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要提高认

识，严肃纪律，切实增强基层党组

织换届选举工作主体责任意识。各

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基层党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是贯彻落实党

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是

严肃组织纪律，强化组织观念的迫

切要求；是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工

作的有效途径。要落实学校党委基

层党组织换届“五个好”的要求，

即制定一个好的工作方案、实现一

个好的选举、提出一个好的发展思

路、选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确

保一个好的换届风气。二要坚持

原则，严格程序，积极稳妥地做

好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各

级党组织在工作中要正确把握总

体要求、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既要履行规

定程序，又要统筹兼顾，切实做

好选举的实施工作，真正把那些

“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

的党员干部选拔到基层党组织领

导班子中来，不断增强基层党组

声中开幕。

何秀超书记以《青春有梦，祖

国有我》为题，由“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开篇，为新生们上了入学

第一堂思政课。何书记勉励同学们

志存高远，在中财大找到青春的“红

蓝黄”；与时代共成长，勇担新时

代使命；将理想照进现实，用奋斗

完成使命。

王瑶琪校长代表全体教职员工

热烈欢迎 2020 级新生加入中央财

经大学大家庭。她同新生们一起回

顾了这个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希

望同学们无论是大一、研一还是博

一，在这个时点，要标定所处的位

置、校准前进的方向，穿越风雨、

扬帆再起航！她对新生提出三点期

盼：“小我”融入“大我”的理想

信念、铸就“求真求是”的科学力

量和锤炼迎难而上的坚韧品格。

本报讯 9 月 22 日下午，我校

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布置会在

学术会堂 202 报告厅召开。校党委

书记何秀超，校党委副书记梁勇，

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单际国，

组织部、纪委办公室、学工部、研

工部等部门负责人，各二级党组织

负责人、二级纪委负责人，党总支、

直属党支部纪检委员及各二级党组

织工作人员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

校党委副书记梁勇主持。

何秀超指出，基层党组织集中

换届选举工作是学校党内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进一步加强学

校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发扬

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民主权

利，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

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

层治理、团结动员师生、推动改革

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办好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何秀

超对做好本次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

本报讯 玉露清秋，碧空澄澈，

莘莘学子，相聚一堂。9月 26 日上

午九时整，在学院南路校区学术会

堂和两校区 40 余个线上分会场，

专属于全体萌新们的欢迎仪式——

2020 级新生开学典礼正式开启。

来自两校区的新生们通过线下

和线上结合的方式共同迎来这节特

殊的“开学第一课”。跨越山河，

历经春夏。财宝儿们如约相聚，人

生新阶段就此起航。

何秀超、校长王瑶琪，校党委

副书记、纪委书记单际国，总会计

师蔡艳艳，副校长马海涛、朱凌云，

校长助理李涛，教育部党建工作联

络员、武汉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

万志建，各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出席开学典礼。副校长孙

国辉主持开学典礼。

上午 9时，典礼在庄严的国歌

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要加强领导，统筹协调，确保

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顺利推

进。换届选举工作是一项政治性、

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级党组织

要高度重视，落实工作责任，加

强宣传引导，严肃换届纪律。

何秀超指出，做好基层党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影响深远。各级党组织要以对党和

学校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从严从

实的作风，同心协力、扎实工作，

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任务，为把

学校建设成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

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梁勇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学校

各级党组织和相关工作部门要充分

认识基层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

意义，坚决贯彻落实何秀超书记提

出的工作要求，并对换届选举工作

提出了“十个要”的具体工作要求，

即意义要明、要求要清、准备要实、

组织要细、条件要准、规矩要严、

信息要畅、时间要紧、责任要担、

来自金融学院的姜富伟老师寄

语同学们，要尽快调整定位和心态，

以成人之姿，自主学习，从“要我

学”，转变到“我要学”；要学着

勇于承担起对自己、对家庭、对国

家的责任，不等待，不推诿，不逃避，

要从“帮我做”，转变到“我要做”。

要学会主动思考、独立思考，尤其

是要学会批判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8 级博士

研究生、全国最美志愿者王万奇同

学作为博士生代表，在发言中分享

了三句话：“静下心读书、潜下心

思考、躬下身实践。”他勉励学弟

学妹们，从今天起，撇开喧嚣纷扰，

选择一本好书，与伟大的心灵对话，

让自己的精神旅行；要善于阅读、

热爱思考，通过所思将所知变成真

知；把扎实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读

好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书。

效果要好，要努力选出党性意识强、

有组织能力、党和师生群众满意、

干事创业担当的精兵强将，圆满交

出基层党组织换届的高分答卷，为

学校下一步工作的全面推进提供坚

实的组织保障。

单际国对换届选举工作提出

纪律要求，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要充分认识换届选举工作

的重要性，以实际行动做到“两

个维护”；要始终绷紧换届选举

纪律这根弦，保证换届选举工作

风清气正；要以对学校党组织和

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切实

履行好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第

一责任人责任。

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莹进行了

学校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专题

培训，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和《中央财经大

学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实施细则》，

并对学校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

（组织部、机关党委）

经济学院 20-2 班的张馨格作

为新生代表分享了疫情期间求学道

路上的感悟：“作为新一届‘财宝儿’

