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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金秋时节的上海，凉风送爽、丹桂飘香；今

里学习。我们怀揣着美好的憧憬和愿望，将在这
里开始新的生活，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天，学院里高朋满座、大师如云。能够站在这里

我们生长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大发

代表2012级硕士研究生发言，我倍感荣幸和激

展的时代，面临的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经济

动。今天恰逢我国第二十八个教师节，请允许我

快速发展的良好机遇，学院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

代表全体新生，向最可敬的老师们奉上最诚挚的

学习生活环境，社会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

祝福！

阔空间。可以说，我们是生逢盛世，青春正茂。

我是宋文涛，来自齐鲁山东。本科求学金陵
南京，就读会计学专业。我的父母双亲都从事财

我们当尽情舞动青春的旋律，施展自己的才华，
追求成功的喜悦。

务工作，可以说，家庭财务氛围的熏陶渐染，使

昨天，我们可能彼此还素不相识；今天，我

我对财务工作情有独钟。能够学好财会本领，在

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上国会人。在

财经领域有所成就，是我的职业理想和抱负追

开始新的征程之时，作为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一

求。

届硕士研究生，我们在这里向领导和老师庄严承
“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

诺，我们将牢记责任，奋发有为，不负重望：

于学校。”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是一所年轻而充满

第一，志存高远，勤于修身。我们2012级研

生机的大学，是一块有志青年成才的沃土，是一

究生，将努力在这里学会三件事情，那就是长知

片读书求学的理想园地。从第一次踏入上海国家

识，长智慧，长道义。知识排在最前面，也是最

会计学院的大门，我们就倾心于美轮美奂的校园

起码的要求；其次是智慧；而长道义，实现人格

环境；从研究生复试第一次聆听到学院大师的教

境界的升华，才是最高境界，最高追求。我们青

诲，我们就深深醉心于这里无比浓厚的学术氛

年人在追求健全体格与健康心理的同时，还要树

围。在座的90位同学都经历了考研的烽烟战火，

立大志向、大抱负，我们会把自己的学业、自己

从激烈的竞争角逐中脱颖而出，最终得以来到这

的前途融入到国家的财经事业中，要把对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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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民族的热情，落实到自己的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们

具体行动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
折，我们都会有直面困难的勇气、战
胜挫折的志气和解决难题的底气，做
一个坚定的上国会人，做一个大写的
上国会人。

知道接下来将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
战，一种全新的生活正等待着我们来
创造，一幅美好的蓝图正等待着我们
来描绘。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
暴雨冲过，更见青松巍峨！在未来的

第 二，刻 苦 钻研，求 实求 真。刻

两年里，我们要揽万卷文集，汲百代

苦钻研的学习过程极有可能是枯燥甚

精 华，认 认 真 真 学 习、踏 踏 实 实 做

至痛苦的，我们一定能耐得住寂寞，

人，不断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沉得下身心。 “不做假账”是我们要

能力，不断丰富实践经验，在以后更

坚定不移自觉尊崇的

为激烈的竞争中乘风破浪，展现国家

校训。我们刻苦求学，求的是真的知

会计学院学子的真风采！

识，真的本领，真的道德。我们一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遵循严谨、务实、博学的学风要求，
在精进理论、提升实务能力的过程中
塑 造 求 实 求 真 之 品 格，维 持 求 真 之
心，维护学校声誉。

请领导放心，请老师放心，我们会不
断鞭策自己、不断激励自己。我们第
一届研究生，在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
将共同努力，共同进步，共同去拥抱

第三，与时俱进，拒绝平庸。经

时代的骄阳，共同书写学院的辉煌！

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21世纪是知
我们坚信，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

识爆炸的时代，据权威部门宣称，当
前人类知识总量5年就翻一番，先进的
技术几个月甚至几天就要更新一次。

待的硕果！

比尔盖茨反复警示自己的员工：“微

我们坚信，我们会以优异的成绩

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英特尔

来 捍 卫 自 己、捍 卫 学 院 的 尊 严 和 荣

公司“让对手永远跟着我们”的危机

耀！

理念使其一直走在产业最前端。社会

我们坚信，当我们毕业挥手作别

发展对个人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

母校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宣称，

高，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环境时刻提

我们就读的是一所足以让自己骄傲一

醒我们，谁学得更快，谁就会领先一

生的学府！

步，谁就会抢占先机！与时俱进的高
度适应能力，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
财务人才应具有的重要品质。
我们一定会保持对知识学问、对
真理智慧的执着，不停耕耘、不断更
新、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紧紧跟上
时代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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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超越我们期

最后，祝愿同学们学业有成，前
程似锦！祝愿领导、老师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祝愿我们学院的明天更加
灿烂、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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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观 校史馆
撰稿/杨思

