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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
我们来啦 !

——第二届进博会会期服务志愿者市级培训回顾

2019 年 10 月 13 日，第二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会期服务志愿者市级培训
在上海财经大学艺术中心如期举行。我
校 147 名志愿者与来自复旦大学、同济
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
体育学院的近 700 名志愿者参与培训。

培训内容

培训伊始，上海财经大学
党校副校长、党委组织部副部
长曹东勃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
一堂主题为“道路决定命运，
奋斗创造幸福”的党课。曹东
勃老师从自己在滇南的挂职经
历出发，为同学们深入解读了
“四个自信”——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帮助同学们进一步理解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接下来，上海团校党委委员、副校
长王冰老师从中国如何认识世界和世界
如何看中国两个角度，阐述了中国这一
文明古国的历史与发展，并分析了当前
的世界局势，加深了志愿者们对进博会
历史重要性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开展
进博会服务等上海市
志愿服务活动，共青
团上海市委员会打造
了“志愿汇”这一平
台，来自团市委的徐
天一老师为同学们介
绍了上海青年信用体
系建设及“志愿汇”的使用方法，并教
导同学们“因为诚信，终身受益”。
为了提高小叶子们的保密意识，上
海市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的杭禹老
师将理论与实例结合，警示同学们小心
互联网泄密保护个人与工作隐私 , 指导
大家在不同情形下该如何应对，加强了
同学们安全保密意识。
随后，上海市红十字会的俞永斌老
师为同学们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介绍
了心肺复苏以及气
道异物梗塞（海姆立
克 手 法） 的 急 救 手
法， 并 明 确 了 面 临
危情时的“有所为”
和“有所不为”，提
升了小叶子们的急
救技能。

作为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志
愿者，小叶子们在服务时会面
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上
海团校的石雪老师向同学们传
授了跨文化交流的方法。
本次培训还邀请到了上海
市废弃物管理处的严雪梅老师
为大家阐述垃圾分类的好处，
并介绍了四类垃圾的分类标准
及投放要求，携手小叶子共创
良好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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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干志愿者黄君苹同学分享了她在服务
过程中的见闻与具体工作，用自己的真
实经历为新一届小叶子们提供了经验和
参考。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会期服
务岗位志愿者第三次市级志愿者培训在
老师与同学的共同参与下圆满成功。自
10 月 10 日起，我校志愿者陆续上岗，目
前已有 14 名志愿者走进商务委外事保障
组，为进博会的成功举办贡献力量。相
信在本次培训后，上财小叶子们定能以
更好的精神面貌、更高的服务水平投入
到第二届进博会的服务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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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 19 日，距离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还有 16 天。进口
博览会志愿者们正式迎来了上岗宣誓仪
式。作为进口博览会志愿者的一份子，
上财志愿者们在清晨 5 点就整装待发，
虽然奔波劳累，但他们仍然精神饱满。
作为志愿者的他们，这一天做了什
么，又有什么感想呢？让我们走近些，
一起来看一看小叶子们的出征，听一听
他们的宣誓感言。

出征准备时

小叶子们顺利
到达国际会展中
心，积极参与相关
环节的彩排当校旗
在展馆空中飘
动， 作 为 上 财
的 一 份 子， 心
中是满满的自
豪之感。

5：00am
小叶子
们集合完毕，
精 神 饱 满、
热情高涨。

sufe 小叶子
上岗宣誓
出
征
进
行
中

小叶子
们用最真
诚、最响亮
的青春之声
庄严宣誓，
表达了践行
志愿精神、
全心为进博
奉献的信心
与决心！

结
束
时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志愿者上岗宣誓仪
式正式开始。

宣誓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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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遇匡时志，博学筑未来”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出征仪式

10 月 25 日，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出征仪式于英
贤图书馆七楼顺利举行，常务副校长徐
飞、党委副书记朱鸣雄，我校进博会志
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领导、各
院系党委副书记等和志愿者们共同出席
仪式。

她也是我校第 22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将于明年暑假赴贵州道真开展乡村
支教工作。在发言中，她号召上财小叶
子以最昂扬的精神状态、最专业的服务
水平，展现上财优秀青年志愿者的风采，
与“办出水平、办出成效、越办越好”
的第二届进博会共享未来！
代表发言结束后，上财小叶子们共
同用最真诚、最响亮的青春之声庄严宣
誓，表达他们践行志愿者精神、全心为
进博奉献的信心与决心。