的我们，应明确我们所肩负的责任

与使命：涵养胸怀天下，脚踏实地，

求真求是，一身正气的精神品格，

成为‘忠诚、团结、求实、创新’

的中财大人！今我财宝，一览群山；

今我财宝，陟彼高峰；今我财宝，

吞吐大荒。”

最后，典礼在老师、同学们合

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嘹亮歌声中

圆满落幕。

未来已至，少年可期。感谢你

们从未言弃，不畏困难，今日赴约；

期望你们传承龙马精神，勇担乾坤

之志；祝愿你们扶摇而上，不负韶

华，谱写属于中财人的新篇章！未

来属于你们！

（宣传部、新闻中心）

我校召开基层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布置会

我 校 举 行 2 0 2 0 级 新 生 开 学 典 礼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

于印发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 基地

（2019 年度）名单的通知》，在前期各高

校申报、专家审议、教育部确定的基础上，

我校“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拔尖学生培养基

地”入选国家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

划 2.0 基地。

（教务处）

本报讯 日前，教育部作为主管单位支持新

创办《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两种思政课研究学术期

刊。《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期刊由教

育部主管、我校主办，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

向和办刊方向，刊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

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成果传播，提高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水平，将于 2020 年

12 月正式创刊第 1 期。

（宣传部、新闻中心）

本报讯 9 月 4 日，2020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开幕。开幕式上播放了由我校文化与传媒

学院教师戴砚亮及视觉传达专业 16 级、17 级学

生设计创作的两段动态影片。

（文化与传媒学院）

本报讯 9 月 22 日下午，北京市教委副主任

黄侃一行来校，就学校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

养实验项目开展情况进行检查。校长助理李涛陪

同检查。

（北京学院）

本报讯 9 月 23 日上午，我校关工委召开

2020 年“读懂中国”活动启动会。会议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主会场设在办公楼 605 会议

室。副校长、校关工委主任马海涛以及校关工委

相关负责人、委员、各二级关工委主任、秘书及

老同志委员等 60 余名成员线上参会。马海涛主持

会议。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我校入选国家首批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计划 2.0 基地

中财大、南开主办两种
思政课研究学术期刊

中财大师生创业团队
参与服贸会开幕式
动态影片设计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黄侃
检查我校高端技术技能
人才贯通培养实验项目

开展情况

我校关工委举办2020年
“读懂中国”活动启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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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财大，成

为新时代的中财人。在座的各位

同学能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上网

课、居家复习、远程复试等方式

取得优异成绩，进入梦寐以求的

中财大学习，正印证了那句话“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今天的会

场，青春洋溢，借此机会，我也

想和大家分享关于青春和奋斗的

话题。

希望你们志存高远，在

中财大找到青春的“红蓝

黄”

刚踏入校园的你们，想必脑

海中都有很多美好的憧憬，不论

学习、生活还是工作，大家肯定

都有一个个“小目标”。有的在

近期触手可得，有的需要长期努

力才能实现。不管是什么样的理

想、梦想，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把

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作

为奋斗的目标，自觉融入到你们

的“愿望清单”中，这不仅是学

校对你们的期许，也是你们自身

发展的需要。

我们每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

社会之中，在确立自己的奋斗目

标时，应该置身于当下的社会现

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正是当前中国最大的现实，也

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社会

理想。

亲爱的 2020 级全体新生们，亲

爱的老师们：

大家早上好！在这天朗气

清的金秋时节，美丽的校园又迎

来了年轻的新成员。今天，我们

首次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为 5687 名 2020 级新生举

办开学典礼。在此，我谨代表全

体教职员工热烈欢迎你们加入

中央财经大学大家庭！祝贺你

们即将开启新的航程！

大家都经历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升学季。回顾过去的一段日

子，疫情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

你们也经历了网课学习的不便、

高考延期的考验、线上复试的忐

忑和独立报到的历练⋯⋯时至

今日，由于疫情尚未结束，我们

大家都需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背景下，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对于大一的新同学而言，这和

疫情之前所憧憬的大学生活可

能有些差距。记得今年一月刚

过，可否重启 2020 年的调侃，

已经显现了世界发展面临重大

风险和挑战的端倪。极不平凡

的 2020 年，人类与病毒较量，

全球公共卫生遭遇前所未有的

难题；极不平凡的 2020 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演进，国际

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极不平

224 名成员奔赴山西灵丘、西藏

拉萨、甘肃宕（tan 探）昌等贫

困地区开展支教服务，让青春之

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今

年暑假，研究生同学们组成了一

支特别的实践团队，他们到学校

定点帮扶的宕昌县玉岗村，冒着

泥石流的风险，深入到每一户家

庭进行深度访谈，为扶贫特别是

防返贫提供中财大方案，把论文

写到大地上。支教团和实践团的

同学们在做的，就是为贫困地区

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贡献中财大

的力量。

同学们，你们现在来到了中

财大，中财大就是你们的母校。

她因时之需、为国而生，与共和

国同龄同体、同呼吸共命运，有

着光荣的历史。去年，我们隆重

集会，庆祝学校建校 70 周年。

在与国同行的岁月里，千千万万

中财人始终以国家发展为己任，

以人民需要为中心，紧贴时代脉

搏，顺应时代进步，引领时代发

展，在奋进中诠释着“红蓝黄”