10月31日下午
由学术部组织的参观校史馆活动在同学们的积
极响应下顺利开展起来。同学们结伴而行来到校史
馆，这天下午主要是由肖舒羽老师给我们做校史馆

和雄厚的师资力量后，我们心中也对今后的人生有
了更加美好的憧憬，并作出了更加明细的规划。
我们希望两年后有坚实的会计基础知识，能够
问心无愧的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毕业并自豪的告诉
用人单位我们是SNAI人。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会计领军人才，能
够为推进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和会计领域的革新献
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我们希望终有一天在商业经济领域功成名就，
能够重新回到学院给我们的师弟师妹讲授实务理
论、财务经验和人生哲学。
虽然参观校史馆的时间只

的讲解活动。

有短短1个小时，但它给我们带

这次参观校史馆，我

来的意义却异常深远，我们收

们不仅知道了朱镕基同志

获的远不仅是馆内陈放的历史

于2001年4月16日 在 学 院

资料，更多的是校园的文化、

亲笔题下了“不做假账”

学院的精神和激励我们为追求

四个大字，从此为学院的

崇高人生理想的信心和勇气！

发展和腾飞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也了解到了学院的
发展受到许多党中央部门尤其是财政部的关注与支
持。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下，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艰苦创业：从主办
CPA考试培训，拓展到为高级财务在职人员继续培
训，从为如何更好的担当CFO角色的会计领军人物
培训，到如今的给祖国未来的栋梁——我们全日制
会计、审计硕士的培训等等，学院的发展日新月
异，迅猛势头锐不可当。在了解了学院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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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Club

闪亮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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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杨思
月2日，星期五晚上7:00-9:00，由学
术部主办，各英语爱好者承办的俱

演讲的氛围中，
接下来按照顺序每位选手做3分钟演讲，中间

乐部之一，P&S Club,即presentation and speech

穿插观众和评委的提问和点评，让所有人能够互

club，正式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二教学楼202教

动和交流起来。整场活动下来，所有人都用英文

室闪亮登场了。P&S Club顾名思义，是一个给所

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并进行评论。演讲者们不

有想成为优秀的演讲者用于训练自己英语口才的
俱 乐 部，它致 力于 让更多 的同 学展 示自 信，勇
气，胆识和魄力。
这一 次有13位 同学给 大家 带来了 他们的 演
讲，他们 有的人 选择 模仿奥 巴 马08年 的就职 演

光相继展现了他们的演说风采，其中还不乏有能
人给大家带来英文歌曲。这次的活动不仅让大家
体会到英语演讲的魅力也让大家对英语学习更加
充满热情，对得以站在更多人的平台上演讲增添
了 自 信，当 然，也对 自己的 不足 有更 真切的 了
讲，有的人选择模仿奥普拉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

4

解，以便在今后的英语学习中能更上一层楼。在

典礼演讲，还有人自选题

活动的最后，评委根据

目演讲。他们个个激情昂

每位演讲者的表现进行

扬，用最饱满的热情给大

了评分，并颁发相应的

家做了他们最完美的演

奖品以示奖励，也为了

讲。在选手做演讲之前，

能鼓励更多的同学参加

活动主办方先截取了奥巴

到这个意义非凡的活动

马和奥普拉演讲最精彩的

中来，而整场活动也在

片段给所有在场者观看，

大家一起唱着英文歌曲

让所有人感受优秀演讲者

“do rui mi”的过程中顺

的风范并使得全场沉浸在

利结束了。

“走出去&引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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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SNAI首届研究生会与上财、
同济交流活动

撰稿/索明惠、龚玫娟
摄影/周文君

2012 年11月11日清晨8:20，SNAI第一届研究生会成
员整装待发，为同济、上财经验交流之行拉开序幕。

作充满了期待，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怎样
开展今后研会活动以促进同学们的交流团结；怎样加强
我院的宣传和加强与兄弟院校的联系；怎样制定研会的

与
同
济
中
德
学
院
研
会
交
流

制度以确保今后各界研会的传承„„这些都成了大家关
心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进行，同济
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研会的部长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一
一作了耐心的回答，大家收获颇丰。
一天的交流学习虽短暂，却令我们每一个人难忘。
这为我院研究生会今后的工作开展正式迈出了第一步。
此次交流活动我们吸收到了两所名校研究生会的丰富经
上午10:10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开始了我们一天的

交流活动。

验，在交流的过程中，各部门积极提问，获得了对各自
部门有益的宝贵经验。最后在离开之际，我院研会与同
济中德、上财会计研会部分成员合影留念。活动在美满

我院成员受到了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上海财经大学 的欢声中结束了。我们相信通过今后不断的交流学习，
会计学院研究生会同学的热情接待。他们带领我们参观 再结合我们自身情况的分析，我院研究生会将会不断总
了校园，了解他们的校园文化，感受了百年名校的魅 结经验，且行且成长！
力。随后，同学们针对研究生会的活动经验进行讨论和
交流。作为SNAI第一届研究生会，各部部长对未来的工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外联部

2012年11月12日

与
上
财
会
计
学
院
陈
信
元
院
长
合
影
留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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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是对手，
场下是兄弟。

11月17日至18日，全日制
研究生同学期待已久的首届
SNAI杯班级篮球友谊赛如期在
我院篮球场举行。本次篮球友谊
赛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会
体育 部承 办，比赛以班 级为 单
位，17日上午举行会计一班和
审计一班的比赛，18日下午则
是审计一班对战会计二班。
撰稿/周俊峰

