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青团上海财经大学委员会
工作简报

团学联动态

本期一览 2017 年 3 月刊（上）

1 上海财经大学社团负责人
大会 4 上海财经大学社团补招新

活动

2 上海财经大学女生节主题
活动 5 女生节系列活动之美妆与

礼仪讲座

3 第十二期“青年进化论”

学院风采

1 人文学院“学雷锋主题
志愿服务日”活动 4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摄影内训活动

2 外国语学院“英语进社区”
活动 5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志愿者招募路演

3 经济学院“经世讲坛”
活动 6 统计与管理学院

“晨曦讲坛”活动

6 第一百零一期“甲申讲坛”



上海财经大学社团负责人大会

经年之后 再续篇章

2017 年 2 月 28 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举办的社团负责人
大会暨第一次社长培训在学生中心招聘大厅隆重举行。校学联主席

团、相关部门部长以及各社团负责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下午两点整，大会正式开始。首先，学生联合会公共事务与联络
中心部长吴昀熹向与会的社团负责人们介绍了社团赞助流程等相关注
意事项。随后，学生联合会副主席石右粮向大家介绍了场所资源借用
系统的使用方式和各类场地借用流程，并强调了第二课堂活动申请规
范。接下来，学联社团总会的部长们进行了四个部分的介绍，包括第
一学期社团活动情况总结，社团宣传工作实施流程，财务报销的流程，
及本学期社长培训、社长沙龙、社长素拓和社长全明星的安排。

下午三点半，本次大会圆满结束。经过新一轮培训，社团负责人
们对于相关工作流程有了更直观的理解和认识，在后续的工作实践中，
将为同学们带来更为有趣的社团活动 , 并同时发扬社团精神，积极带动
学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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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女生节主题活动

心上有你 “财”懂风华

2017 年 3 月 7 日
中午，上海财经大

学“‘ 财’ 遇 见 最 美
的你”女生节主题活
动在绿叶步行街如期
举行。本次活动由上
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
会与会计学院学生会
共同举办。

阳春三月，和风煦煦，午后的绿叶步行街摊位林立、人流如织。
有趣的小游戏、饱含憧憬的心愿卡、颜色鲜艳的爱心气球，一同营造
出了温馨浪漫的节日气息。同学们纷纷在心愿卡上写下对自己的美好
祝愿，或拿上一个可爱的气球，领取一份暖心的礼物，或折一颗星星
放入瓶中，和伙伴们一起拍一张合照。他们脸上绽放的明艳笑容正是
对“最美的你”的完美诠释。

随着背板上的星灯一盏盏点亮，本次“‘财’遇见最美的你”女
生节主题活动圆满落下帷幕。女生节冠以“女生”之名，旨在关爱高
校女生、展现高校女生风采。本次活动中，我校男女同学互相了解、
悉心问候、传递温暖，展现了我校平等和谐的校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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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青年进化论”

与时俱进 扬帆起航

2017 年 3 月 7 日晚，第十二期“青年进化论”在上海财经大学学
生中心招聘大厅如期举行。本期“青年进化论”有幸邀请到了上海

张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O——我校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4 级学
生——张思雨，与同学们分享“我
的创业”。

讲座伊始，张思雨首先进行
了全景式的自我剖析，通过几个
生动的小故事告诉大家创业者要
有镜头感、要勇敢地做自己想做
的事。他谈到，财大学子在学校
的光环之下，时常过着一条路走

到黑而无法跳出思维误区的生活，无法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随后，
张思雨进一步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同学们，创业需要冒险精神，要善于
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最后，他与同学们分享了他的座右铭——
“创业者永远在路上！”

晚八点整，本期“青年进化论”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
束。同学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希望在未来能把所学所思运用于实践，
走出属于自己的创新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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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社团补招新活动

洽洽相遇季 融融缘起时

2017 年 3 月 8 日中午，上海财经
大学“百团大战”社团补招新活动

在绿叶步行街举行。 本次活动由上海
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共 50 个社
团参与，旨在为社团补充新鲜血液。

告别冬季凛冽的寒风、迎着春天
和煦的暖阳，横跨了学术、公益、体育、文艺、实践五大领域的 50 个
社团的成员们，群聚绿叶论剑，为各自的社团吸引了不少人气。吉他社、
舞蹈协会、粤动听、茶艺社、PCM 魔术协会、DIY 社、军事拓展团的
社员们纷纷大展身手，丰富多彩的展示活动让来来往往的同学们纷纷
驻足欣赏。