常务副校长徐飞、党委副书记朱鸣
雄共同为志愿者代表授旗。队旗招展，
承载着学校对志愿者们的殷切期许，也
象征着会期服务志愿者们的荣誉与责任；
旗帜飘飘，舞动的是志愿者们澎湃的青
春热情，舒展开的是志愿者们奉献进博
会的崭新篇章。

@ 法学院 吴昕宇

9：00am

小叶子
们认真聆听
相关领导的
致 辞， 并 观
看 首 批“ 青
春 上 海” 城
市文明志愿
团队及站点
的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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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早早到武东老校门口集合，
于月色朦胧中捧着热乎乎的早餐和同组
同学们一起乘车前往国家会展中心。
在“为进博，齐奋斗”的宣誓声中，
我深刻感受到了身为一名小叶子的责任
担当；在全场《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中，
我也体悟到能成为进博会志愿者的光荣
使命。
红旗飘扬，志愿者的征程已拉开序
幕，小叶子加油！

仪式伊始，一段精彩的视频带领在
场师生回顾了我校第一届进博会志愿者
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介绍了本届进博会
志愿工作的筹备情况，接下来学校将继
续完善工作体系，为志愿者们提供全面
保障；并持续开展系列活动，营造良好
的志愿服务氛围。

为祖国增光，为城市添彩！
向前进，博青春！
为进博，一起来！
激昂的口号依旧在耳边回响，参加
完宣誓仪式后小叶子们都十分有感触，
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仪式最后，常务副校长徐飞庄严宣
布，我校进博会志愿者正式出征！出征
仪式圆满结束
为充分利用进博会契机，引导我校
进博会志愿者们以财经专业视角感悟进
博、解读进博、参与进博，本届进博会
还聘请了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劳国龄教
授为第二届进博会主题实践教学导师，
进博会期间她将从专业角度为志愿者们
和学校学生们解读进博会。仪式上，党
委副书记朱鸣雄为劳教授颁发了聘书。

@ 商学院 徐浅嫣
今天一
大早，上财
小叶子们就
集结了起
来，怀着激
情与热血奔
赴国家会展
中心参加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上岗宣
誓仪式。在那里，我们用最真诚、最响
亮的青春之声庄严宣誓。希望在接下来
的培训和工作中，我们能够继续以最饱
满的热情、最昂扬的姿态、最高的标准、
最严格的要求，为圆满完成进博会各项
任务，贡献青春，报效祖国。

这里是上海，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都是，年轻的力量；
志愿青春，书写新时代华章；
我们在上海，拥抱明天的太阳 ~
志愿进博，你我同行。
距离志愿者正式上岗还有 16 天，
SUFE 小叶子们准备好了！
向前进，博青春！

之后，法学院 2016 级本科生宋延祯
作为志愿者代表发言。一年前，她就与
我校 233 名志愿者一起，以饱满的热情
奋斗在进博会一线。今年她将再次代表
学校，以进博会志愿者的光荣身份，为
国家建设、城市发展贡献上财人的青春
力量。

相信每一个小叶子都会以自己最大
的热情、最大的努力，去对待本届进博
会志愿服务工作，不负今日庄严的宣誓！
距第二届进博会开幕还有 10 天之际，
我校举办进博会出征仪式，为上财志愿
者们加油鼓劲，相信 145 名进博会志愿
者同学们一定会在不同岗位上恪尽职守、
甘于奉献，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进博
会的顺利召开奉献青春力量，书写一份
属于上财青年的完满答卷。

之后，上海财经大学第二届进博会
志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嘉宾们共同为志
愿者代表佩戴校徽，勉励同学们以出色
的志愿服务为学校争光。

青春有梦，进博有我！
第二届进博会，
上财小叶子们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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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星戴月，共赴进博之约！
凌晨三点半的上财，带着秋夜的凉
意，却丝毫未能阻挡小叶子们出征的热
情。当大家还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时，
上海财经大学第一批进博小叶子已经集
结完毕。

上财 小叶子 来啦
进博会开幕

今天，第二届进博会在上海隆重开
幕，上财小叶子们经过了重重选拔、多
次培训后，终于迎来了上岗的日子。一
直以来，上财小叶子们都以最昂扬的精
神状态、最饱满的热情，奋斗在进博会
一线，为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
顺利召开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今天，
他们用实际行动提交了一份属于上财学
子的完满答卷。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
天是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日。
去年的今天，老师我就是首届进博会志
愿者，我们还有个昵称，叫‘小叶子’。
今天，老师就带你们一起走近进博会，
了解进博会。”