所有参赛人员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积
极的投入到比赛中。伴随着哨声的响起，现场气氛极具攀升。比赛过程中精彩
的抢断，默契的传球，准确的投篮让人应接不暇，大饱眼福。在此起彼伏的助
威声中，各方运动员都很快进入状态，尽情展示着自己的能力。一场场紧张激
烈、扣人心弦的角逐，不断的在篮球场内上演，场外的同学们也饶有兴致地观
看着比赛，为参与比赛的同志打气、喝彩，与场内的气氛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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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篮球比赛为了让更
多的同学融入活动中，还特别增加了中场休
息时间的女生比赛，由各班派4名女生上场
进行定点投篮比赛，分数计入篮球比赛总
分，让女生们也为集体荣誉出力。

最 终 比 赛 结 果，
会计一班惜败给审计
班，会计二班战胜了审
计班。虽然比赛有输有
赢，但是球场上队员们
的拼搏精神、球场外同
学们的团结与友谊却是
不分高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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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篮球比赛后，研究生会体育部还精心
安排了2个趣味运动比赛——定向射门比赛
和双人夹球赛跑。比赛不分班级自由组队，
比赛时场上笑声不断、其乐融融。比赛结束
后，所有参赛同学都获得了精美的小奖品满

载而归。
通 过 这次 篮球 赛，不 仅 丰
富了研究生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更是加强了同学们锻炼身体和团
结合作的意识，让同学们在紧张
的学习生活之余放松身心，感受
到了集体的力量和温暖，增强了
集体凝聚力和各班级的相互沟通

会计一班的队员们
在主力朱垚鹏同学缺场的情况下奋力顽抗，
王颖俊同学身体不适中途呕吐退场，稍作休
息后又毅然上场作战，蔡庆同学小腿抽筋，
女生们团团围住帮忙按摩纾解；会计二班不
仅是男生队员具有身高优势，王辉、朱登强
等同学带球、运球、投篮一气呵成、动作潇
洒，引来同学一阵阵喝彩，更有球技上佳的
女生如童方磊、龚玫娟在投求比赛中助力得
分；审计班的篮球队伍最为庞大，10人的篮
球队团结而默契，替补队员充足。车轮战术

和了解。在此我们感谢我们参赛的队员，今

科学省力，张中垠、宋文涛等同学精妙的传

后我们研究生会也将继续努力，组织更多、

球、默契的配合和精彩地上篮，赢得观众赞

更好的文体活动！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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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这里
欢喜跳动
文/王志刚

随着时间的飞快流逝，一直在匆忙地经历，被经
历，短又不短的岁月历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一道道美
好的回忆。2个月虽短但这2个月的回忆却很漫长，之
所以漫长是因为她有太多的回忆值得品味和吸收。回
忆历久弥新，一直缭绕着我那躁动的心，我试图静
然……
今 天 是2012年11月11日 星 期 日，传 说 中 的 光 棍
节，我独自一人（虽然我们都在图书馆，但我们的心
却相隔甚远，我写着我的东东，你做着你的作业）对
着屏幕一边回忆一边写一边改。

个曾经的你。对于自己你会愈加感到不足，由是你也
愈加渴望突破，酝酿新的超越。我喜欢倾听内心的真
实声音，它感动着我，吸引着我。我可能不同意你内
心的观点，但我绝对捍卫你表达内心声音的权利。鼓
起勇气做最真实的自己，这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好
的。你做了吗？
我选择授予特色课最喜欢，是因为它带我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我从未来过的世界。它深深地
触动了我的灵魂，那简单而又至纯的东西又怎么能不
触动我那敏感而细腻的心呢？灵魂是简单纯朴的，正
是这简单纯朴维持着灵魂的高尚和纯洁。灵魂是虚无

跟着回忆慢慢走，来到了2012年11月9日星期五下

缥缈而又无处不在的，它是你之所以为你的存在明

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虽然很多人不

证。灵魂是人存在的核心态质，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决

在意，你懂的。特此提醒：有朝一日也许你们会后悔

定性力量；它震撼了我的思想，崭新的观点认识辅以

的，因为这是你木桶的一块短板……），这是我最喜欢

充分的历史史实，确实震撼了我那僵化已久的思想观

的课程而不是之一。

念。很久没有吸收到新鲜血液了，所以特别渴望，只

最喜欢只有一个，我选择授予给特色课。我有我

有新鲜的思想观念和认识，才能保证我们的思想健康

的不是之一的最喜欢，我也希望我亲爱的同学在做选

而有活力却不失锐利；它完善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

择的时候去掉各种“之一”，表达出你内心的最真实

观，改变了我对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的想法和渴望，选出自己的最喜欢，让这纷繁复杂的

