操表演的视频，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学姐深入浅
出地为同学们分析乌克兰队艺术体操动作的特点及完成度，由此反思
了我国体操与之的差距，使同学们真正地“看懂”了艺术体操，并为
之震撼。最后，两位学姐讲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轨迹。她们告诉
同学们，辉煌背后总是隐藏着心酸与苦难，如今台前的优雅光环都是
数年夜以继日辛苦磨练的成果。

晚上八点半，本场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两位学
姐希望同学们能够更加积极地关注艺术体操，发展自身在舞蹈方面的
才能，也表达了对中国艺术体操不断发展、勇攀高峰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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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挑战杯”校内选拔赛决赛

挑战新高度 铸就新梦想

2017 年 3 月 25 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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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挑战杯”上海财经大学校内

选拔赛决赛在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如期举行。

本场比赛由 6 分钟的现场展示和 4 分钟的评委问答组成。经历了
复赛的磨练，团队的现场展示都非常精彩，各团队从多个角度介绍了
自己的项目与成果，迎来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而面对着评委连珠炮
式的提问，选手也在回答疑问的同时虚心接受评委们的建议。

在激烈的的角逐之后，10 支团队脱颖而出，并被推举到上海市进
行下一轮挑战杯赛事，在更高的舞台上继续为学校增光添彩。其中，
王怡然同学的《京津冀采暖期空气污染与农村采暖问题研究——以河
北省邯郸地区为例》获特等奖，黄圣松同学的《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
村土地流转模式优化研究——基于四川威远与彭山模式的比较》、严
晓奇同学的《知识改变命运？——探索社会阶级固化以及扶贫问题的
解决方案（以在上海地区的工作人群为例）》、陈瀚霖同学的《基于
中国国情的注册制研究——通过模拟实验与模型分析法》获一等奖，
王黎、康倩文、王丹妮、邵月、钱步云、殷凡唯六位同学的项目获二
等奖。

通过本场比赛，各支项目团队各展风采，在 200 多位观众前展示
了对于当今时事热点问题和新兴产业的调查和研究成果，体现了我校
学子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与严谨的学术科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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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Office Tour”企业
参访活动

走进爱唯尔 阳光创业行

2017 年 3 月 26 日 , 上海财
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

“Office Tour”企业参访活动
如期举行。三十余名同学乘车
前往位于上海自贸区金桥华虹
创新园的爱唯尔幸福生态圈，
参观了爱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暨青年创客孵化基地。

首先，同学们在爱唯尔公司邓程成女士的带领下，来到位于青年
创客孵化基地五楼的平台组工作区——一个能及时给创客提供支持的
部门。邓女士介绍说，爱唯尔公司专注于选拔扶持青年创业者，建立
系统创业的青年创客孵化基地，扶持青年创客们获得事业、家庭与心
灵合一的平衡人生。在简单介绍平台组的工作流程之后，平台组的以
西结先生播放了一段短片，使同学们充分了解了公司“用爱改变服务”
的服务理念和以“爱人如己”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价值。接下来，大家
了解了爱唯尔目前所孵化的创业项目，并与负责不同项目的青年创客
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入交流。

通过本次“Office Tour”企业参访活动，同学们深受触动。青年
创客们所分享的创业经验，使大家对自身未来职业生涯规划有了更多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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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十期“SUFE 如师说”

名师荐书 开卷有益

2017 年 3 月 30 日晚，上海财经大学第十期“SUFE 如师说”讲座
在武东校区第九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了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兰宜生教授和万君宝副教授，向同学们推荐了一些经典书目。

讲座伊始，万教授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他的学习经历和他对于读
书重要性的看法。随后，他结合“泰罗的科学管理运动”、“质量管
理运动”、“企业文化运动”、“工业 4.0”等管理学的四次运动，为
大家推荐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海因茨·韦里克的《管理学》、
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等多本名著。接下来，兰教授向同学们
推荐了记录孔子与曾子之间关于“孝”的对话的名著《孝经》、教育
人们修炼 13 种个人品德的《富兰克林自传》、提出“天道酬德，人道
酬德” 的稻盛和夫的《活法》，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和《高
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最后，兰教授为大家送上寄语——“读千卷书，
行万里路”。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本期“SUFE 如师说”圆满落下帷幕。本次
活动让同学们对读书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同学们纷纷表示，将努力
学习课内外知识，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把教授推荐书目中的内涵价值
运用到生活中，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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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E 交流季”同济大学出访
交流活动

财思敏捷 济往开来

2017 年 3 月 28 日，上海财经大学“SUFE 交流季——樱花之旅”
同济大学出访交流活动在同济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会议室如期举