当然还有美味可口的午餐

·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奉献！

学校贴心的为小叶子们预定了麦当
劳早餐。在大巴上，小叶子们抓紧时间
休息。趁机再补会儿觉，一会儿要精神
饱满地迎接工作。

·进博会，我们来了！

·繁忙的间隙同样多姿多彩

进博我想说

天刚蒙蒙亮，第一批负
责跟车的“小叶子”已经陆
续经过安检，来到了自己的
岗位上。他们登上一辆辆接
驳车，用最灿烂的笑容和最
饱满的姿态，开始今天的工
作。

于王文佳 广告组：

泡杯咖啡提神 闲暇之时不忘收
可不能松懈 看习大大在开幕
式上的致辞

今天是进博会的第一天，有幸
拿到首日贴的我们，成为了第一批
参战的小叶子。
早 起， 等 待， 饥 饿， 劳 累， 一
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为进博贡
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上财广
告组的九名志愿者，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彰显了他们优秀的志愿精神，
虽然早上三点就起床，七点半就守
在了“进宝”机器人的身旁，虽然
天气寒冷，但这一切，并未削减我
们的热情。我们每一位志愿者依旧
用自己的笑容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宾
客。

11 月 5 日上午，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举行开幕式期间，距上海千里
之外的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玉溪中学，
上海财经大学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
王玮璇站在讲台上，开始了她和来自上
海财经大学的其他支教团小伙伴们精心
准备的“乡村进博课堂”公开课的授课。
而讲台下，该中学八年级 11 班的 55 名
同学，聚精会神，脸上写满了兴奋与好奇。

在介绍完进博知识后，王玮璇分享
了她去年作为首届进博会“小叶子”的
经历，去年她只参与了开幕日的场外的
保障工作，没有机会进入场馆一睹风采。

课堂上，王玮璇播放了进博会宣传
视频，从进博会由来、吉祥物和会徽来
引入；通过播放上海城市宣传片，介绍
上海的特殊优势，以及进博会为什么选
在上海，并带同学们一起感受了进博会
八大展区，一时间，课堂俨然成了丰富
多彩的进博世界。

财进乡村
博学青春

·暮色四合，踏着余辉归来

伴着夕阳的余晖，一天忙碌的工作
结束了。小叶子们纷纷拍照留恋，记录
下自己进博会首日的感受，这将是他们
人生中非常独特的一段经历。这里，承
载着他们作为服务志愿者的热情和奉献。
这里，记录着他们作为服务志愿者的荣
誉和责任。
晚 风 吹 过， 带 来 丝 丝 凉 意， 小
叶 子 们 拖 着 疲 惫 的 身 体 回 到 学 校，
却 感 到 格 外 轻 松。 每 个 人 都 为 自 己
今 天 的 出 色 表 现 感 到 自 豪 和 骄 傲！
学校还根据回校时间段，分批为志愿者
们发放了包括牛奶、巧克力、饼干在内
的能量零食包及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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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进博课堂

可喜的是，今年上财第 22 届研支团
10 名成员报名成为了进博会志愿者，在
近期服务进博会的间隙，他们拍摄了很
多现场小视频，展示了他们工作内容和
作为进博志愿者的心路历程，引发小同
学们阵阵掌声。

第二个活动则让同学们假设自己是
第三届进博会志愿者，设计一条宣传语，
吸引国内来宾参加。经过小组的的热烈
讨论，各小组都写出了精彩的标语，表
达了喜迎四方来宾，和“新时代共享未来”
的进博精神。

讲授环节后，研支团成员夏德昊组
织开展了课堂有奖互动，第一个活动采
用“一站到底”的形式进行知识竞答，
经过激烈角逐，有两组同学获得最后胜
利。

获奖同学们都收到了从上海财经大
学专程寄来的上财进博徽章、钥匙扣等
精美纪念品。
一节课很快就结束了，同学们意犹
未尽，纷纷表示要继续关注进博会，关
注国家大事，感受国家发展脉搏。

来自玉溪镇的冯亚同学说，“通过
这节课，了解到进博会这一国家大事，
体会到了我们国家有多么强大，今后要
更加努力学习，增长才干，为我们国家
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与授课的研支团成员王玮璇和夏
德昊表示，这节课让孩子们开拓了视野，
了解到祖国的飞速发展，也帮助孩子们
树立正确人生目标，并不断为之努力，
让他们以后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希望
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像上财“小叶子”
们一样早日参与到社会志愿服务中。

