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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讲团课：
青春在立志、读书、践行中闪耀
□ 撰稿 /凌晨军   

【SNAI 青年思政大讲堂 · 第四十二期】

2022 年 5 月 5 日晚 19 点，为贯彻立德树人根本要求，团

结带领团员青年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扣庆教授再

次走进 SNAI 青年大讲堂，为全体全日制研究生同学带来一场

生动的思政讲座暨主题团课。讲座由团委书记李昕凝主持，会

计系主任宋航教授作为青年教师代表参与讲解座谈。

1922 年 5 月 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讲座的第一个板块，

李院长以“百年前青年的觉醒掀开了民族发展的新篇章”为题，

引导同学们回顾百年来的中国青年奋斗史，并重点介绍了以毛

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青年时代的奋斗经历。李

院长指出，青年始终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主力军、

生力军，青年力量在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站在更加强大的基础和新的起点上，我们享受着先辈奋斗

的胜利果实，同时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当代中国青年同样任重而道远。讲座的第二个板

块，李院长带领同学们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变化，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通货膨胀、能源与环境变化、肆

虐全球的病毒……等等一系列内外部因素，都正在并持续将

对我国未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新时

代青年们勇挑重担、苦练本领、鼓足勇气、迎难而上。

正是青春年少时，方为时代续篇章，青年要担当起民族

复兴和强国建设的重担。在第三个板块，李院长从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要求出发，重点带领同学们共同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人民大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号召大家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

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的殷殷嘱托。

有志向的人生才不易迷失，青年的追求应与时代的脉搏相契

合，这就需要我们立远志、多读书、勤实践，切实提升本领

增长才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奋力拼搏。李院长引用“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来勉励各位同学，为大家提出“立志、

读书、践行”的建议。

本次讲座还精心安排了座谈讨论环节，同学们向李院长、

宋老师和李老师提出了自己对学业以及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困

惑，李院长与两位老师非常耐心地进行解答，并结合自身奋

斗经历鼓励各位同学潜心学习、持续前行。在欢快的氛围中，

本次 SNAI 青年思政大讲堂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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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团员青年线上观看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

2022 年 6 月 1 日晚，第四十三期

“SNAI 青年思政大讲堂”以线上方

式举行，本次讲堂特别邀请到上海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何莹，讲授主

题为“重温百年团史，筑牢理想信念”。

讲座由研究生部党总支书记钟雪冰老

师主持，2021 级全体研究生聆听了本

次讲座。

何莹老师从革命年代、改革开放

年代和新时代三个时间段来讲述中国

青年的重任与担当。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际遇和机缘。革命斗争年代青年人

讲无畏、开拓；近代年轻人讲奋斗、

价值和责任。每一代年轻人都有困惑

与问题，当遇到问题时，我们一定要

想清楚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做好应有的时代担当。

疫情时代下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作为新时代的中坚力量，我

们青年人应当如何扛起肩上重任？我

们将给予我们的子孙一个什么样的疫

情后时代？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新

时代青年人的五点希望，我们应当做

出正确的选择。

□ 撰稿 /卢燕   

【SNAI 青年思政大讲堂 · 第四十三期】

重温百年团史 筑牢理想信念

5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在学院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学院团委组织青年职工

和全日制研究生线上收看中国共青团成

立 100 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和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将会议精神转化为工作

动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

声、催人奋进，团员青年们心潮澎湃、

豪情满怀。收看庆祝大会之后，上海国

家会计学院全体团员青年回溯初心，畅

谈感想。

邵梦娟（研究生，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 2021 级 2 班 团 支 部）： 青 春 向 党，

不负人民。青年人就是要以自己的朝气

和锐气、以蓬勃的青春、以奋斗的姿态，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祖国为人民焕发

出最绚丽的光彩，争做复兴的栋梁，强

国的先锋。

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我感受

到了党始终对共青团给予高度的信任和

热忱的关怀，同时对青年寄予厚望赋予

使命。共青团的立身之本是“遵循党的

领导”，希望共青团能够为党育人，跟

随着党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广大青年在

新征程上勇为先锋。

像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说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今

天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总结了

过去 100 年共青团的历史使命，同时也

展望下一个 100 年共青团的工作，期待

共青团“面向未来，再立新功”。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带着我

们重温了 1937 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

学成立的题词，他强调先锋二字，先锋

就是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奋勇向

前。我们每一位团员都应该在祖国需要

我们的时候挺身而出，做好榜样，彰显

青春力量。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

的明天。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

共青团要继续团结带领青年，用青

春谱写新的乐章。

桑芝燕（上海思耐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员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

工第四团支部）：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的，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

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国家发展

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

心竞争力的体现，今日之中国已摆

脱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命

运，14 亿多人民正奋进在民族复兴

的大道上。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

题，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蔡羽飞（财务资产部，上海国家

会计学院教工第一团支部）：观看

了共青团建团百年大会后深有感触，

身为新时代新青年的我们应肩负起

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要积极奋斗，

发奋图强，学会奉献和付出，要以无数的

革命先辈为榜样，学习继承五四爱国精神

和创新精神。作为新时代青年，要确立自

己未来的奋斗目标，开拓自身的视野，拒

绝诱惑和躺平，在美好的青春年华里展示

青年的朝气和活力，用奋斗书写理想的新

篇章。

李虹（团委组织委员，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教工第四团支部）：今日上午我聆

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感

慨颇多。很幸运我还年轻还是青年，也很

幸运生在长在这个幸福的时代。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

相承。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

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

先。14 亿人民正奋进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就是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作

为一名团干部，我会持续奋斗，为身边的

团员青年做好榜样；我会自觉担当尽责，

成为组织青年们奋斗的先锋力量；我会心

系青年，千方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

为青年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会勇于自

我革命，多学习多思考，探索新思路新模

式，不甘平庸、锐意进取。为实现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

一百载春华秋实，一百载砥砺前行。学院

团委将继续贯彻落实院党委“引导、凝聚、

服务、成就”的八字方针，紧密团结团员

青年，以实际行动投身建设国际知名会计

学院，以昂扬姿态迎接二十大，奋进新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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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7 日晚 19：00，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第 36 期思耐问道借助腾讯会议平台通过在线直播的

方式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

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陈达飞主讲，

2021 级全体全日制研究生参加，本次讲座也吸引了

众多校友、老师们的参与。

陈博士以近一个月来上海的疫情防控情况引题，

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全方位介绍了何为价值链、全

球价值链的形成、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效益以及

价值链的“四重冲击”。 

一、何为价值链：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谈起

“我们要从生产和供给两个角度去看价值链，

上海人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都深刻体会到了物流

的重要性，而物流就是价值链中最重要的环节。”

讲座一开始，陈博士以通俗易懂的比喻解释了价值

链的现实体现——物流，他提到，“价值越高，价

值链越复杂”是商品价值链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

截至 2022 年 4 月 27 日，上海新冠肺炎疫情仍

处高位震荡状态，而上海官方宣布的疫情信息会显

著影响投资者的情绪，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态，进

一步冲击经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在人流、客流、车流、物流、生产、消费、投资、

房地产、外贸等多个方面来看，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人流、客流、车流、物流量来看，上海地铁

客运量较往年来看明显下降；在计划航班数量下行

的情况下，国内航班、国际航班取消占比分别达到

了 80% 与 60% 左右，几乎达到历史最高点；车流（公

路延时指数）与物流（整车货运流量指数）在疫情

暴发时段（2021 年 1-3 月与 2022 年 1-4 月）也出现

明显下降拐点，整体体现为疫情暴发地高速不畅通。

从 生 产 端 看，2022 年 3 月 制 造 业 与 非 制 造 业

PMI 指数环比降幅为 0.7% 与 3.2%，分别达到了 49.5

与 48.4，跌破枯荣线（50）。疫情对服务业的 PMI

指数影响较其他产业更为显著，供应链 PMI 配送时

间降至疫情以来最低水平。企业盈利水平的变化是

疫情冲击经济发展的微观缩影，利润增速呈现为总

体下降，上游企业上涨态势；据统计，3 月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下跌 0.6PCT 至 6%，此外考虑大专院校学