行。我校学生联合会主席部长团、同济大学社团联合会主席部长团部
分成员参加了本次交流活动。

下午两点半，交流会议正式开始。同济大学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卢
学思和我校学生联合会主席沈嘉祺首先分别介绍了两校学生组织架构，
并表达了此次交流应本着务实求真的原则、着重解决两校学生组织存
在问题的意愿。本次交流活动共有四项主要议题：如何树立校内系列
活动品牌并充分利用活动品牌效应、如何提升社团相关行政部门工作
效率、如何调动社团参与学联（社团联）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如何有效
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吸引更多读者。此外，双方还就社团财务管理、
社团传承发展等相关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下午五点，交流会落下帷幕。

通过本次交流活动，两校的学生干部充分研讨了学生组织在运转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吸取了彼此在学生工作中宝贵的经验，建立了深
厚的友谊，并将把收获的经验应用到今后的工作中。

3/28

民乐团丝竹分队展示表演活动

杨浦滨江 传承创新

2017 年 3 月 22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学生民乐团丝竹分队应邀前
往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在“国际化的上海”上海外事对外合作系列

推介活动开幕式上进行展示表演。

我校学生民乐团丝竹分队代表上海市杨浦区，向来访客人展示了
当代大学生深厚的艺术修养，弘扬了杨浦区的文化特色，体现出当代
大学生对传统民乐的传承创新精神。民乐团成员演奏了“华丽而不俗艳，
浪漫而不轻浮，抒情而不缠绵”的《苏堤漫步》、“此伏彼起，舒徐婉转，
典雅温馨”的《中花六板》、“古朴淡荡，情趣高远，超凡脱俗”的《寒
江残雪》等著名传统曲目，为海内外来宾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江南丝竹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是中国民间音乐的瑰宝。通过
本次表演，我校学生民乐团展示了精湛的技艺，弘扬了民乐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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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 & 经济学院 &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联谊晚会

相识相认惜缘分 共饮共乐畅此时

2017 年 3 月 17 日晚，由金融学院团学联、经济学院团学联、公共
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学联联合举办的“美女与野兽”三院联谊晚会在

三号湾广场 Propaganda Club 如期举行。

晚会开始前，100 余位同学陆续入场，根据邀请函上的歌词进
行了随机组队。每位同学都结识到了来自其他院校的新朋友。晚六点
半，晚会正式开始，上海财经大学舞蹈协会带来了第一个节目“Me 
too”。炫丽的灯光，曼妙的舞姿，动感的节拍使全场气氛瞬间引燃。
随后进行的是三轮游戏挑战：“抓鬼”、“歌词接龙”和“动物园”。
每个小组都派出身手不凡的代表积极参加，游戏场面异常火爆。经过
一轮紧张激烈的游戏，上海财经大学 P.C.M. 魔术协会登上舞台，用一
个个神奇的魔术表演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在场的同学纷纷睁大双眼，
不肯错过每一个细节。随着各轮游戏挑战的完成，晚会的压轴大戏开始，
Lin.B wood 乐队的激情演唱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三院联谊晚会提高了校园艺术文化氛围，促进了同学之间的
友谊，也培养锻炼了同学们的社交能力，丰富了大家的课余生活，展
现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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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校知识竞赛

目览千载 学以广才

2017 年 3 月 23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学联主办
的团校知识竞赛在工商学院楼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活动以

“目览千载 学以广才”为主题，通过丰富多彩的比赛形式、充实的活
动内容，使团校成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又不失参与
的乐趣。

晚上六点半，比赛正式开始。首先呈现的是一道视频热身题，精
彩的视频，趣味性十足的问题很快就使全场气氛活跃起来。随后，全
体参与人员被分成六组进行比赛。第一环节是音频题，主持人给出了
来自八个地方的方言由各组来辨认，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兴致高昂，
积极参与比赛。第二环节是飞花令，同学们被分成三批进行对垒，这
是对各组文化功底的考量。双方你来我往，场面好不热闹。台下观众
也不时惊叹于台上才子才女们的诗词储备与机敏反应。经过四轮比拼，
有的小组一路“厮杀”，将各种题目斩落马下，到达终点。有的小组
则出现了几次失误，不幸铩羽而归。

通过本次团校知识竞赛，同学们加深了对校园的认识，拓展了对
党团知识及历史的认知。比赛虽然已经结束，但大家对知识的渴望不
会淡去，希望同学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能够不断开拓知识面，更加留
意身边的事物，细微地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用一颗好奇又热忱的心去
充实自我、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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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党员的标准化管理流程”
讲座