识，更深地了解的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历史渊源，以期

世界倾听你那简单真实、独一无二的心声。面对世

积蓄力量让中国未来变得更加美好；它改变了我对人

界，表达出自己的真声音，很困难。愈困难就愈需要

生的态度和看法，还了解了很多人性的弱点，以此提

我们去面对，去解决，去超越。困难是磨砺意志、提

升自我修养和境界；它使我了解了很多前所未知的真

高修养和升华境界的阶梯。面对着眼前的各种困境，

相（我无知是因为我的视野被狭窄了，为此我渴望突

学会接受它，仔细地分析它解剖它，找到产生问题的

破，只为清醒地活着）。它给了我如此之多····

内部和外部因素，逐一尝试去解决，在解决困难的过

··

程中不断修正，循环着向前进，问题困难就会慢慢地

如果没有引导这也是一个很难了解的世界，为此

倒在你的脚下。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净

非常感谢卿文辉老师。我的心将继续欢喜跳动···

化，境界得到了提升，自我得到了超越，你已不是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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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黄钰昌教授的信
2012年11月6日下午，应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得知您将来为我们讲课时，我们十分激

之邀，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系黄钰

动，也十分珍惜。今天下午听了您的课，受

昌教授为全日制研究生做了题为“管理会计实务

益良多。您年轻时从台湾到美国求学的经历

和研究趋势”的讲座，李扣庆院长亲自主持了该

给我们的心里带来了很深的触动，尤其是您

讲座。

所举的学习数理统计的事例。您说的对，多

听完这承载了庞大信息量的讲座，同学们深

读多学，对我们总是有好处的。并且您说，

受鼓舞，并随后向黄教授献上了饱含敬仰和感激

最好的老师是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真正

的一封信。黄教授以其言传身教影响了今天的一

理解并掌握的知识，才是对我们有用的知

批人，而他们，也将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继续传

识。而这些知识，正是由我们自己通过努力

播这种影响。这才正是教育的成功之处！

——编者按

学习研究，自己教给自己的。可见自主性学
习室多么重要，您的话深值我们领悟。
我们同学们由衷感谢您在百忙中拨冗前

尊敬的黄钰昌教授：
SNAI硕士同学们向您问好和致敬！
我们特别感谢您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这
里为我们讲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首届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
挚的谢意！

来！今天即便没有签到，我们也一定不会有
同学缺席，因为我们都盼望有更多机会向您
学习，盼望有更多机会得到您的指导并与您
交流。
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快乐，生活幸福！
SNAI首届全日制研究生
2012年11月6日
9

“这儿还能钓鱼呀！能钓到吗？”
“能，看那儿。”
“哇，两条！还不小呢”
“你们是这里的学生吧？”
“嗯，我是今年MPACC研究生，这是我的朋友。她来找我玩。学院这么漂亮，这
附近好像没有比学院更好的地方了，所以就逛逛校园。”
“呵呵。”
虽然只是一次偶遇，但看得出老先生心情很好，精神也不错，处处留露出一种淡
定、从容。特别是听到对学院美景的赞美，就如同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成才，
丰郎俊逸，打心眼里高兴。也许，老先生如果知道我们对学院的软实力、学习氛
围、师资条件和发展预期更欣赏的话，会更高兴吧。我们慢慢走远了，吊桥上手持
鱼竿的老先生，犹如一幅画，映在蓝天碧水间，嵌在绿柳红花里。
至今还清晰记得复试时首次来到SNAI的日子，那是4月15号。踏入校园，对于一
个来自北方的学生，冲击是如此的强烈。校园里，水是那么的多、那么的清，树是
那么的绿、那么的茂盛，小动物是那么的傻、那么的可爱，哈哈一笑“这才像个校
园嘛”！当时心里矛盾极了，这么好的校园，能在这里学习会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
情，看着那些穿梭于校园的人，心里充满了羡慕。同时，心里又在不停地责备自
己，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每一分时间来准备复试呢？为什么不早早辞掉工作好好准备
呢？为什么初试不多考点分呢？这次复试不过怎么办？失之交臂，那是多么遗憾一
生的事情！

上国会
我的

文/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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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幸！经过激烈的竞争，我顺利地踏
入了这所梦寐以求的学院。9月9日，天
高气爽，白云朵朵，到处弥漫着喜悦。
望着耀眼的高楼大厦，鼎沸的人潮，喧
嚣的闹市，繁忙的交通，一种自豪感油
然而生“上海我来了”！我要成为这里
的一份子，我要在陆家嘴上班，我要吃
遍 当 地 美 食，我 要 与 外 国 朋 友 谈 天 说
地，„„，我要成为一个有益于国家的
人！十 点 多，杀 到 学 院，心 里 激 动 万
分。近五个月的翘首以待，无数次梦中
萦 绕，终 于 迎 来 现 在 的 激 情 洋 溢。报
到，注 册，办 银 行 卡，购 置 生 活 用
品„„重新拾起学生的青涩，快乐又简
单。
学院的优秀来自每一个上国会人辛勤
的付出。无数高端会计人才和全国会计领军人
才纷纷来到这个国内一流的会计学院就是最好
的证明。无疑，学院强大的师资也是我们这些
学 子 走 向 成 功、我 们 学 院 更 进 一 步 的 坚 实 保
证。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委员张为国、普贤国
学馆馆长谢一源、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Caroline
Heider……这一个个响亮的人物带我们领略他们
的世界；宝钢、光明集团、普华永道„„众多
大企业的风采俘虏了众人的心。有趣机智的拓
展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学习能力和团队
意识。寓教于乐，锻炼了我们的友情，互动了
师生关系，提升了团队协作能力，最重要的是
增加我们对学院的认同感。从此，我们真正成
为 学 院 的 一 份 子，成 为 学 院 荣 辱 与 共 的 一 分
子，成为学院的亲孩子。
学习的过程是艰苦的，甚至是疯狂的。学
院精心设置了课程，细心讲究地安排了
教 室，想 法 设 法 营 造 良 好 的 学 习 环
境。磨合有个过程，适应有个阶段，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
涯苦作舟”、“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何况，在这里学习能叫吃苦吗？！Enjoy life！
课程多，压力大，方能锻炼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和 适 应 能 力，大 浪 淘 沙，始 得 真
金。学 院 就 是 个 熔 炉，进 去 的 是
铁，出来的是钢；学院又如一位手
法高超的大师，将一块块璞玉，琢
成美器。