生毕业季即将来临，就业问题不容忽视。

从消费面看，2022 年 3 月以来，疫情冲击导致

消费修复中断，消费出现巨大滑坡。2022 年 3 月份

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同比下降 3.5%，除汽车以外的

消费品零售同比下降 3.0%；相比汽车、餐饮、后地

产消费等，石油制品消费增速最高；可选消费品增

速大幅下降，必需品消费稳定，地产以及线下消费

有所下滑。

□ 撰稿 /卢燕

【思耐问道第 36 期】

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四重冲击”

（续）

从投资面看，基建及制造业投资增速较高（地产投资

增速下降，基建及制造业投资增速上升）；房地产 3 月购地、

开工、竣工、销售增速继续下滑，购地面积增速降幅最大。

外贸方面，进口增速 2022 年 3 月明显下降，预测后

期小幅回暖，货物出口量价指数处于顶部区间，贸易差

额回落，降至 473 亿美元。

陈博士以上海静态管理（4 月 1 日）为时间节点，对

几个重要经济指标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本轮疫情对经济

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除进口外，在 3 月份之前对 4

月份的经济预测均处于上升趋势；第二，3 月份的修复态

势较好，是各个数据增速的近期高点；第三，各项增速

的预测数据在上海静态管理后均下降；第四，进出口预

测数据的下滑最明显，下滑 10 到 12 个点；第五，固定资

产投资的预测下滑相对较低。

二、全球化历程：全球价值链是如何形成的

二战以来，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1945-1973 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1.0 时期，

政经格局为两极对立，彼此孤立，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

汇兑本位 + 固定汇率 + 自由贸易 + 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

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第二阶段为布雷顿森林体系 2.0

时代，成型于 80 年代初期，呈现美元本位 + 浮动汇率 +

自由贸易 + 金融自由化的特征，纵向一体化分工居于主

导地位。第三阶段始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全球 FDI 流量

虽然在 2015 年创下新高，但其相对于 GDP 的比重却在下

降。

从全球视角看 FDI 流量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内循环”

到与发展中国家“双循环”的演变。1991 年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2000 年科网泡沫、2008 年金融危机、2015 年与

2016 年的货币紧缩和去全球化，每一次泡沫破裂，都会

造成资本流动的大幅下滑，而资本流动是跨国公司形成

的主要推力。

跨国公司占全球增加值的 33%，GDP 的 28%，进出

口的 53%，就业的 23%，是促进价值链贸易（价值链分工

的主要市场主体）。企业出于创新、产品生命周期和投

资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经

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逐渐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中心，目

前全球价值链呈现美国、德国、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

三、全球化红利：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效

益

中国的直接投资按照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次

序进行。从 2015 年“一带一路”开始，中国输出

超过输入，成为 FDI 净输出国（流量）；2011 年后，

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制造业投资占比从 2005

年的 70.95% 逐渐降低至 2019 年的 25.61%，与此

同时，信息技术企业数量平稳上涨。以上迹象表

明中国贸易正在向高附加值“跃迁”。

然而，尽管 21 世纪以来，中国取代了日本成

为亚洲的价值链中心，但我国的供应链主要还是

以中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即在全球供应链的中上

主讲老师    陈达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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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技术复杂度高的产品都依赖海外进口，所以

尽管按出口数额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但论

贸易增加值的话比不过美国和德国。专利方面，

虽然我国在多个行业名列第三，但专利发展的质

量仍是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呈现

对外依赖度较高的特点，而对美国的依赖尤为突

出，体现在电子、运输设备、纸业、汽车制造、

机械设备、生物医药等众多行业。

总体上来说，我国直接投资基本符合邓宁“投

资发展周期”四阶段理论，即目前已处于“投资

发 展 周 期” 的 第 四 阶 段，FDI 增 速 放 缓，2015-

2019 年连续逆差，2019 年，中国人均 GNP 已突破

1 万美元，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层面的

推动力已经具备。 

四、价值链“四重冲击”：从大危机到大流

行

“引进来”方面，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因

素对供应链的冲击远超以往，后疫情时代的价值

链修复已然中断，并且已经出现供应链向东南亚

转移的趋势，比如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电子产业

链正在向越南等地转移，美国本土的生产也有所

反弹。目前来看，由于内在需求与外在需求的双

重作用，供应链外移已成定局，但仍有大部分企

业留在中国。中国在供应链上的一大优势是基础

设施的配套和汇集产业集群的能力，因此短期内

很难将整个供应链完整地撤出中国。换句话说，

目前中国价值链已经不靠廉价劳动力支撑了，中

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技术升级对中国价值

链的支撑效果与日俱增。

（续）

从中国制造业崛起的历史进程中可粗略窥见

中国“走出去”的发展情况。“中国制造”是在

对外开放中崛起的，也已经成为中国比较优势产

业，但中国制造走出去的方式仍然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FOR CHINA”。按照

全球化智库的评估结果，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

偏低。究其原因，中国产业发展的短板是服务业。

中国服务业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说明中国服务业

尚未形成比较优势。一个原因是服务业开放度不

够，缺乏外溢效应。陈博士认为，中国制造业要

走出去，需要有相匹配的金融服务部门，“一带

一路”以来我国制造业国外发展广度和深度不够，

一定程度与金融、会计、法律、咨询、管理等服

务部门跟不上，外资相关服务业费用过高。陈博

士表示：“我们以前制造业崛起是外资流入带动，

但目前已经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阶段，一定

要通过服务业发展带动，所以要开放国外服务

业流入带动国内服务业发展，从而推动制造业

走出去。”

讲座最后 20 分钟，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包括目前中国的外贸趋势、如何看待当前人民

币与日元的快速贬值、全球分工合作会不会导

致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等方面，陈博士做

了详细回答。

（续）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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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人性管理》

□ 文 /金 正 超

              
曾仕强（1934 年 8 月 28 日－ 2018 年 11 月 11 日），国学大师、中国式管理大师，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被称为“中

国式管理之父”，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著有《胡雪岩的启示》、《易经的奥秘》、《中国式管理》、《家
庭教育》、《孙子兵法与人力自动化》等。

中国式管理，到底有没有？

“中国式管理”可谓之“有”，也可谓之“无”。说“无”，是因为：从管理科学来看，没有中国式、美国式、日本式的区
别，只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别。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中国式管理。说“有”，是因为：从管理哲学来看，管理离不开文化，
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管理自然就不同。

中国式管理与西方有哪些不同？

西方的管理是以事为中心 , 因为西方企业的员工流动性非常大而中国的管理是以人为中心。国内企业的员工是中国人 , 他们所
具有的文化背景与外国人不同。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管理方式来管理国内企业那他的管理肯定是失败的。

曾仕强教授所强调的中国式管理 , 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 , 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
为特性 , 以达到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

人性管理的特点

首先管理一定要制度化，但制度必须合理。这要求公司在建立制度时就要合乎人性。
第二、制度要最好是由下而上来制定，上下多交流，彼此尊重自然孕育而成，不必刻意求齐全，保留弹性，就会合乎人性容

做到上下协调，令行禁止。
第三、作无为的领导，将“无为”作为一种思想源于老子的《道德经》，无为无不为思想作为老子经邦治世之术的基本主张，

贯穿于《道德经》的始终，通观《道德经》凡谈及“无为之治”之处，总可以看出老子是将“无为”作因，“无不为”当果。老子
所提倡的是“为无为”也是一种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顺其自然，是针对不按自然本性，只凭功利原则
去设置行动目标并为这一目标采取盲目行动的“有为”而言。曾仕强教授提出，下属能做的事情，管理者不要插手。把空间留给下属，
让他们去充分表现，力求由下而上，而不是事必躬亲；管理者只需要提出问题，不需要给答案，下属自然会寻找答案，而且全力以赴；
管理者要勇于承担责任，这样下属才能卸下包袱，敢于创新。无为而无所不为。做到“不管”才是管理者的最高境界。知人善任才
是管理者的首要任务。

掌握原则，避免误区。

管理是一门艺术，也是文化，中国式管理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学会的，需要大家在实践中逐渐领会，在学习曾教授管理方法时
需掌握一些原则，避免进入误区，我认为这点在学习中国式管理之前很关键，任何一门学问，都建议先学道，再学术。没有正道落
在意识里，人容易为了快速的反馈而追逐表面功夫，容易在一定阶段后迷茫找不到价值感，容易因为急于求成而走上歪路。