时值正午，春阳正好。同学们有的忙着发传单，有的忙着寻找自
己中意的社团，有的在为登记新人信息而忙的不可开交。许多同学迫
不及待地抓住这次机会参加上学期未能如愿加入的社团。自由便利的
报名方式提高了同学们的积极性与招新的灵活性，学生联合会工作人
员的悉心工作为各大社团创造了良好的活动舞台。

年年岁岁财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复一年，步行街上人潮涌动，
面对“百团大战”，上财学子总会产生新的兴趣，总会期待新的冒险。
洽洽相遇季，融融缘起时，同学们期待借力“百团大战”，遇见新的朋友，
开启新的缘分，不负年轻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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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节系列活动之美妆与礼仪讲座

风里雨里 美丽如你

2017 年 3 月 13 日晚，由上海财经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办的“财遇见
最美的你”女生节系列活动之“芙蓉如面柳如眉”女生美妆与礼仪

讲座于国定校区第二教学楼举行。本场讲座有幸邀请到东方航空最年
轻的乘务长吕诗晨和她的搭档张佳薇与同学们分享礼仪与美妆知识。

讲座伊始，两名乘务员向同学们介绍了言行礼仪：如何优雅交谈，
如何正确待人接物，怎样坐的正、站的直、走的美、蹲的雅。这些实
用但不容易被注意到的小细节在一次次互动中深深印在了每位同学的
脑海里。随后，两名乘务员向同学们讲述了一些美妆和保养的知识，
如眼妆的顺序、卸妆的技巧等等，还邀请了几位同学上台进行现场示范。
最后的问答环节中，同学们纷纷举手、踊跃提问，两名乘务员则耐心
地一一解答。

晚八点半，讲座在同学们潮水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通过本场讲座，
同学们不仅学习了实用的礼仪美妆技巧，还对如何发现自身的美丽有
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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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一期“甲申讲坛”

品读经典诗词 传承优秀文化

2017 年 3 月 14 日晚，第一百零一期“甲申讲坛”在上海财经大学
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本场讲座的特邀嘉宾，上海交通大

学人文学院院长杨庆存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以《经典诗词与文化
解读》为主题的讲座。

杨庆存教授首先借最近火热的“中国诗词大会”这一节目向同学
们阐述了中国经典诗词的多样魅力。接着，杨教授以《关雎》和《念奴娇》
为例，绘声绘色地分析了诗在中华传统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词慢慢
崛起的过程。随后，杨教授对《梦游天姥吟留别》和《念奴娇》的新
颖解读令同学们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启发同学们，要学会体味诗词中
的艺术境界，用“启承转合”等技巧去分析诗歌的内涵。杨教授还指出，
要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上发掘经典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最后，杨教授表达了对财大学子“做传承优秀文化的新时代青年”
的殷切嘱托。同学们都为他精彩的讲解所感染，被他渊博的学识所折服。
讲座在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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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日”
活动

弘扬雷锋精神 共享人文关怀

2017 年 3 月 5 日，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党员代表参加了由杨
浦区党建服务中心主办的“三区联动·同创共建·党员公益行——杨

浦区‘3·5’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日”活动。

上午八点半，人文学院党员代表及学生会成员一行十余人到达了
本次活动的地点——百联又一城购物中心一楼。爱心义卖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大量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上午九点整，百姓微心愿认领环
节正式开始。此次百姓微心愿认领活动共筛选了来自居民区困难群众
的 30 个心愿，爱心人士通过认领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实现愿望。在志
愿者与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下，30 个心愿迅速被成功认领。此外，便
民服务活动同样得到了积极响应，许多社区居民围坐在便民服务活动
的摊位前，咨询法律常识、生活诀窍以及医疗常识，他们脸上的笑容
充分体现了社区居民们对本次学雷锋日的认可与称赞。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收获了丰富的公益实践经验，展现了当代
大学生对公益事业的热情，同时向社会彰显了我校公益组织的凝聚力
与组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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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学院“英语进社区”活动

阳春三月 幸福起航

2017 年 3 月 7 日下午，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们
来到杨浦区五角场文化社区和武川路 99 弄 103 号武东居委，开展

了“英语进社区”活动。这一活动利用在校大学生的英语优势，给社
区中的老人们教授了基本英语知识，并讲述了有关的异域文化，让老
人们感受到了学习知识带来的快乐。

在五角场文化社区的课堂里，课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新概念英语教学，第二个部分是常见英语单词教学。而在武东居委的
课堂中，志愿者带领老人们复习了上学期学习的国际音标，并且教学
了几个新的音标。尽管过了一个春节，但老人们并未遗忘上一学期所
学的知识。