作为学院第一届研究生会主席，我肩负着一份重
担，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三个问题始终萦绕耳
畔“为 什 么 要 上 研 究 生？”、“为 什 么 选 择 上 国
会？”、“将来要做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届学生的研究生生涯将会是成功的、光明
的。我们付出辛劳，收获硕果，充实人生；我们不畏
挑战，无惧风雨，勇攀高峰；我们乘风破浪，所向披
靡，贡献国家。
时光荏苒，将来我们可能对学院美景不再那么
惊诧，或者将学院的美好遗忘，甚至忘记当初考入学
院的艰辛与不易。但是我们在成长、进步，我们会成
为学弟、学妹们的榜样，我们是学院有历史意义的一
届。我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也将会各奔东西。但是
我 们有 个斩不 断的 纽带，那 就是 上国 会。当惊 奇不
在，当斗志涣散，当心灵沉寂，我们经历了风雨，我
们武装了头脑，我们向社会迈了一大步！诚如李院长
所 说“在 上国会 求学 是异常 艰苦 的，但 也是勤 奋学
习、立志成才的年轻人的乐土”，“也希望十到二十
年后，来学院培训的会计领军人才出现咱们这届学生
的身影”。更有“用十年时间将学院建成国际一流的
会计学院，再用十年时间将学院打造成国际一流的商
学院”，犹如一柄巨锤，敲打在同学们的心坎，又犹
如一颗豆苗，埋在众人心田。
恰同学少年，正赶上二次学习的好时光，值峥嵘岁
月，SNAI是理想起航，梦想飞扬的好地方。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那位老先生是谁了，他也是
一位为上国会腾飞打基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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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通讯 开学专题
都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眨眼我

博厚
观积
而而
约勃
取发
文/童方磊

们这群全日制研究生已在SNAI的校园里
生活了近两个月。要问我还记得刚被录取
时的欣喜和第一天踏迚校园时的激动吗？
我真有点儿“丌记得“了，现在只记得一
个字——忙!

SNAI的两年将会是异常艰苦的！”
丌过，我认为对亍广博无边的知识要
“博观而约取”。这里的“约取”，丌单
指 少 取，主 要 是 指 慎 取、精 取，取 其 精
华，去其糟粕。这是一次在数量分析课堂
上，张人骥老师的一席话给我的启发。我