原则之一：和谐绝非讨好
原则之二：看开而非看破。
原则之三：圆通绝非圆滑。
原则之四：尊重而不盲从。

本书是曾仕强老师的经典遗作之一，是曾老师通过人性谈管理的集大成之作。深挖中国人的人性之本，结合现代管理艺术，为
广大管理者提供了一条明确而有效的管理路径。

- 博物经济学人 -

《牛奶可乐经济学》
□ 文 /黄思璐

数十年前，妙趣横生、各具特色的经济科普读物曾在我国

掀起一股热潮，从《魔鬼经济学》、《货币战争》到《在星巴

克要买大杯咖啡》、《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

从基于时间维度梳理历史趋向并大胆预测未来的经济著作、到

基于日常生活细微现象引出经济学原理并加以分析解释的科普

读物，无不激发着人们对于经济学、金融学等看似高高在上、

晦涩难懂学科知识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在热潮之中，2008 年首

次出版、2012 年开始在温州市都市报连载的《牛奶可乐经济学》

也曾荣登图书奖项榜单，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热门书籍。十余

载飞逝，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牛奶可乐经济学》仍偶被提起，

传递着博物经济学的思维逻辑。

在本学年叶小杰教授开设课程《行为金融学》中，将金融

学与心理学相结合进一步解释金融市场异象，另辟蹊径独特视

角来分析经济规律之外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市场交易中发生的巨

大作用。与《行为金融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牛奶可乐经

济学》以博物经济学作为贯穿全书的思维内核，从经济学角度

分析日常生活中看似“合理”实则“不尽合理”的种种事物背

后可能的逻辑架构与思维模式。本书思维核心——博物经济学，

是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

将注意力集中于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以及潜在的系统性认知偏差，

是一种立足于学科基础知识、并试图将其运用于推理和理解事

物背后本质的思考方式。两书均立足于学科常识，也同样引入

新颖的观察视角与独到的分析方式，因此《牛奶可乐经济学》

是不错的对比阅读素材。

本书作者罗伯特·弗兰克，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

学院经济学与管理学教授，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纽约现场”

专栏的特约评论员，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弗兰克教

授在中国出版的书籍除了有《牛奶可乐经济学》，还有清华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合著的《微观经济学原

理》、《宏观经济学原理》，是多所高校经济学硕士重要专业

参考书。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弗兰克教授在他的课堂上，给

学生们布置了一篇博物经济学作业书面作业，要求：“利用博

物经济学的原理，探讨你亲身观察到的事件或行为模式中的有

趣问题，并以经济学的视角做出回答。”课堂上弗兰克教授讲

述的种种案例与学生作业中丰富多彩的问题，共同构建了本书

的蓝本。

本书内容共分为十一个章节，以经济学常识为线索，将弗

兰克教授与学生作业中的小故事整理归类，读来碎而不散，饶

有趣味。受时期与地域限制，本书中较多案例在我国社会主义

大背景下并不适用，但仍然是拓展思维激发兴趣的参考素材，

在此节选书中三个经典问题进行简要介绍。

产品设计中的经济学：方盒子牛奶与圆瓶子可乐？

逛超市时，细心的顾客可能会发现，几乎所有软性饮

料瓶子，不论是玻璃瓶还是铝制易拉罐，大多是圆柱形的，

而牛奶盒子则几乎都是方形的。显然，若是暂不考虑容器材

质厚度等因素，同样的长宽（直径）与高度，方形容器一般

能比圆柱形容器容纳更多液体，也能更经济地利用货架空

间。那么，为什么软性饮料生产商仍然坚持使用圆柱容器

呢？

消费者饮用习惯或许是原因之一。软性饮料大多是直

接就着容器饮用的，圆柱形容器光滑无菱角手感更加舒适，

消费者也愿意为饮用体验好的容器买单；而牛奶多使用吸管

或倒出饮用，成本效益原则亦显示，牛奶不大可能装在圆柱

形容器里贩卖。

运营成本或许也是原因之一。软性饮料大多放在开放

式货架供顾客自取，货架相对便宜，平常的运营成本也较少，

于是便抵消了容器形状带来的额外成本；而牛奶需要放在专

门的保鲜冷柜里，需要支付更多的运营成本，方形容器能够

更大程度利用冰柜里的存储空间，提高了牛奶的效益。

成本效益原则要求，一项活动的收益必须大于其成本，

产品设计亦如此：既要满足最符合消费者心意的功能，又要

满足卖方保持低价、保持竞争力的需求，实现两者之间动态

平衡。无论是牛奶的方盒子，还是饮料的圆瓶子，不同的容

器形状都遵循着成本效益原则，尽可能节省成本确保效益。

产品设计中的经济学：硬币的侧面肖像与纸币的正面

肖像？

研究生通讯12
Postgradute Press  2022.06

研究生通讯 13
 2022.06 Postgradute Press

SNAI
POSTGRADUTE

PRESS SNAI 物语



        潜心学习，同心守护

    ——研究生眼中的战“疫”校园

□ 文 /於 铃、邵 梦 娟

转眼已是孟夏，今年的春天仿若悄无声息地走过。一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正常节奏，褪去了往日的热闹繁

华，生活仿佛被按下暂停键。但隔离不隔心、封控不停学，

研究生同学们学习生活的 SNAI 校园，成为让无数人羡慕

的绿洲。

及时返校：学院的举措严谨又暖心

３月初，上海疫情开始多点散发，而绝大部分研一同

学还处于实习流程中，疫情暴露风险高。老师们非常挂念

在外实习的同学，为保障同学们顺利完成实习任务，学院

及时发放了实习补助，并对疫情期间因实习需要在校外租

住的同学给予住宿补贴。此后疫情形势持续严峻，为使同

学们能够按时返校上课，最大限度避免可能在校外被隔离

管控的风险，学院第一时间将一大批在外实习的同学井然

有序地接回学校，并为回校同学安排严格七天健康监测，

期间，宿舍阿姨每日会将三餐和瓶装饮水配送上门。同学

们既按计划圆满完成实习任务，又及时安全地回到学院开

始新学期的课程，得益于学院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做出的迅

速研判调整；同时，严谨的防疫措施、暖心的生活关怀，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亲人般的照顾。

