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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迎国庆系列活动

点江山 激文字

2017 年 9 月 29 日中午 12 点，由上财学联组织部与上财青年共同
举办的“点江山、激文字——我为国庆写影评”活动在绿叶步行

街如期开展。此次活动借助爱国主义电影的热播，号召全校同学为此
类电影写影评，共庆祖国华诞。

摆摊活动中，部长和干事们引导经过的同学前往摊位，并对活动
进行详细讲解，引起同学们的兴趣，纷纷表达了参与想法。随着越来
越少的国旗贴纸，和越来越多前来了解和参与的同学和老师，这场以
爱国电影影评征集为主题的活动宣传完美落下帷幕。

本次迎接国庆的爱国影评收集活动，加深了同学们对祖国、民族
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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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进化论第十七期

不停奔跑 无限精彩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8：30，由校学联素拓部与跑步协会联合举办
的“青年进化论第十七期——从马拉松到戈壁滩”在上海财经大

学创训中心如期举行。本次活动有幸邀请到上海财经大学 82 级校友、
马拉松国家业余一级运动员、“百年上财，百万公里”活动组织者杨
玉成先生担任嘉宾。

首先，杨先生简单介绍了他的职业道路选择并分享自己跑马拉松
的亲身经历与成绩，向同学们展示了横贯全球，精彩纷呈的跑马人生。
之后，杨先生指出日常跑步的误区，错误姿势，并亲自示范正确的跑
姿与呼吸方式。最后的提问环节中，杨先生与同学们积极互动，讲座
由此圆满落下帷幕。

同学们在本次讲座中收获颇丰，加深了对人生规划、健康运动的
人生状态的感悟，更领悟到“物质与精神缺一不可”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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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挑战杯”“创青春”
结项答辩会

挑战青春无极限 放飞梦想筑未来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2 点整，上海财经大学 2017 年 10 月“挑
战杯”“创青春”结项答辩会在创业中心 103 室如期举行。校团

委副书记贺巍巍、校团委副书记田志伟、校学生工作部（处）张慧晶、
校团委助管老师朱一琳出席本次答辩会。

本次答辩会共有 Together（创青春）、破解“护工荒”问题初探（挑
战杯）等 14 个项目团队参与。答辩会分为两个环节，5 分钟展示环节
中，各项目团队充分展示各项目的开展情况，给评委老师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的 2 分钟评委问答环节中，项目团队负责人和评委老师展开激烈
讨论，评委老师也给各个团队提出专业指导意见。

经过评委讨论后，总共有 Together（创青春）等 11 个项目小组
通过结项答辩。

随着结项答辩会的结束，本批次的“挑战杯”“创青春”培育项
目也正式落幕了。参与“挑战杯”“创青春”活动，不仅仅是顺应时
代创新的潮流，更是青年人对自我的挑战；参加这次答辩会后，同学
们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也都有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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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2017—2018 学年第
二次社长培训

玩转海报设计 掌控 P图技艺

2017 年 10 月 10 日，社团总会发展部 2017—2018 学年第二次社
长培训在国定路阶梯教室成功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第 30 届社团

总会传媒部部长刘雅迪，给社长们带来一场关于 PS 软件教程及海报制
作的培训。

培训伊始，刘雅迪学姐列举以往优秀海报，强调海报制作的核心
在于审美的建立，并提供给社长们优秀的资源网站以供筛选与借鉴。
然后她从背景图、文字、图画三个方面细致讲解了 PS 的实用技巧，并
依照使用频率对 PS 工具进行评价与分类。最终此次培训在掌声中顺利
落下帷幕。本次培训有助于各个社团今后在宣传推广方面推陈出新，
共同促进上财社团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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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十一届学生联合
会受聘大会

匡时百载 财遇见你

2017 年 10 月 12 日 6 点，上海财经大学第三十一学生联合会受聘
大会在国定路艺术中心顺利举办。校团委书记沈亦骏老师，副书记

贺巍巍老师，副书记朱枫老师，学联秘书长梁毓琪老师，助管老师田立、
代明鹏以及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一届学生联合会主席团成员、部长和全
体部员出席本次大会。

大会伊始，沈亦骏老师开场致辞，向全体工作人员和到场嘉宾表
达诚挚谢意。之后，第三十一届学联正主席张雪琦代表发言，祝愿新
一届学联人带领校学联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校学联各中心部长向干事们进一步介绍和分享了各自部门的定位与特
点。9 点 20 分，全体主席和部长登台接受象征着荣誉与责任的聘书，
并全场齐诵上财赋，朗诵出上财新一届学联蓬勃的青春活力。

一纸聘书薄，万分责任重，相信学联这颗参天大树，必将在全体
学联人的智慧与汗水浇灌之下硕果累累，新一届学联人也会从中收获
友谊、收获责任、收获归属、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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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院 3V3 篮球比赛决赛