入学教育紧锣密鼓，我们一天当成两

们90个人，专业背景各异，有丌少本科并

天用；每次英语课都像是上战场，刚赶完

丌是财会专业的。有许多同学没有办法听

这周的英语作业，新的又来了；战略管

懂张老师的数量课，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理、管理经济学等等各种分组、讨论、路

从新学习每一个基础知识点，因为教材实

演让我们多了好多QQ群；好丌容易结束

在是太厚了。张老师告诉我们，课程的主

了一门课，考试论文还没写好，新的课程

要目的是教会我们如何处理和分析数据，

又来了；最惨烈的莫过亍某位同学，他

迚而得出结论。因此，只需要将各种参数

说”我都一个多月没看电视剧了!“这所

的意义和公式的原理搞清楚即可。

有的一切都印证了李扣庆院长所说的“在

确实，我们没有精力把每一门课程

业，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

的每一个知识点都理解地一清二楚。广

我们才更加应该有一种丌骄丌躁的心

泛地阅读，再选择那些对自己有用的知

态，为自己积累更多能量。每当面临选

识点记下，这便是“博观而约取”。即

择时，我们总会患得患失。其实，现在

使是好书，也丌是字字珠玑。因此，丌

的我们就像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什么

能对书上的每一点信息都兼收并蓄，必

营养都需要积累，什么都要吃。前面说

须认真思考，分清优劣。真正有智慧的

到博观而取，而这里又提到要注重积

人，丌是那些记住很多死知识的人，而

累。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

是积累了知识精萃的人。

真 正 要 做 到“约 取“和”积 累

在巨大的压力下要学会“厚积而勃

“，有一个先决条件——毅力。就好比

发”。多 多 积 蓄，慢 慢 放 出，只 有 准

我们在钻井取水，方法和方向其实都对

备 充分才 能办好 事情。记得高中物理

了，就是钻的过程中碰到了一块石头。

老师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想

是继续往下钻呢，还是换个地方？我想

要跳得更高，你首先得把身子蹲下去。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答案，换个地方钻难

同样的也只有那些潜在深水里的鱼儿，

道就丌会有石头了吗？

才能凭借更大的浮力纵身跃出水面。
在SNAI校园里，时常感受到一种
紧张。大家都希望能够以优异的成绩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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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自己的选择，路在我们每个
人的脚下，尽管大胆向前狂奔，美好的
未来永进像尾巳一样跟在我们身后！

研究生通讯 开学专题
应聘、面试、等待，你在找到
一份满意的工作前总在重复这些过
程。也许你会特地添置一些衣服。
因为你应征的这个职位不允许你穿
着过于随随便便；也许你还会事先
背诵好一段介绍自己的美文———
还是英文的，因为你想去的那个职
位需要较强的英语沟通能力。

在接下来的讲座中，黄教授向
我们展示了他的“艺术作品”，也
就是他最近在做的论文研究。
虽然他讲的专业方面的东西很多我
们还不懂，但是他对学术的挚爱让
我们深深折服。他告诉我们，做学
问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他一做起
学问来就“六亲不认”了，那是一
种高度投入的学术精神。就像院长

聆听大师的智慧人生
在上国会的校园里，我觉得自己每天
都生活在财经的艺术馆中，每个学术
案例和学术讲座都像是大师精心雕
琢的艺术品，深深地震撼着我，让我
陶醉其中。院长说，我们的学校是财
金界的“黄埔军校”，我觉得它更像
是一座财会界的“卢浮宫”，因为财
经也是一门艺术，值得细细品味。
台湾政立大学黄钰昌教授的那
场讲座在我看来，就是一件值得让人
细细品味的艺术珍品。黄教授说，他
当年去美国读书的原因很简单，是为
了追他的女朋友，也没想那么多就去
了。所以，他的一个人生哲理就是，
当你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的时候，
不要伤心，不要难过，不要停下来去
观望，只要努力地往前走，就一定会
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们正值选
择人生方向的阶段，可能也会迷茫，
也会看不清楚未来的路在哪里，但是
只要心中有信念和希望，就会走出自
己的路来。

文/张孟茹
在开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在上国
会学习的两年，将会是艰苦的两
年。黄教授说他论文做出来的时候
那种欣喜若狂的感受是难以名状
的，就是这种快乐支持着他在学术
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才是做学问
的人达到的最高境界。如果我们在
每天的学习中也能体会到黄教授所
说的那种乐趣，那才是真正地用心
在学习。如果我们每天都在用心学
习，那么我们的人生一定会与众不
同。
黄教授还教导我们说，真正的
老师是我们自己。自己积极主动去
寻找感兴趣的东西并钻研进去，才
会最终有所成就。他的兴趣在于学
术研究，并且他全身心地在做学
问，所以他的人生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那么我们呢？先从努力挖掘自
身的兴趣特长开始，然后全身心地
钻研进去，为之努力奋斗，相信在
未来我们也能走在金光大道上。
在上国会这座“卢浮宫”中，
让我们用心去体味每一位财会界大
师呈现给我们的艺术品吧，两年的
学习会让我们汲取更多的财经养
分，饱受财经艺术的熏陶。我们是
幸福的，因为我们每天生活在这样
一座财经艺术宫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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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瑜

记得陈文茜在去年年底一篇文章《地球上青春的眼泪》里写道：年轻本是一个人生
命最大的本钱，现在它的意义等同于“无经验”“无产值”。现在青春与空白划上等
号。青春成了诅咒。于是地球上有一批人，他们的名字叫“年轻人”，当他们踏出成
长的起点时，却已抵达了终点。
她写出这段话就是恰逢欧债危机，欧元区主席荣克当时也发表了他的担忧：“这一
代将可能成为永久失业的一代！“
我在想幸好我的内心是足够强大的，不会因为任何一些别人对属于我们自己未来的
失望而灰心，因为我觉得青春就是一场追逐梦想的旅程，而不是一场无知的奔忙。在
这些年，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张开你有力的翅膀，横扫你心头的灰尘，让那些曾经想在
灰土里碰破头皮也要萌芽的梦想伸出柔弱双臂呼吸阳光下的空气。那感觉就像一场春
雨一洗阴霾，获得新生。
只要心还透明，就能折射阳光。我想这话大抵就是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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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欢刘瑜写的一句话：“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
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每次读这句
话总是充满了正能量，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不顺，都告诉自
己这些都是青春的附属品，不痛，就不叫青春。有时候总觉得自
己的付出换不来等价的结果，但是我知道，不付出就永远不会有
结果。你给你的青春贴上了多少重量的标签，你就要以多少倍的
努力去浇灌梦想的芽，给它施肥。有时候可能会遇上狂风暴雨甚
至风沙，但是如果你的心里有不败的信念，那么当你站在起跑线
上的时候，你就赢了。
我一直认为，青春还有另一个高尚的名字，叫信仰。这个时
代，有人贪，有人偷，有人抢，有人靠着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爬上
了比你更高的位置，获得了比你高出好几倍的回报，这些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你还是坚定着你的信仰，不论它曾面对过怎样的威
胁和诅咒，你的心都还保持着最初的鲜活和纯真。
青春，有挣扎的痛苦，有耕耘的疲惫，有迷路的茫然，有质疑
的困惑，但是我想，只要你坚定了，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差，但是
你总不要太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咎于青春的无知，因为青春，本来
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