校园防疫：我们来当志愿者

4 月 1 日起，根据上海市有关政策，学院进入校园封

控阶段。封闭后第一次核酸检测，我们就见到了院领导、

后勤部、研究生部的老师们。看到老师们挺身而出，离开温

暖的家和亲人，24 小时封闭在学院值班，为保护学院、保

护我们的安全奋战在抗疫一线，瞬间感动。他们是我们的榜

样，也给了我们无形的力量。“SNAI 是个大家庭，疫情防

控，人人有责。一直是老师们挡在前面，现在我们也要站出

来，守护大家！”这是同学们的心里话。就这样，红马甲与

防护服加身，Snaiers 积极投身志愿工作的背影，成为疫情下

校园中最靓丽的风景线。“请大家今晚八点左右准备抗原测

试。”“今天上午在国际会议中心进行核酸检测。”“请同

学们分批进行检测，有课的同学优先检测。”熟悉的声音总

是从走廊中传来，这些通知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

轮又一轮的核酸，日复一日的抗原自测等工作，在学院老师

们、宿管阿姨、门卫大哥及志愿者们的帮助下，在全体研究

生同学的积极配合下，逐日高效快速地完成。

观察美国的钱币，我们总会发现，硬币上的总统像多是侧

面肖像，分币上的林肯、杰弗逊，角币上的罗斯福、华盛顿和

肯尼迪，全都侧着脸；纸币上的总统肖像则多是正面肖像：1 美

元上的华盛顿、5 美元上的林肯、10 美元上的汉密尔顿、20 美

元上的杰克逊、50 美元上的格兰特，以及百元上的富兰克林，

皆为正面肖像。事实上，大部分国家的纸币也多是如此：在硬

币上印制侧面肖像，在纸币上印制正面肖像。

印刷工艺水平或许是硬币侧面肖像的原因之一。受到金属

雕版印刷技术的限制，硬币可供作画的面积狭小，印制的肖像

也就无法达到特别高的精细度。同时，为了保障肖像的辨识度、

突出人物相貌的特点，正面肖像一般比侧面肖像要求更高的精

细度，对技术和成本的要求也更高。在技术有限的年代，即便

有印刷工艺支持，也需要花费可观的费用。另外，随着硬币的

流通，精细的细节也难逃磨损。因此，为了确保图案的辨识度，

保障硬币的长期流通，节省铸币成本，在硬币上多选用侧面肖

像。相较之下，纸币的优势在于更大的印刷面积，绘制更为精细、

复杂的正面肖像，有助于人们快速辨认，也能够起到防伪的功效。

同理，人民币在硬币与纸币图案印制上，也存在类似的规律。

硬币背面图案多为国徽或花卉（菊花、梅花、牡丹花），以相

对平面、辨识度高且具有内涵的图案为主；纸币图案则以正面、

半侧面或侧面人物肖像及风景山水等为主，具备时代特色。值

得注意的是，第四套人民币的贰角、伍角、壹元与壹佰元纸币

虽为侧面人像，但通过精湛细腻的功力生动地描绘了领导人的

五官特色与气质以及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展现了领导人风采与

少数民族同胞风貌，美观大方也不失辨识度。

从硬币的侧面肖像与纸币的正面肖像可知，解释产品设计

功能不仅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也需要考虑到历史源流，

供求关系实践：退休人士购买大房子？

一般而言，人们会在退休后继续住在原先的房子里，待生

活无法自理后再搬至养老院养老；若是相对富裕，退休人士多

选择在弗罗里达、亚利桑那等其他气候适合的地方购买一栋比

较小的住处安享晚年。然而在某段时期，许多具备经济能力的

退休人士会将现有的房子卖掉，在附近重新购买一处更大的房

子养老。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退休人士的经济实力或许是原因之一。结合时代背景，当

时退休人士普遍较为富裕，也有充足的经济能力购买大房子。

但是，这便产生了矛盾：一方面，退休人士的子女大多已长大

成人组建家庭搬离老房子生活，单是退休人士居住并不需要太

大的房子；另一方面，在充足的经济能力支持下，他们大可在

气候适宜的城市购买大房子，为什么却选择在原住处附近

购买大房子呢？

供求关系或许是更解释得通的原因。结合时代背景

可知，当时的美国社会离婚与再婚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少

孩子甚至有着六七个祖父母。每位退休的祖父母跟孙儿孙

女见面聊天的需求提高了，但是孙儿孙女看望老人的次

数——也就是供应量是保持不变的。此时，祖父母们在原

住处附近购买便于来访的大房子，既能利用更大的房屋面

积吸引孙儿孙女们回家玩并且短期居住，又能利用住址特

点给子女们以老家的熟悉感，祖父母们提高自身吸引孙儿

孙女访问的竞争力，提高其自身在有限的访问次数中占据

更大的份额，使其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精神陪伴需求。

退休人士购买大房子的案例，体现出供求关系原则在

生活中巧妙的运用，解释价格或产量的波动，单看供给方

或是需求方都是片面的，需要关注到供求关系的动态平衡。

在接受采访时，当弗兰克教授被问及为什么对“博物

经济学”情有独钟，他回答道：“你只需掌握五六个基本

的经济学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关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就

如同生物进化论，只要你理解了它，什么物种、组织、结构，

都会变得简单起来。这也会使你对这门学科产生更浓厚的

兴趣。”除了上述三个经典例子，本书中还有 100 多个日

常生活经验中的小事例，在不同的环境下巧妙地运用经济

学原理，展现出经济学的美妙之处。

“生活中的问题不是公式和概念，他们并没有标准确

切的答案，每个人都可能给出更多更加合理的解释。虽然

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更

加积极地去思考，并且把思考用于生活。这样，我们每一

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博物经济学家。”与同学们共勉，

愿我们都能对生活中的细节保持源源不断的好奇心与追根

到底的活力，保持对专业的初心与热爱。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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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生活保障：食堂叔叔阿姨有个哆啦 A 梦的口袋

社区物资配送困难、“团购”热潮兴起的当下，学院

不仅保障了同学们一日三餐，而且尽可能地增加菜色，菜

肴价格也与从前持平。我们偏爱的红烧大排、炸鸡腿出现

的频率更高了，新鲜蔬菜也不间断地提供。食堂叔叔阿姨

们仿佛有哆啦 A 梦的口袋，还陆续为餐厅窗口添置酸奶、

菠萝和西瓜……“秀食堂”成为同学们社交平台的新潮流。

除了餐厅的物资保障，学院还陆续为我们分发饼干、牛奶

和大包的水果，给足了安全感，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家”

的温暖。

学院还严格执行防疫保障措施，餐厅、宿舍楼、图书

馆等公共场所定期进行环境消杀，门岗处的快递外包装也

充分消毒。封闭期间，校园设施设备运转良好，水、电、

气、网等均正常运行，切实保障了同学们正常的生活秩序

和优良的生活环境。

线上课堂：理论课程与专题讲座相得益彰

生活无虞，更要打起精神努力学习。学院坚持做好防

疫教学“两不误”，所有课程教学移至线上的同时，采取

多种措施尽可能地保障线上教学质量。3 月上中旬，研究

生部老师就为同学们进行了一对多的网络学习辅导；课堂

上，同学们全体打开摄像头，保持时时专注状态，教授们

对线上 ZOOM 会议平台的共享屏幕、音视频调节等操作

也十分熟悉，我们在线上课堂同样可以自如地与教授互动

交流。学院还要求每门课程建立课程微信群，同学们不仅

能够在线上、在“云”端见到老师，还可以在课程群中实

时向老师反馈、请教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看到身边的人都

在努力着，感觉自己学习也更起劲儿了。

为了尽可能丰富大家的学习生活，学院还举办了多场

线上讲座、研讨交流等学习活动，“教授面对面”“思耐

问道”“SNAI 青年思政大讲堂”……这些熟悉的品牌学

习活动仍触手可及。

教研部与研究生部联合推出两期“教授面对面”，4

月 19 日举办“论文选题交流”专题讲座，叶小杰、李颖琦、

郑德渊三位老师的选题技巧分享使得同学们对论文选题有

（续）

了更深入的理解；4 月 21 日举办“教授箴言——热爱生

活，享受奋斗”专题讲座，宋德亮和方国斌老师的职场

经验分享使得同学们对如何做好职业规划有了更明晰的

方向。研究生品牌学术讲座“思耐问道”也持续为大家

拓展学术视野：4 月 23 日学院邀请校外指导教师、上交

所沈振宇老师主讲“如何成为真正的专业硕士研究生”，

与同学们分享学习、研究、成长的经验心得；4 月 27 日，

邀请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陈达飞博士围绕疫情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这一热点话题，讲授了一场精彩的“后

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的‘四重冲击’”专题讲座。

除此之外，学院还积极对接校外优质学习资源，及

时推介同学们线上学习。例如，近期我们陆续旁听了复

旦大学举办的赵东元院士“科技论文写作”讲座（4 月 8

日）、袁亚湘院士“如何做好一名研究生”讲座（5 月 4 日），

上海市金融专硕教指委举办的“ETF 理念、设计与投资”

实务讲座（4 月 29 日）等。多渠道、多形式的线上讲座

与线上学习机会，与专业课学习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研二的学长学姐虽然已完成课程学习任务，但疫情