挑战地心引力 引爆篮球魅力

2017 年 9 月 28 日 20:00，数学学院 3V3 篮球比赛决赛在风雨操场
准时开赛。本次活动由数院体育部主办，数院众多篮球爱好者共同

见证了本次体育赛事。

首先是男篮对抗赛决赛，共有两支队伍——第三组与第四组进行
冠军争夺。起初双方势均力敌，比分胶着，但随着第三组更具侵略性
的进攻，比分逐渐拉开，尽管第四组奋力反扑，最终惜败，由第三组
摘得决赛桂冠。随后是女子篮球友谊赛，虽然是非正规比赛，但参赛
女生热情不减，用行动完美诠释顽强不懈的体育精神。

本次比赛为将至的新生杯进行初步选拔，展现数院新生们深厚的
体育实力。同学们不仅在比赛中享受着运动的激情，也收获了深厚友谊，
这份青春回忆将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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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院记者团系列活动

采金玉良言 访融心诚意

2017 年 9 月末 10 月初，金融学院团学联学术部举办了记者团系列
活动。本次活动的采访嘉宾为金融学院 2017 级本科生辅导员陈阳

曲老师，团学联主席翁菁、郑佳雯、谭和、郭峻主，以及团学联各位部长。

本次活动从 9 月 22 号开始，部员在部长的指导下与嘉宾进行联系，
沟通具体采访时间和地点，确定采访主要内容。采访过程中，部员记
录采访嘉宾所谈及的具体内容并收集嘉宾高清照片，初步完成采访文
稿。文稿在进行反复审核和修改后，最终由宣传部编辑后以公众号推
送形式从 10 月 9 号起推出。

本次活动是金融团学联学术部的第一次大型集体活动，活动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给部门同学提供了更多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搭建起学
院内部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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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第一次内部
培训

策顽磨钝 化石成金

2017 年 10 月 10 日晚，统计与管理学院团学联第一次内部培训在
统计与管理学院楼报告厅如期举行。分团委书记庄美、分团委副书

记高山云、团委办公室曾任部长王铭艺及 2017 级团学联的新干事们
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培训旨在提升新干事们纂写策划的能力。首先，两位学姐通
过实际案例讲解了写策划的具体步骤，并介绍写策划的意义、注意事项、
逻辑性、灵活性与可执行性。接下来，干事们分组进行 15 分钟内完善
策划案任务。大家积极讨论，发表各自观点，对策划中可能存在的问
题有了更深入的探讨。最后，庄美老师对举办活动的注意内容及对组
织者的要求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并希望干事们养成良好的工作态度。

9：45，团学联第一次内训大会圆满结束。新干事们将化石成金，
继往开来，传承统院团学联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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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迎新辩论赛

采金玉良言 访融心诚意

2017 年 10 月 10 日晚，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迎新辩论赛决赛于凤
凰楼 302 准时召开，本次比赛邀请到校辩论队主力包顺、孙轶伟，

公管辩论队领队徐宗俊担任嘉宾。

决赛的双方分别为来自房产班的正方和来自财政一班的反方。首
先，正反方一辩发言。他们就己方的核心观点进行了阐释。接着，是
攻辩与自由辩论环节，正反两方你来我往，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然后，是观众提问环节，正反方四辩用智慧巧妙地解开了观众提出的
疑问。最后，由正反两方四辩进行总结陈词，比赛至此结束，随后，
嘉宾进行了精彩点评。在评委打分之时，公管辩论队进行了精彩的表
演赛。最终，房产班获得了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生辩论赛的冠军。

这次比赛，让同学们感受到了辩论的魅力，在言语争锋中体悟良多，
收益良多，使其大学生活也更加珍贵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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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2017 级“寝室互访”活动

寓别样风光 识学海同舟

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寝室互访”活动在学
生宿舍 19 号楼、26 号楼开展。本次活动由校学生联合会学生权

益中心主办，法学院团学联行政部承办。法学院 17 级本科新生积极参
与了本次活动。

13:20，报名参加的同学在新食堂门口集合，由工作人员带领参观
了整齐宽敞，窗明几净的女生宿舍，之后同样参观了干净整洁的男生
宿舍 26 号楼。14:00，寝室参观活动结束，全体参与者在部长的组织
下进行自我介绍，开展破冰游戏，分享零食。15:00，寝室互访活动正
式结束，参与活动的同学和工作人员在 19 号楼前合影留念。

本次活动传承和发扬财大的寝室文化，不仅丰富同学们的寝室文
化生活，加深同学间感情，更增强学院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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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第 23 期“九日论坛”

分析城镇发展进程 破解资源环境密码

2017 年 10 月 12 日 18：00，人文学院第 23 期“九日论坛”在二
教 301 如期举行。曾担任日本神户大学等日本知名高校客座教授

的谷人旭教授应邀参加“九日论坛”，为财大学子带来《区域城镇化
进程中的资源环境基础》主题讲座。

讲座伊始，谷教授讲述了国家东西部差距缩小的亲身体验及其发
现的经济地理学的意义。接着分析经济的高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带来的
负面影响。随后，谷教授阐释“现代城镇化性质”的内涵，介绍现代
城市功能并全方位分析中国现代城镇化实践。最后，谷教授对城镇化
进程与资源环境问题进行未来趋势的判识并作出总结。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对现代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基础有更加深入
专业的认识，对于由不同区域人文生态系统引发的诸多难题也拥有属
于自己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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