这是一个没有标杆的时代。

己的高度，然后以此为起点，默默前进。
大学毕业了，散了，大家都找到自己
的路。也总是会听说这个同学混的很好，
在四大上项目了；那个同学在国税局混的
风生水起；这个学长进投行了，拿着让人
数钱手抽筋的薪水；那个学姐婚姻事业双
丰收。在频繁羡慕与祝福之余，我想我能
做的，就是在繁芜的现实洪流中认清生活
的本质，寻找自己的定位与方向，开足马

然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热爱生活。
以前读大学时有个同学对我说：Hey,
girl. You are always going ahead, however
you miss the beautiful scenery aside the road
you are running on.我当时默默一笑，因为
在我看来埋头赶路也是可以欣赏路边风景
的，如果你起早耕耘，你能看到清晨路边
野花绽放的婀娜身姿，带着轻盈的露水在
晨曦中摇曳摆动；如果你摸黑赶路，你也
可以看到萤火虫绿宝石般闪耀的光芒，就
像昭示着弱小的力量一样可以证明光亮的

现 实 中 充 满 了 诱 惑 和 劫 数，让 人 心

存在。

动，有时也让人心酸。人生也有好多路可
以走，你可以选择石子路，可以选择泥巴
路，甚至是一帆风顺的高速公路。你面对
着什么样的现实，选择了什么样的路，就
要执着地走下去。以前考研时有个学长对
我说：“自己选择的路，就是跪着也要将
它走完。”不要去羡慕别人兜里的资本，
不要去迷恋别人路途的风景，不要在别人

你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取决于你走什么样
的路。
不要以别人的标杆来衡量自己。
To be yourself，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NO
Benchmarking

力，毅然向前。

自己的英雄主义，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

This Age Is Of

的确如此，你要做的，就是找到你自

的美梦里难以自拔。你就是你，你要坚持

文/董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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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淡定
——写于来到SNAI的这个秋季
文/蒋兰天

人要懂得知足，知足者常乐。在我看来，就是要学
会保持淡定。用一颗淡定知足的心去看世界，有时它会
呈现另外一种姿态。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感叹，完全是缘于来到上国
会的这段充实而忙碌的日子。几个月来，原本有些懒散
的生活习惯被冲的七零八散，密集的课程、繁重的作
业、规律的作息，使我既满足于这种状态，又陷于忙碌
中。偶尔得闲时，心灵却异常虚空。一开始在各种压力
面前有些无所适从。看来环境的适应和角色的转换真的
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时候，人或许就是要试着去调试心
情，努力保持淡定。
前些日子临睡前不经意翻开初入学时借的一本书。
这 是 文 学 大 师 周 国 平 的 一 本 散 文 集——《碎 句 与 断
章》。里面有一句很是耐人寻味，“人生最好的境界是
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
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大师的忠告，在某一刻突然将我点醒。我开始反省
自己的生活。有太多时候，我奔走在繁忙的学业生活
中，却忘了停下脚步来聆听自己内心的诉求。有太多时
候，我在乎别人的批评并急切的改进，却忘了站在原点
16

仔细想想自己是否需要改变。有太
多时候，我为了学而学，为了玩而
玩，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却忽
视了我自己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原
来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是如此重
要，它使我们拥有为目标奋斗时的
从容以及遭遇挫折时自信。而这一
切都在告诫着我，人活得就是一种
态度，要摆脱浮躁，学会淡定。
只有淡定的看待自己、看待压
力，我们才能 淡定是一种心态，一
种自信，一种洒脱，更是一种处世
哲学。曹植面对长兄发难，朝堂之
上七步行走，“本事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悲戚泪洒吟出难以穷尽
的骨肉亲情。周瑜火烧赤壁，笑卧
帐中，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羽
扇纶巾挥洒着壮志豪情。陶渊明闲
居 草 庐，醉 卧 弹 唱，“采 菊 东 篱
下，悠然见南山”，山野之中尽显
魏晋名士风流。庄子隐居山林，颖