期间的他们同样十分忙碌，面临预答辩、二次预答辩、

论文送审、就业毕业等重要任务。疫情之下，学院及时

调整 2022 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形式，分别于

3 月 19 日和 4 月 16 日采用腾讯会议平台组织了两轮次

预答辩会议，严格按时间进度推进论文外审。现在，学

长学姐们正在认真修改论文、准备答辩、参加线上招聘

会等。研一的我们，更要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像海绵

吸水一样汲取知识、快速成长，为未来毕业就业奠定坚

实的基础。

课余生活：精彩的青春不因疫情褪色

疫情期间，同学们充分感受到学院的人文关怀。4

月 3 日，在学院封闭管理初期，研究生部联合后勤部，

面向全体在院研究生同学召开疫情防控视频会议，向

同学们传达最新政策、防疫知识及学院防疫举措，倡

议同学们遵守防疫规定、配合防疫工作；学工办和班

主任老师定期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同学们联络沟

通，提供关爱疏导；研究生部钟老师留校 24 小时值班，

及时处理突发紧急情况，时时关注同学们的身心健康

状况，协助需要紧急就医和开处方药的研究生就医取

药，解除同学们的后顾之忧……

党、团、学各级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在发挥思想

引领作用的同时，举办各类线上活动，丰富同学们的

课余生活。近期陆续开展了研究生学习生活分享会、

五四献歌、百名团员讲团史、“我的实习”摄影作品展、

世界读书日书目分享、“战疫情”主题投稿作品展、

线上英语演讲比赛、“大英赛”与就业经验分享会等

活动，让同学们在学习、抗疫之余，得到身心的舒缓

放松，也增强了团队凝聚力、锻炼了综合能力。

在活动范围受限的情况下，高效地安排学习与生

活是保持良好心理状态的一种方式，疫情的出现抵挡

不了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疫情期间，许多同学都

积极报名了大学生英语竞赛、MPACC 案例大赛等专业

赛事，也依然正在憧憬即将到来的暑期实习。校园内，

春光依旧，鸟语盈盈。面对疫情，最长效的疫苗是信心，

最美丽的风景是白衣执甲，最深的记忆是抗疫有你。

我们坚信，美好春光不日便将拥抱你我。那时回望，

一定会对现在的自己说：“谢谢你，在这段时光里和

大家一起努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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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做点点微光照亮身边的人
□ 撰稿 /李虹  □ 摄影 /邵梦娟

在今年的上海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千千万万志愿者用

行动践行着雷锋精神、奉献精神，邵梦娟就是这千千万万

分之一。邵梦娟在 20 岁时申请成为了一名注册志愿者，5

年来她一直诠释着志愿者的奉献精神。2020 年的新冠疫情

时，她第一时间报名成为所在上海小区的社区志愿者为往

来人员测体温并做好登记报备。在今年的上海疫情中，她

也继续默默地奉献着。

像找工作一样找志愿者岗位

3 月中下旬，邵梦娟看到新闻报告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不断增加，她就开始像找工作一样到处咨询哪里需要志愿

者。她给自己所在小区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是否需要志愿者，

到周围小区居委会询问，又到小区附近的免费核酸点询问，

都被告知不需要。她决定到更远的小区询问，终于在距离

她所在小区约 6 公里外的小区找到了志愿者岗位。在被问

找到志愿者岗位的心情时，她说：“幸好没放弃，多问了问，

不然我就错过了。”

致敬生命的守护者

“在阻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攻坚之际，贵单位员工王

某挺身而出，在工作中能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高效出色

完成防疫物资搬运、分拣、分发等各项工作，充分展现出

能打硬仗、无私奉献的精神……”上述是邵梦娟给疫情期

间的小区志愿者所在单位所写表扬信部分内容。

“看到沈阿姨一直低头分包着试剂，我感觉认真工作

的样子真美。”邵梦娟想起有一次与沈阿姨一起完成 8000

多份抗原自测试剂的任务，如此感叹道。接到此任务得知

4 小时后将要开始分派试剂，她和沈阿姨马上穿好志愿者

马甲，立刻埋头分拣打包，不耽误一分一秒 . 分拣过程中

发现戴着防护手套不利于分拣，速度也慢，但考虑到任务重，

只想着一口气做完，连想去洗手间都一拖再拖，最后防护

手套手指手掌好多地方都被试剂盒袋子划开了口。邵梦娟

说：“分拣打包了不到 4 个小时，提前完成了工作，我感

觉比搬物资还要累，在工作结束时，虽然头都抬不起来了，

手也感觉不是我的了，但我清晰地听到沈阿姨说了句：‘没

想到你这小姑娘还挺能干，手挺快’，我笑了。”

一句谢谢温暖了我的心

邵梦娟接到写表扬信的工作后，她充分了解被表扬

对象的具体工作内容，分批分类撰写表扬信，字斟句酌

并反复修改几遍后提前交稿，所写表扬信得到了肯定。

她说：“当表扬信被发出之时，我内心也有些许激动和

感动，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家园守护者们，无私地像妈

妈呵护孩子般守护着这座城市。”

“以后得好好锻炼身体”

“在前线做志愿者，就能看出我平常不锻炼身体了，

这提醒我以后得好好锻炼身体”，邵梦娟笑着说道。一次，

她和其他 4 位志愿者搬运手套、防护服、一次性手术服、

防护面罩等几百箱防疫物资，现场没有小推车，纸箱很

大很重需要两个人抬，他们齐心协力忙活了近 3 小时后，

所有物资被整整齐齐码放在居委办公楼一楼仓库里。她

回忆道，那天有些冷，在结束工作后，我才感觉到秋衣

邵梦娟    
我院 2021 级全日制会计班在读研究生，共青团员，2021

级 2 班团支部书记

秋裤湿透了贴在了身上，其他人也都是大汗淋漓，这是考

验体力的大作业。

“小姑娘，手挺快”

“看到沈阿姨一直低头分包着试剂，我感觉认真工作

的样子真美。”邵梦娟想起有一次与沈阿姨一起完成 8000

多份抗原自测试剂的任务，如此感叹道。接到此任务得知

4 小时后将要开始分派试剂，她和沈阿姨马上穿好志愿者

马甲，立刻埋头分拣打包，不耽误一分一秒 . 分拣过程中

发现戴着防护手套不利于分拣，速度也慢，但考虑到任务重，

只想着一口气做完，连想去洗手间都一拖再拖，最后防护

手套手指手掌好多地方都被试剂盒袋子划开了口。邵梦娟

说：“分拣打包了不到 4 个小时，提前完成了工作，我感

觉比搬物资还要累，在工作结束时，虽然头都抬不起来了，

手也感觉不是我的了，但我清晰地听到沈阿姨说了句：‘没

想到你这小姑娘还挺能干，手挺快’，我笑了。”

一句谢谢温暖了我的心

“您好，请开门领一下抗原自测试剂。”这是一天晚

上邵梦娟给四个楼栋的 72 户送试剂敲门时一遍遍说的话。

她说，刚好当天做了一下午体力工作，晚上给无电梯小区

分发试剂并告知操作要点，送到最后一栋楼的 6 楼时，眼

前一片漆黑，口罩、手套里全是水，爬楼爬地喘不过气来，

感觉有点体力不支，但分发工作中有一位老奶奶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邵梦娟回忆道，敲门后，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奶奶缓缓开门，迎面而来一股浓浓的药味。她讲解

了几遍操作流程后，老奶奶还是不明白，她就耐心细致

地一边讲解、一边帮助老奶奶做好了。她说：“离开老

奶奶家，我心里五味杂陈，希望能尽一份力帮助空巢独

居老人，他们太难了，那晚听到老奶奶的谢谢，觉得一

切都值了，这也增加了我做志愿者工作动力和信心。”

后来，邵梦娟接到了学院的返校通知，她的志愿者

工作从“前线”转为 “幕后”工作，包括统计家庭人数、

做汇总表、制作核酸记录表等。谈到她执着地担当志愿

工作的原因时，邵梦娟说：“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和

注册志愿者，我有义务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做

完每一次志愿活动，我都感觉无比放松，很开心有机会

做自己想做的事，很荣幸能为社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晨雾之微补益山海，萤烛之光增辉日月。邵梦娟

是志愿者中的千千万万分之一，正因为有一，才有了

千千万万，是她们以点点微光汇集成战胜新冠疫情的万

丈光芒。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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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
                              ——一名研究生的村居抗疫实记

□ 撰稿 /李虹  □ 摄影 /郑艺

郑艺
我院 2021 级非全日制会计班在读研究生，共青团员，班

级学习委员

因为有你们，我们看到了光
明。你们是普通人，但也是更
多普通人的英雄。世上没有从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
的凡人。我们坚信疫情终会过
去，春天定会到来。下一次见
面，愿我们都平安健康。

（续）

本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但疫情的到来让这座城市

的大多数人只能透过窗户欣赏那一抹春色。即便如此，

所有人都依然相信没有一个春天会错过，她只是会来得

稍晚一些。因为在上海这座英雄之城，成千上万的人仍

在不分昼夜地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他们的目的只有一

个，早日让这座城市恢复正常，早日让人们享受春日。

我院非全日制研究生郑艺就是这成千上万中的一份子，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青年应有的抗疫精神和责任