据了解，为了这一堂“乡村进博课
堂”，上海财经大学两届研支团成员们
前后策划了十余天，包括课程内容、素
材拍摄、PPT 制作、纪念品设计和购买、
模拟授课等环节，一个都不少，最终呈
现给孩子们一堂精彩的进博课，让他们
了解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在他们心
中播下了志愿公益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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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里的情景思政课堂
四 草——许涛老师与上财“小叶子”们
叶
谈 青年成长
2019 年 11 月 7 日上午，校党委书记许涛一行来到国家会展中心志
愿者之家看望上财“小叶子”们，并与同学们面对面开展了一堂
生动精彩的进博专题思政课。

9：30 分，活动正式开始，三位上财进博志愿者代表分
享了参与志愿服务的感悟体会。金融学院 2016 级本科生、
第 22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长期管理岗志愿者蓝浩歌同学
说“在志愿里我懂得了价值使命的意义，在服务中我感受到
了祖国强盛的自豪”；
商务委外事保障组志愿者、上财进博志愿者临时党支部
书记胡跃荠同学从上班路上的细节分享了身为党员应承担的
责任担当；

世贸组织小型部长会议志愿者、商学院博士生孙冒罡同
学讲述了半个月以来他与墨西哥代表团联络官的“网友”故
事。
许涛书记认真聆听了志愿者的服务感受和收获，赞扬了
大家用点滴志愿服务展现的上财青年风采。随后他立足社会
实践大课堂，从进博志愿服务到青年人才成长，围绕与祖国
同向同行，与时代互融创新，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发展的成
长建议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演讲。

许涛书记首先从开放创新谈起，回顾祖国的发展与学校的成长，提出中
国与上财都因改革开放而焕然一新，因此对外开放对中国、对上财来说是新
时代最鲜亮的底色，习总书记在本届进博会上指出要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而“小叶子们”亲身参与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进博会，
正是融入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洪流当中，为中国外交贡献了青春力量，这一点
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他指出志愿奉献是国际上共同认可的通行概念，是青年锻炼展示
个人综合实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全球有志青年提升自己的普遍选择。
许涛书记谈到在座各
位“ 小 叶 子” 是 在 六 百 余
名同学的面试选拔中脱颖
而出，一定要抓住岗位机
会，认识到志愿服务的重
要内涵不仅仅是岗位工作，
更需要通过服务内容有所
感悟有所思考有所成长。
同学们要更多地通过进博
会这一世界级盛会，充分
了解大型外交活动的组织
方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最
新潮流，为塑造国际视野、
提升未来发展、走向世界
舞台打下更好基础。

破思维定式，育财经人才
——记进博主题实践活动

畅

最后，许涛书记亲切地与大家分享了自
身成长经历，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大学
不是中途休息的驿站，而是确定未来人生方
向的分水岭，一定要在学习之余走出校园，
拓宽认知边界和个人视野。进博会志愿服务
是培养青年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应急处理能力等素养的有效途径，更是
同学们了解上海了解世界发展的宝贵窗口。
同学们要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主动开展
第二课堂的实践学习，做好个人成长发展的
探索规划，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祖国的发展
建设之中，有与祖国同向同行的大视野大格
局，才能够收获更高、更远、更宽阔的精彩
人生。
进博思政讲堂结束后，校领导与团市委
领导共同为连续两年参与进博服务的“二年
级”小叶子志愿者颁发了荣耀徽章，并探望
在岗小叶子们，为他们送上了能量加油包。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们也纷纷表示此次进博系
列的主题活动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国家战
略发展规划的重要意义，以及个人成长的职
责与使命。

后续几天里，上财“小叶子们”仍将继
续扎根进博服务，以昂扬斗志圆满完成各项
志愿服务工作。

情景思政小课堂，
进博实践大课堂，
两个课堂、一种初心。
上海财经大学认真规划、充分发掘
进博会志愿服务及专业拓展的主题教育
功能意义，通过“书记面对面”思政微
课堂、主题实践参访等形式激发青年学
生的实践初心和成长初心，引导广大青
年在实践里受锻炼、增才干、向前进、
博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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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子们对进博主题实践课堂的看法
11 月 9 日，上海财经大学 12 名“小
叶子”在我校进博会主题实践教学导师、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老师的带
领下，走进国家会展中心，开展了一场
特别的主题实践活动。

对于文科生来说，今天的实践让我
最开眼的是经济领域的专业知识原来不
仅能用在证券、银行、金融等行业，还
能为投资平台带来灵感。当先进的技术
与大数据、区块链相糅合，就真正实现
了科技改变生活，这正与进博会的主题
相契合——新时代，共享未来。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研一 张瑜
金融的脱虚向实我们应该落在实处，
只有全球的实体企业家一起努力，通过
良性竞争打造好自己的产品，为我们的
生活和企业运作打造更好的解决方案，
才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
颓势。
普洛斯的核心业务是智能仓储物流
系统，通过自身主营业务资产的增值而
不是无价值的过快扩张和收购，建立了
一套受到多家品牌认可的强大的智能化
系统，并为真正有潜力的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完善自己的产品生态，这是值得
我学习的一种自我发展模式。
——金融学院
研一 鲁一凡