研究生通讯 综苑之声
水洗耳，不问世事，如大鹏展翅在广阔天地中自在逍
遥游。古往今来，但凡名士，大都拥有一颗从容淡然
的心。由此可见，淡定能体现出人生大智慧。
其实无须赘述古人，我身边就有很多面对生活诚
然从容的孩子。俊峰哥最是懂得获取幸福感整日家乐
呵抽风不知忧愁；萍姐外表温柔内里倔强不管风吹浪
打依旧认真踏实的充实人生；森哥不论何时始终呈现
给人一种憨厚老实成熟稳重之风；杨思学业生活齐头
并进还能够笑着享受生活…太多的人都在某一方面表
现出淡定，很多人都在紧张的学业中找到了调试自我
的方式。我们都很清楚，有一种真诚称作淡定，有一
种快乐称作洒脱。
我要学会淡定。生命有限，就像前几天中午在与
肖老师聊天时她所告诫我的那样，“每个人都有很多
兴趣，但是你只能选择一样。想好你的最终目标是什
么，确定好方向再向前走，这样你成功的机会就会比
别人大得多。”的确，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的头脑，用淡然的心态去面对人生。就像现在，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走进这里，过去的
一切即使再精彩都将成为浮云。在这个新起点上我们
将会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此时此刻一定要保持一颗
清醒的心，绝对不能急躁，认真的思考自己的人生方
向，做出正确的抉择后才能前行。
淡定是一种修养。孟子曾说：“居移气，养移
体。”大意就是：“人的所处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质

,供养可以改变人的体质。”我的理解就是，
我 还 有 机 会 可 以 从 现 在 开 始 改 变。从 今 天
起，做一个聪明的人，不在乎外界的喧嚣与
嘈杂，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与批判，不在乎人
生的失落和挫折，与人谈天，享受秋日的闲
暇。从现在起，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试着以快乐的心情面对每一
天，试着实践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上国会的日
子，我们永远对未来抱有一丝期待，永远从
现在的一点一滴踏实努力，永远积极去品读
人生百味。把过去都抛在脑后，把今天作为
幸福的开始，把明天想象成梦想的花开，淡
定也是一种完美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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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Comments——

Roman Holiday
Article/Zhang Chenjin

I rarely watch romantic movies, because most of them tell about love stories whose narrative styles are same as
fairy tales, such as Cinderella, Snow
Whit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customs, people always expect lovers can finally get married. However, in
many cases, unsuccessful love stories
often make us to keep in mind. Because
those kinds of love abandon cheat and
pretense and freeze in the most beautiful
point.

end of the film, Princess Anne finally got

Roman Holiday is the model of romantic dramas. The plot of this film is

instead of making money.

very simple and there is no big produc-

In the whole film, we did not hear the

tion and stirring scenes. But the love be-

princess and the journalist said an “I love

tween

journalist

you”, and the director did not deliberately

touched everyone. Nowadays many peo-

show their love, either. Everything is so

ple still look forward to that kind of pure

plain and natural. The plain and obscure

love. In the last scene of the movie, in

love has impressed many audiences.

the

princess

and

the palace of Rome, there is only a few
meters between them, but actually it is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tatus and
identity that causes their troubles. Princess Anne knows her responsibility for
her country during her one-day Roman
holiday, and she finally comes back to
the embassy. Joe knows the gap between them and he doesn’t explain anything. The short but wonderful experience of getting along with the princess
will stay forever in Joe’s memory. At the
18

those photos, which would be souvenir

Successful love is enviable as well
as ordinary. To Princess Anne, ordinary
life has become extravagant hopes, and
love can only stay in the short 24-hour
Roman holiday. Princess is great because she gives up her personal love
and takes her own responsibility for her
country. Joe feels regret, but does not
hate. During the short 24-hour holiday,
both of them found their most desire for
freedom a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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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s value-added to work out
its importance to Finland, but
such data are not widely available. However, we can find that
comparing to other companies of
the same feature, Nokia made up
Article/Shi Peng 27% of Finnish patents and appli-

cations and most of Nokia’s staff
There is a company. It contributed a quarter of a country’s growth. Its spend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de up 30% of the
country’s total. It generated nearly a fifth of
the country’s exports. It paid 23% of the corporation tax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compa-

is local people. So the economy of Finland is
not so diversified that makes it can resist the
strike of the dominant industry falling trend.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of Nokia from
2007 to now,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when major business falls, what the whole
country act will like.

ny was Nokia, the country was Finland.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the world doesn’t
have a company like Nokia that have such a
great influence on a country’s economy. Is
Nokia so essential to the

Relying solely on a company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ability of this country to withstand the economic crisis will become extremely weak.
Consequently, I think, on one hand, a

economy

of

country cannot just rely on an enterprise or

Finland?

The

excessive reliance on an enterprise to devel-

researchers at

op its economy and need to diversify its eco-

the Research

nomic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for a

Institute of the

company, it needs to develop more appropri-

Finland Econ-

ate strategies to adapt to the ever—changing

omy calculate

market environment.

19

顾

问： 李扣庆

主

编：颜延

执行主编：杨思

统

筹：李森

盛梦迪

执行副主编：周文君

组

稿：杨思

姚纪磊 张孟茹

主编助理：姚纪磊 张正浩 张孟茹

SNAI全日制研究生通讯
2012年第1期

副 主 编：钟雪冰

校

对：张正浩

张正浩 周文君
美术编辑：周文君 姚纪磊 杨思
张孟茹 张正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