担当。在这场属于新时代人们的长征里，默默地奔跑着。

郑艺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流动小分队的一名志愿

者。当她看到志愿者招募通知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

报名。谈及原因，她说：“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我有

义务在疫情到来时冲到第一线，保护老百姓。能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成为一名新兵，我感到无比荣幸。”

从上海疫情爆发开始，她就一直奋斗在一线，为筑起疫

情防控线努力着。

 终于轮到我上了

3 月 26 日下午 2 点，郑艺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志

愿者工作，她的工任务是帮助村民抗原自测。她在心里

默默告诉自己，这次终于轮到自己了，一定要高效高质

量完成任务。可现实让她意识到这份工作远没有想象得

那么容易。

“爷爷奶奶好，有人吗？我是发放抗原的志愿者，

请您开门做下抗原自测。” 

“奶奶，您家有几口人，我来登记一下信息。”

“大爷好，这是测试盒，我来教您怎么操作。”

“你好，晚上打扰了，下午来时你家没人，和您核

实登记一下信息。”

……

村子流动人口量大且多在村居没有登记，郑艺和另

外一位村居工作者只能挨家挨户敲门询问，对外出上班

户需抓好下班时间点。为了保证应做尽做、不漏一户，

她们一遍遍确认还有哪家没做，一遍遍去敲那些尚未自测

居民的家门。村里居住的大多是老人，不清楚如何做抗原

自测，她们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演示操作流程或者辅助他们

做。十几户人家，近百人的抗原自测，她们花费了整整 6

个小时。

“大白”不是那么好当的

4 月 1 日，整个城市按下暂停键。郑艺也在这一天第

一次穿上防护服，第一次成为“大白”。成为“大白”那

一刻，她内心抑制不住地激动。在她看来，“大白”阳光、

帅气，又有担当，是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可没过多久，她

就体会到了“大白”的艰辛。

这次，她的工作是负责大丰村约 225 人的核酸检测扫

码和贴码工作。 

“请提前出示核酸码。”

“请大家保持两米间隔。”

“请将手机屏幕调至最亮 .....”

由于村里的老人大多是第一次参加全面核酸检测，不

清楚排队秩序和核酸码，所以这样的话需要喊上百遍。尽

管村务工作者提前帮老人打印好核酸码，但还是有不少人

因为光线原因或扫码仪器故障而难以扫码，需要一个个人

工录入。历经 3 小时，终于完成了此项工作。

当脸上被勒出一道道红印，头发也变得油腻糊在额头

上时，郑艺意识到“大白”不是那么好当的。由于防护服

密不透风，又都是一次性的，为了节约物资，每次穿上防

护服之前她们都要避免喝太多水，吃太多东西。成为“大白”

之后，她才发现，原来当“大白”原来是要饿肚子的。

高温暴雨下的坚守

春夏之交的上海，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一会儿一个

样，可无论天公是否作美，她们依然选择坚守。

30 多度的高温下，“大白”们酷热难耐，可还要耐心

地指导人们出示核酸码、维持队伍秩序。为了降温，她们

不得不高频率地喷洒酒精。由于不停地来回走动，脚套都

磨破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终于顺利完成了 385 人的核酸

检测任务。当脱下防护服时，郑艺发现不仅自己的衣服都

被汗水打湿，就连手指上的皮肤都有被汗水浸出一道道褶。

郑艺记得，自己负责为金泽镇保供人员核算检测扫码

那天恰逢狂风暴雨，马路边的香樟树都被吹掉了许多树枝。

因为两个棚之间衔接处漏雨，她的防护面罩被雨水打湿，

眼前一片模糊，她每扫一次码就得用纸巾擦一次。这期间

医生所在的棚子被大风刮倒，她以为现场会出现混乱，但

无论是排队的人还是工作人员都没有慌乱，排队的居民安

静地站在雨中，她和临近的工作人员就像听到了无声的指

令默默地快速搭好棚子，让核酸检测迅速恢复正常。

类似的恶劣天气还有很多，但无论遭遇多少困难，郑

艺等一线工作者们都始终坚守岗位，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筑起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或者始终冲在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的第一线。

“大白”身边的榜样

郑艺说，她很欣慰能加入志愿者队伍，因为跟她一

起并肩战斗的医生、村委工作者和其他志愿者都是她身边

的榜样。医生们不仅需要穿更加厚重的防护服，而且要一

直坐在那不断重复着检测动作。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已成

为常态。有的医生一天需要辗转好几个点位，有的医生甚

至在中暑之后仍然坚守岗位。对于处在封控区的人家或是

卧床的老人，医生和志愿者常常顶着高温挨家挨户上门做

核酸。村委工作人员经常通宵打印上千个老人的核酸码，

第二天一大早又挨家挨户地分发到老人们手中。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不少人 24 小时值班工作，睡在办公室。她说：

“当我穿着防护服累得快站不住时，一想到比我还辛苦的

他们都没有半分怨言，我就告诉自己咬牙坚持下去，是他

们给我了无穷的力量，也将影响我的价值观。”

郑艺说，在这段时间，她最长连续站立五个小时，

最多单次扫码五百人次，看过凌晨四点的月亮，也看过午

夜时分的星星，吃了数不清的泡面和盒饭，可这些辛苦在

一个个忙碌的背影前、在一声声“谢谢”中微不足道。这

场疫情狙击战还没有结束，截止发稿的今天郑艺和她的战

友们还在坚持着。

郑艺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以前总是

我们的上一辈替我们背负着重担，这次轮到我们承担起责

任了，我们绝不对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会打赢这场

疫情阻击战。就如我的初心：我年轻，我也想为他人贡献

一份力量，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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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刘 佳 欣

从
故
宫
到SNAI

从故宫到 SNAI 有多远？

曾经的我，一度觉得遥不可及。

参加研究生初试前，我因为工作原因去了一趟北京。

12 月的北京，它的冷是刺骨而且嚣张的，

无视你匆忙招架上的厚衣服，

毫无阻碍地钻入骨髓。

给装备甚少的我狠狠上了一课。

外卖员满是冻疮的手，递上来凉透的外卖，

我看着那双手，一时失神。

熟门熟路的放进微波炉加热，

我打开朋友圈，想说很多，

最后发了四个字：生活不易。

我有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办公室加班到凌晨的不易，

他们有在零下的寒风中奔波到双手生疮的不易。

This is a terrible world:laws lose powers;crimes 
are not uncommon;no children bare to play 
outside. As the creator, Edward watches the world 
in which all vitrues such as integrity and kindness 
have vanished for a long time in cold. He think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integrity is inevitable as it 
takes place at the expense of the benefits of certain 
innocents in essence—like him, who was ever 
also an innocent boy. Edward recalls that summer 
again unconsciously—that summer is the coldest 
summer to him. 

Officer Louis hit the headline in July 1998 for 
he saved a host of lives and families meanwhile he 
made his son Edward lose calves forever. That was 
a messy day. Those desperate criminals kidnapped 
Officer Louis’s wife and son to threaten him. 
However, Officer Louis who prided himself as a just 
police sacrificed his son for his duty. Edward’s 
memory about that rainy evening faded or never 
faded—he still remembered his mom cried and 
screamed at his police dad madly and blood 
intergrated into the rains like a bloody river but 
Edward seemingly has forgetten the pain of losing 
calves. He could not stand up anymore when he 
awoke in the hospital. Many policemen came to 

visit him,telling him that he was a hero. Edward 
was happy to receive thier praises and told them 
his great police dream, not noticing their unsusal 
silence. Before Edward’s back to kindergarten, 
his classmates were told to be careful to him, but all 
the children watched him horribly when Edward 
appeared with empty pant legs. Gradually all the 
children refused to paly with Edward since his 
disability led to his failures in many games such as 
seek and hide and catching up. What’s more, 
they later bagan to tease Edward that he was dirty 
since the teacher was busy with dressing anthor boy 
while Edward waited for so long that he couldn’t 
help peeing one day. Consequently, Edward 
became more and more wordless.

Edward spotted the lie that his calves would 
come back as long as he behave himself in the 
waiting day after day. Everything changed since 
that incident but Edward didn’t know what he 
could do. The ever happy familiy was filled with 
squarells. 

“ It was you who caused the misery of 
Edward and destroyed our happy life.”shouted 
mom desperately again this night.