中午 12 点整，上财小叶子们走进了
设在国家会展中心 8.2 馆的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直播间，零距离观看了由劳老师
担任嘉宾的“进宝 FM”的午间特别节目《进
宝同期声——财经时间》，聆听老师们
关于“如何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的精
彩讲述。

13 点，节目录制结束，劳老师便带
着上财小叶子们前往位于服务贸易展区
的的普洛斯展位参观学习。
在展位负责人杨波老师的热情接待
下，小叶子们学习了解了许多物流仓储、
屋顶新能源和智慧冷库等方面的前沿成
果，也认识到，金融不局限于银行、证
券等，它融汇于我们目之所及的各个方
面。
随后，劳老师与小叶子们围坐，从
进博会开放共享的红利聊到金融脱虚向
实的发展方向，也通过普洛斯公司从物
流仓储业务出发，不断提高自身资产价
值，逐渐拓展至数据科技并行的投资平
台这一发展案例，鼓励同学们在学习生
活中关注经济发展，并通过实践锻炼拓
宽眼界，打破思维定式，合理规划自我
成长路径，将校内所学的金融财务知识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真正成长成为
有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流财经人才。

主题活动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小叶子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

今天参加了 11/9 的学校组织的进博
会志愿者实践活动。
首先，作为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上海
财经大学的会期志愿者，我感到非常荣
幸。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场馆里进行志
愿服务而没有时间仔细欣赏到进博会的
风采。而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们参观
了进博会展览、旁听了在场馆中举行的
有关进博会的溢出效应的访谈以及深入
访问了一家物流服务参展商——普洛斯。
令我感触最深刻的便是作为一家物
流服务商，普洛斯能很好地将实业与金
融服务结合在一起，不仅告诉了我们金
融离不开实业，而且也给我们财经类院
校的学生以后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建议，
我受益匪浅。
——数学学院
大三 丁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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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
昨天落下了帷幕，每天早出晚归陪
伴进博的小叶子们，也终于到了和
这场盛会说再见的时候。
本次进博会
我校共计选派志
愿者 150 人，包
括 147 名会期志
愿者和 3 名长期
岗志愿者。从线
上招募、线下面
试，到线上线下
的培训、再到出
征誓师。
告别之时，除了依依不舍，更有满
心的自豪。

披星戴月 与你相见
东方将白，晨露未晞。当其他同学
还在睡梦中时，SUFE 小叶子们已经整装
待发。

11 月的凌晨，小叶子们心里有着激
扬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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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慰问 不负期望

第
二
届
进
博
会
我
们
不
说
再
见

校党委书记许涛、蒋传海校长、常
务副校长徐飞、党委副书记朱鸣雄等学
校领导亲自来看望我校志愿者，鼓励上
财学子。

远方也有进博课堂
在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县
的玉溪中学，上海财经大学第 21 届研究
生支教团成员，为当地初中生们带来了
一堂精彩的“乡村进博课堂”，帮助他
们了解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在他们
心中播下了志愿公益的种子。

社会媒体的关注与报道
上财小叶子们的出色表现，受到了
中国教育网、人民网、青年报、新民晚
报等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道！

分工合作 高效完成任务
一顿简单却
温暖的早饭

今年，SUFE 小叶子们共被分为三大
组别：商务委外事保障组、商务委小部
会议组、进博局。他们的工作各不相同，
但都是保障进博会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有着各自的奉献。

一段忙里偷
闲的小憩

虽然终究会散场，
但这就是我们无悔的青春！

商务
委外
事保
障组

精力充沛，才能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坚守岗位 投入百分百
“SUFE 小叶子”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呢？
礼貌得体的微笑？
耐心的引导和讲解？
因长时间站立而酸痛的膝盖？
与外宾交谈的激动？
永远无法停下的脚步？
徽章闪烁着志愿者的光芒。
他们是“SUFE
小 叶 子”， 这 是
一份浸满汗水的
荣 誉， 是 一 份 沉
甸甸的责任！

商务
委小
部会
议组

进
博
局

再见了！亲爱的小叶子们，
欢迎你们，明年再来！
进博会，我们不说再见！

下一届进博会，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