新年新气象。两个社区活动的同时开展给外国语学院的志愿者们
带来了挑战与压力。然而，热心公益的同学们不在意过程的辛勤，更
重视付出后的收获。志愿者们在新学期会继续以教授英语、服务他人
为己任，传递学习英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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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院“经世讲坛”活动

投资宁为后 理性当为先

2017 年 3 月 7 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世讲坛”活动
在国定校区第三阶梯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新加坡五

福资本创始人伍治坚先生，与同学们分享有关金融投资的知识。

讲座伊始，伍治坚先生便开门见山地指出了投资者常犯的三大错
误：忽略人类非理性天性、忽略投资成本的重要性、忽略长期坚持的
重要性。伍先生以萨缪尔森的名言“投资是很无聊的”告诫同学们：
投资本身是一件理性而非冲动的事业，不要盲目做出非理性的选择。
同时，伍先生强调了控制投资成本和长期坚持的重要性。并将他的投
资哲学总结为不急功近利和反机会主义的小乌龟智慧。在接下来的问
答环节中，伍先生耐心地回答了同学们有关国际投资、人工智能分析
的问题，并将他的代表作《小乌龟投资智慧》赠送给现场五名幸运同学。

本次讲座丰富了同学们对于基金、数据分析、国际经济的认知。
伍先生宝贵的经验，对财大学子们的投资选择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这次讲座使大家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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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摄影内训活动

卧看水中花 坐谈镜中影

2017 年 3 月 9 日晚，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团学联主办的“1 小时
变照骗”内训活动在信息学院楼多功能厅如期举行，信息团学联成

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首先，主讲人曹伊岭同学通过比较手机拍摄和单反拍摄的两组照
片引出第一部分——单反基础教学。曹伊岭向同学们讲解了单反的概
念与构造，并通过图片展示了正确的单反使用方式。随后，她给大家
普及了单反的各项参数并分析了它们在拍摄照片中的作用。第二部分
是关于拍摄技巧的内容，她通过大量的照片向同学们呈现了包括黄金
分割、对角线构图、引导线构图在内的 9 种构图方法。最后，曹伊岭
谈到了取景的重要性，并向大家介绍了拍摄角度、拍摄动态、聚焦方
法等一系列拍摄技巧。

本次活动旨在让团学联成员掌握一些单反摄影入门知识，锻炼大
家的能力，为团学联培养人才。未来，信息团学联还将主办各类丰富
的内训活动，使团学联成员们可以在内训中学习各种专业技能，结交
良师益友，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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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志愿者招募路演

烟花三月里 与你相遇时

2017 年 3 月 10 日中午，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志愿者招
募路演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

中午时分，路演活动正式开始。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团学联干事们
向路过的同学们热情地介绍 Y&V 志愿者部的志愿活动，并邀请他们来
到摊位前进行报名。干事们的热情很快便吸引了大批同学驻足。大家
围在摊位前，询问志愿者项目的时间以及具体内容，而干事们则耐心
详细地解释、介绍项目。

本次志愿者招募活动旨在吸引更多对志愿工作感兴趣、热爱帮助
他人的同学参与工商团学联 Y&V 志愿者部组织的志愿活动，为他人提
供帮助，传递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正能量。通过本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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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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晨曦讲坛”活动

初生到成熟 草根到殿堂

2017 年 3 月 13 日晚，由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与吉他社共同举办
的“晨曦讲坛”活动如期举行。本场讲座有幸邀请到了上海理工大

学音乐系的郭昕教授，与同学们共同欣赏自由不羁的摇滚艺术。郭昕
教授从事音乐事业十多年，曾组建摇滚乐队、发行唱片，拥有丰富的
摇滚经历。

讲座伊始，郭昕教授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摇滚的真谛——自由、
率性、真实、独立、责任、勇气、执着。随后，郭教授为大家普及了
一些摇滚乐知识，并按时间的脉络讲述了摇滚乐的发展历程。伴随着
郭教授的讲解，同学们如痴如醉地欣赏了各种风格的摇滚乐。

郭昕教授讲解完毕后，我校吉他社的林北乐队为同学们带来了一
场重金属摇滚表演，赢得了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郭教授也给予了
林北乐队表扬与鼓励。

本场讲座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了摇滚乐，丰富了大家的校园文化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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