Lights of 

Kindness 

in Darkness

故宫便是那个时候悄悄闯入的。

一行十人，一个导游，

红墙黄瓦，一如梦中。

我打开手机，零下五度，

我打了个哆嗦。

六百年的风雨，隔着窗户看进去，

木结构的建筑诠释着岁月的沧桑，

导游滔滔不绝地介绍着一个个典故，

每一个故事，都在脚下发生着，

跨越时空，那琉璃瓦、朱漆门，捆住多少位君王，

这一方天地，锁住了多少女子的一生。

我走进了故宫文创，一眼相中了找了一日也没看到的宫猫

离开故宫的时候我一直遗憾未能看到故宫的雪，

感受到脸上的冰凉，我猛然抬头。

雪开始纷纷扬扬地下了，

恍惚间，一眼万年，惊艳了岁月。

把我拉回现实的是一锅直冒热气的火锅，

也是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打开的考研资料。

我很荣幸成为 SNAI 的学子。

从故宫到 SNAI，看似那么远，其实那么近。

即使不易，也合该坚持。

□ 文 /俞 抒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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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 while of sobbing, he heard his mom said: 
“Although Edward would undergo pains to have 
artificial calves at this age, I insisted to have him had 
them. I couldn’t stand anymore. You don’t know 
how depressed I am when I see his stump each time.” 

Edward filled himself with a mixed feelings. He 
was sad that his deerest mom was afraid to see his 
broken body but was happy that he could stand up 
again.

In 2003, at the age of nine, Edward had his 
artificial calves to the primary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after a tough training for a whole summer holiday 
with countless falls. All students were amazed about 
Edward’s magic when he went into the class, he 
didn’t recognize dangers are coming to him at 
that moment. After class, he went back home alone 
as usual but was stopped by several older students 
suddenly. They compelled Edward to take off his 
pants, which was wound by his shoelaces tightly in 
order not to show his artificial calves in different color. 
Edward fought but couldn’t change the ending that 
his “claves” was exposed to all the passing students 
who were scared by his difference and discussed 
widely. Nobody knew how much Edward wanted 
to kill all of them at that momonet. From then on, 
Edward refused to wear artificial calves.

Misfortune seemed to be upon Edward. His 
parents divorced finally during his high school. 

His mom couldn’t forgive his dad and had got 
depression, as a result, she left home forever and 
married with her psychologist. His dad took a strange 
woman  home and they soon had a son. Edward 
hated his parents for their abandonment. He left and 
became a Satan by virtue of his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in computer. He and his accomplices developed a 
chip that could control people’s minds. They put 
the chips into the world, leaving the world disoreded 
and unsafe.

“Edward. Edward...” Dave shouts downstairs. 
Edward wakes up suddenly, finding himself tearing. 
Fortunately, it is merely a dream, a half-truth. Dave 
is calling again. He goes to the balcony, looking at 
Dave with smiles and warmth. In fact, Edward did be 
stopped by those bad guys but Dave came at the close 
call. Although Dave was scared, he still stood in front 
of Edward, trying to drive them away with a branch. 
He managed by threatening in tremulous voice that he 
already informed teachers and called police. 

After their flee, Dave encouraged himself to 
ask “Could I go back home with you hereafter, 
Edward?”

Silence for a long while.

“Why?” Edward didn’t forget Dave’s tease 
in the kindergarten.

“Sorry for my misbehaviors before, Edward. I 
didn’t understand you until I was scorned when I 

became fat because of my genes. I didn’t know 
why you were so wordless and hard to get well 
before but I think I know now. It is your own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Another silence.

“So we are friends now?”

“Yes.”Edward responded slightly.

Dave was happy and siad,“I will accompany 
you and help you to make more friends.”

Edward didn’t respond but he was moved by 
the first kindness he got after that incident.

As the days passed, Edward and Dave grew 
up and entered high school. They went to school 
together on the day of enrollment happily. 
Although Edward is relatively wordless yet, his 
quiet smile indicated his expectations to high 
school life because the schoolmates are new for 
him and they wouldn’t know his disability. With 
the enthusiasm of Dave and some easygoing boys, 
Edward began to have two friends, three friends 
and more and more. Edward was increasungly 
welcomed by classmates because he always finished 
top in exams and was willing to teach other 
classmates. He thought maybe he could also get the 
god’s bless before one news hit the online forum 
of his school. The news was exactly the one hit 
the headlines in 1998. All the schoolmates looked 
Edward astonishingly—they couldn’t believe such 
a gentle boy had undergone an unbelievable pain. 
In their startled eyes, Edward looked calm only the 
paper had been crumpled. Edward hung down his 
head without one word on the way to school the 
next day. However, a delicate book was in sight 
when he sat down. He opened it, in which many 
schoolmates wrote ecouraging words and all of 
words integrated into a sentence:Fighting,Edward. 
He looked calm again but nobody knew he added “ 
Give me a light, then I can dance in the thorns and 
sing in the rains.” at the end of the book at that 

night.

“Hey, Edward. Don’t lose focus. Get down. 
James and Tony are waiting for us to barbecue 
together.”

Edward lets his words settle. He responds and 
goes with Dave. The setting sun filters through the 
trees. Dave is talking about the party last night and 
birds sing on trees now and then. Edward is grateful 
for the kindness and warmth he recieved, which are 
lights in his original dark life.

“ Edward is grateful for 

the kindness and warmth 

he recieved,  which are 

lights in his original dark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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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寄语
Graduation Wishes From the President

热烈祝贺同学们顺利地毕业 , 大家即

将离开校园 , 走上你们各自的工作岗

位 , 我衷心地期望大家 , 也祝福大家 ,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 , 坚守底线 , 成就卓越。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院长

“祝福各位历经千辛万苦顺利毕业的毕业生朋友，希望大家未来勇于跳出舒适区 ,
持续挑战新高度 , 期待分享大家事业有成、飞黄腾达的喜悦。”     

——郑德渊 老师

“希望同学们不忘初心，感恩成长，努力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作出卓越
的成就 , 开创自己辉煌的未来。往后的岁月 , 老师依然会关注你们 , 欣赏你们美
好的未来 !”

——王欣 老师 

“祝愿同学们毕业后一切顺利。常回母校看看。” 
——钟雪冰 老师

“仰望星空，脚踏大地；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将家国情怀融入到我们每个
SNAIer 的奋斗中。”

——崔景瑞 老师

“要看到最美的风景，写出最深刻的感悟，洞见更远的远方，必须翻越千山万水。
愿同学们毕业后勇攀高峰、一切顺利。”

——李虹 老师

“愿你们能在新的旅途中勇往直前，做一个勇敢的追梦人。”
——吴国强 老师

“希望每位毕业生在追求梦想的同时，别忘了学院的校训，不断提升德行修为，
使自己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刘荣光 老师

“恭喜大家修完课程终于拿到文凭和工作机会，这些敲门砖敲开了“社会”的大门 !
未来大家要面临的考验肯定更多 , 希望大家以不变的勇气、无穷的智慧、持续学
习持续提升的能力投入未来的一场又一场的战斗 !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社会的栋梁
之才 , 都能拥有充实幸福的人生。”

——邵瑞珍 老师  

“祝福毕业生同学们，愿大家始终保有对自然最原始的好奇，对科学最虔诚的求
知，对理想最纯真的渴望，对人类最无私的责任感。” 

——李昕凝 老师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祝愿每位毕业生在未来的人生中，常有远
见于身，常怀气度在心。”

 ——肖舒羽 老师 

“人生中总有起起伏伏的时候，希望大家在顺境中能尽情享受生活明朗，万物可
爱的美好；在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也能勇敢地乘风破浪、披荆斩棘！记得常回家
看看。”

——王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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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的你们，大概就是 10 年之前的我。如果时光倒流可以重来，