发展党员素质，积极贡献力量

2017 年 3 月 24 日下午，由数学学院团学联主办的“党员的标准化
管理流程”专题讲座在国定校区第二教学楼如期举行。本次讲座的

主讲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党委组织部的徐敏老师。

讲座伊始，徐敏老师首先以“控
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
作用”这一发展党员的十六字方针引
入话题。随后，徐老师正式系统地讲
述党支部的设置，包括党支部、支部
委员会、党小组等，并依次阐明它们
的成员人数及基本职位。接下来，徐
老师细致地阐释了集体领导制度、“三会一课”制度、组织生活会和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相关制度。在谈到党支部的组织生活时，徐老师
指出，目前开展的活动有待向内容多样化、形式生动化等方向发展。
最后，徐老师以实例客观地肯定了入党志愿书的重要性，并说明支部
大会讨论的时间才是入党日期，消除了同学们的疑虑。

本场讲座在徐老师对同学们的勉励中落下帷幕，整场讲座氛围轻
松，徐老师运用丰富的实例，深刻剖析了党员培养等方面的问题。同
学们在启发中思考，获益良多。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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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减衣加一”公益活动

减衣加一 春日送暖

2017 年 3 月 28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团学联主办的“减衣加
一”公益活动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鼓励全体在校

师生捐出旧衣物，为贫困地区的人们送去一份温暖。

中午时分，路演正式开始。法学院团学联的干事们向路过的同学
们热情地介绍“减衣加一”活动，并号召大家捐献闲置衣物。随着旧
衣物渐渐堆积起来，绿叶步行街上涌动着爱的暖流。前来捐赠的同学
们都表示，这样的公益活动既能解决衣柜“拥挤”问题，又能为社会
公益活动出一份力。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财大学子们共捐献出了
满满四车的衣物。将所得衣物整理完毕之后，法学院团学联干事们将
衣物转交给了帮助贫困地区的公益机构，本次“减衣加一”活动圆满
结束。

公益捐赠活动的意义并不在于捐赠物有多少、多贵重，分享和帮
助才是公益捐赠活动的意义所在。普普通通的闲置衣物对于贫困人群
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帮助。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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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学院面试培训辅导讲座

完善面试技巧 笑对面试挑战

2017 年 3 月 28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学生会主办的面试培
训辅导讲座在会计学院楼 109 报告厅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

请到曾任职于中信证劵、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的张芳老师，向同学们
讲述在求职面试中各种具体的注意事项。

首先，张芳老师请三位同学提出了对面试的疑惑之处，并对此提
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随后，张老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企
业要什么人”，并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列举出面试者应有的各项能力的
素质列表。接下来，对于面试者的行为表现，张老师请两位穿正装的
同学上台，具体地讲解了面试中男女求职者正确的着装标准。此外，
张老师还对于求职者的知识经验、职业素养等进行了简要分析，并对
面试中较重要的自我介绍环节进行了着重讲解。最后，老师与一位同
学进行了一场模拟面试，并总结了面试交谈中各项环节的注意事项。

本次讲座通过嘉宾讲解与实战模拟，形象而立体地展示了面试中
的注意事项。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面试中能够发挥出色，走上理想的
职业生涯之路。

3/28



人文学院诗词游园会

且将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2017 年 3 月 28 日中午，春光正好，绿意微扬，绿叶步行街迎来了
一场古典优美与青春朝气共舞的活动——由人文学院学生会主办

的“诗词游园会”。

秉持着“继百代言简赅言，传一番古韵犹响”的理念，人文学院
学生会在前期将著名诗词改编成了剧本，同时进行了影视创作，并将
拍摄的影片放在推送中，让同学们在同龄人的演绎中猜出改编的诗词
原型，从而使同学们也感受到了诗词并非是远离个人生活的、遥不可
及的，而是充盈在生活方方面面的。

游园会活动当天，六个摊位进行了由浅入深、不同难度的活动，
既有简单但考记忆力和眼力的“乱字重编理思绪”拼凑诗句题，也有
考察理解力和联想力的“诗底黄莺鸣翠柳”的诗谜题；既有需要博闻
强识的诗词常识，也有需要艺术创造的你画我猜。“飞花令”让人升
起“恍然又临兰亭下，酣痴对句水流觞”的快意，“今夕旧时声”的
典故题则浓缩了千年接力的、世代相承的典章故事。

虽然同学们兴致仍浓，奈何时光不轻与。下午一点半，诗词游园
会活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不仅勾起了同学们对往昔诵读诗词典籍的
求学时光的回忆，更让大家感受到诗词的魅力，激发同学们对诗词的
兴趣与热情。

3/28

学院风采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