我想对 24 岁的自己说两句话，把这两句话同样送给大家：

第一，二十多岁的年纪，不要太把自己当个人，当好工具，不

断打磨，降低自己的可替代性。

第二，越努力，越幸运；越自律，越自由。希望不断努力的你

将来能够有幸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活出一个人样。

至于什么算个人样？

最终解释权归葛老师所有，10 年之后记得找我。

——葛玉御 老师

亲爱的 22 届同学们，恭喜你们即将打开人生下一个美好篇章，

临别之际，送给你们三个词：圆月、清宵、严师。

圆月是祝福，祝福你们花好月圆，你们即将踏入社会，乘风破

浪，可能会有挫折，可能会有风雨，希望你们一蓑烟雨任平生，也

无风雨也无晴，勇敢地迎接挑战，创造花好月圆的幸福生活。

清宵就是清静的夜晚，希望你们每晚都能睡得踏实，好梦相伴。

还希望你要学会睡前反思，反思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反思一个字：

止。止就是停止，勇敢拒绝不应该交往的人，果断停止不应该做的

事。若干年后你就会学会止于至善。

严师就是宋老师，哈哈，不是啦，宋老师一点都不严。严师指

的是朱镕基总理，总理总是嫉恶如仇一身正气，他为我们题写了四

个字：不做假账，希望大家终身铭记。

最后我们重新审视这三个词：圆月、清宵、严师。圆月指的是

刘媛和王越，清宵指的是杨怡青和于潇，严师指的是严炎和我。圆

月清宵严师，我们永远在一起。亲爱的 22 届同学们，你们所有的

老师都会一直牵挂你们，永远祝福你们，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宋德亮  老师

近两年的研究生生活转瞬即逝，又到了夏
天，这是我们与 SNAI 结缘的季节，也

将是我们分别的季节。即使疫情对我们产生了太
多影响，1班全体班委仍希望大家回想起 2020-
2022 这个阶段，能够想到与同学们的纯粹友谊，
想到校园里的美好景色，让两年的研究生生活成
为未来奋斗的楔子，帮助大家大放异彩。对知识
的向往让我们汇聚于此，对未来的期待让我们奔
向四方，未来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只等我们迈
出这一步。毕业了，带着祝福、携着坚强勇敢前
行吧！祝大家事事顺利，事事胜意！毕业快乐！

2020 级全日制会计一班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两年的求学
生涯接近尾声，回首往事，还记得同学

们刚入学时参与的校友日活动，也记得同学们在
国际会议中心里一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的场景，更不会忘记 2022 年上海遭遇又一波新
冠疫情，我们不得不在网络上完成了自己的毕业
答辩过程。尽管过程中有曲折，但我们都经受住
了考研，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相聚是缘分，感恩大家两年的陪伴！在即将
走上工作岗位之际，衷心地祝愿同学们在未来的
工作中大展宏图，前程似锦，一帆风顺！更希望
同学们在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保持乐观、积极的
态度，保持本心，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2020 级全日制会计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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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匆匆，转眼就要毕业了。仍记得 2020
年那个夏天，我们抱着无限的期待聚集

在 SNAI，聚集在会计三班，我们互相结识，一起
学习，一起玩耍，一起在校园里留下青春的回忆。
我们心怀理想，为自己的未来在蟠龙路 200 号度
过不平凡的两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
们没有退缩，而是不断克服困难，愈战愈勇。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五湖四海去。希望我
们都能朝着自己的梦想不断靠近，希望我们历尽
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我们后会有期~

2020 级全日制会计三班

两年前的夏天，我们三个专业的共 34 个同
学，从五湖四海来此相遇。这两年来，

我们一起学习，合作诸多次小组作业；一起备考，
相互督促相约图使馆；一起玩乐，享受校内校外
的悠闲时光。这里的回忆太多，有可敬的老师、
可爱的你们，还有骄傲的孔雀、毛茸茸的兔子和
贪吃的鱼，SNAI 的一切让人觉得珍贵而美好，流
连不舍。转眼间，我们就要毕业了，疫情让我们
的分离无比匆忙，来不及和老师和朋友聚个餐，
和 SNAI 做个有仪式感的告别，大家就要各奔东
西。在此离别之际，祝SNAI桃李满门，岁岁芬芳。
祝同窗们所求皆如愿，所行化坦途，多喜乐，长
安宁。前途似海，来日方长，20级4班，毕业快乐！

2020 级全日制审计税务金融班

2019 级非全日制会计班

回想2019 年夏天入学的场景，2019 级非全日制会计班
的我们互相还不熟悉，对未来两年多的学习充满期待。

转眼间，已是三载春华，我们在 SNAI 收获了师生情、友谊甚
至爱情。SNAI 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我们也紧跟着 SNAI 的步
伐不断前进。说一句道别，美好的时光将要彻底画上句号。临
别之际，祝福 SNAI 越来越好！祝愿毕业的我们不忘初心，披
荆斩棘，勇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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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寄语

时光不听话，总催着人长大。人来人又往，旅途总是停不下。SNAI 之旅在夏

天开始，又在夏天结束。永远怀念这个青春、灿烂的盛夏。         ——陈文君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最应该拼搏的年纪要敢于追寻，勇于绽放，不畏险阻，

心怀梦想，保持一颗初心，用辛勤努力的汗水浇灌最美的青春之花！

——张铭颖

各自启程吧！待到重聚时，不要忘了分享一下一路上所见证过的星辰大海啊。

毕业快乐，所想皆可期！                                                                         ——陆斌

过去总在人与人的比较之间找寻前进的方向，愿各位未来能在自己的生活里，

有充盈的情感，有坚韧的坦然。                                                        ——王诗雅

江河送西风，万古迭苍穹。天地皆过客，行者何匆匆？烈日越青山，逐酒戏

飞鸿。抱月笑忘间，踏马一书童。                                                    ——李俊铭

愿我们都能永葆初心，去追寻星辰大海，拓宽人生之边界，世界之可能，乘

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刘佳慧

相聚于夏，相散于夏，愿此去繁花似锦，再相逢依旧如故。以后的日子里所

遇皆良善，所行皆坦途。                                                                        ——陈溪

聚是一团火，散做满天星，大家后会有期，未来可期！                   ——马倩

祝所有同学毕业快乐 !SNAI 是我的精神乐园，每个校友日我都要回来看看！

——王文娟

愿我们在各自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熠熠生辉！                       ——余英鹏

两年时光转瞬而逝，愿有机会与各位再相见，祝大家前程似锦，心想事成！

——朱冰璇

是极特殊而又值得纪念的两年半时光，感谢遇见。                      ——陈凌云

如果有什么想做的，就趁现在。                                                      ——于涵露

研究生通讯34
Postgradute Press  2022.06

研究生通讯 35
 2022.06 Postgradute Press

SNAI
POSTGRADUTE

PRESS 毕业特辑



 □ 摄影 /卢俊宇

□ 摄影 /赵淑忱
 

心声
 □ 摄影 /吴元洁

□ 摄影 /曹靖

□ 摄影 /王菲

光·影



□ 摄影 /陈虹钰

盛夏    □ 摄影 /陈虹钰

 □ 摄影 /卢俊宇

□ 摄影 /王菲

□ 摄影 /赵函章

□ 摄影 /赵淑忱研究生通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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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 /曹靖

□ 摄影 /曹靖

 □ 摄影 /吴元洁

□ 摄影 /薛宇

□ 摄影 /薛宇

□ 摄影 /赵程梅

 □ 摄影 /卢俊宇

□ 摄影 /赵程梅

□ 摄影 /赵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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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I
POSTGRADUTE

PRESS 征稿启事

稿酬：

文章：中文：10 元 / 百字 ；  

       英文：20 元 / 百字。

诗歌：中文：30 元 / 百字。

摄影：文章、版块配图 5 元 / 张 。

      封面和封底 20 元 / 张。 

来稿要求

1. 来稿必须原创，体裁不限、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2. 摄影作品请配上作品名称和简短介绍；

3. 来稿请注明投栏目、年级、班级、姓名和原 

              创声明，若为小组作品，请注明小组成员信息；

4. 编辑社保留对来稿修改的权责；

征 稿 启 事

5. 请以电子稿形式，由 E-mail 发送至邮箱：

               374182711@qq.com

6. 邮件命名格式为：姓名 + 所投稿版块。

“围学漫谈”版块：

Article Comment、Movie Comment、学习心得、

书评、案例展示等。

“SNAI 物语”版块：

观后感、读后感（中英文均可）、游记、散文、

随笔、诗歌等。

“光影心声”版块：

SNAI 时光、三行情书 to SNAI、闲时寄语、

校内文化“对对碰”、说出你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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