的中财大精神力量。

70 多年来，作为新中国成

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创办的第一所

新型高等财经院校，学校虽然几

经易名，却始终保留了“中央”

二字，始终坚守财经院校的鲜明

办学特色。“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为国为民的中财红，诠释着忠诚

团结的精神，传承着一代又一代

中财人的爱国热忱。

70 多年来，中财大虽经历

过被迫停办、校舍被占、办学条

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但中财人同

心同力，劈波斩浪，从来没有停

止过奋斗的脚步。“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无畏风雨的中财蓝，

在此期间，中央财经大学

的全体师生在保证教学有序推

进和事业稳步向前的同时，积极

开展爱心支援、服务社会、守望

相助，我们一起用担当和团结，

诠释着每个“小我”为“大我”

的家国情怀。回望建校 70 余年

的风雨历程，中央财经大学为国

而生、与国同行，始终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培

养了一代代经世致用的强国栋

梁。不管是老一辈的宿儒还是新

一代的学者，不管是铁面无私的

政府官员还是新经济下的商业

领袖，中财大人都将赤子心、爱

国情深深地植于心、化为行。不

久即将公演的校园大师剧《姜维

壮》，将向你们详细讲述我国著

名财政学家、财政学科奠基人姜

维壮教授热血报国、桃李不言的

一生。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引领

下，一代代中财大人将人生理想

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把民

族复兴的历史责任担在肩上。新

生代的中财大学子，支教山村、

携笔从戎、致力理论前沿、迈向

国际舞台⋯⋯努力为家、为国、

为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同学

们，希望你们以理想为帆，将“小

我”融入“大我”，在成就更好

的自己的同时，努力成长为能够

期，救亡一代的青年历经生死，

克服万难，创造了红船精神、井

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建设时期，建国一代的青年在忘

我劳动、艰苦创业中，沉淀了两

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

精神。改革时期，富国一代的青

年走出舒适圈，敢闯、敢冒、敢试、

敢为天下先，创造了特区精神，

不仅将我们国家的 GDP 拼到了

世界第二，也亲手创造了你们的

美好生活。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我们处于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第四次工业革命

方兴未艾、大国战略博弈不断加

剧。习近平总书记讲，“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所以，在座的各位

同学，你们这一代被视作强国一

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在你

们的手中去实现，这是时代赋予

你们的历史使命。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是新时代我国面临的一

次大考。我们欣喜地看到，在

这次大考中，以“90 后”“00

后”为代表的广大青年，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踊跃投身疫情

防控的战役中，他们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

青春的蓬勃力量，展现了青年

的应有担当。

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斗中，

中财大师生积极行动：刚毕业

的校友刘颖作为定点收治医院

疾控组副组长，24 小时值守岗

位，奋战在抗疫一线；博士宣

讲团的讲师王万奇同学参与到

联合宣讲中，为疫区人民加油

力，那么社会科学则是软实力。

社会科学的研究同样要遵循科

学工作的逻辑和路径，对问题解

析得越到位，则对问题的解决越

有针对性。同学们，我们常说，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要

善于发现问题，要精于理论运

用，要长于理性分析。要相信，

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最终一定是

靠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要深入

社会实际，扎根中国大地，以科

学为擎，贡献中国智慧。

扬帆再起航，需要锤炼迎

难而上的坚韧品格。站在当下极

目远眺，社会变化的多样性成为

常态、攻坚克难的持久战成为常

态、未来的不确定性成为常态。

无论是文明演进、国家发展，

还是个人成长，都将面临更加

复杂的形势和更加艰巨的挑战。

前行之路从无坦途 , 无论是学业

还是生活，都不会有轻轻松松的

荣誉，随随便便的成功；投机取

巧并不能收获真正的本领，遇难

动辄而退，放弃的是自己成长的

机会，只有以更加开放乐观的心

态、更加勤奋执着的努力，迎难

而上，才能取得扎实的进步。你

这个共同理想，一方面具有

明确的方向性和指导性，每个人

的“小目标”只有和社会的“大

目标”同向同行，才会循着远大

理想的星光，跳出一己得失，以

更远的眼界、更大的胸怀，找到

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这个共同理想，另一方面又

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在这个大的理想框架中，

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形成在学

习生活、职业发展、道德追求等

方方面面的理想。个人理想越具

个性和多样性，社会的共同理想

就会充满活力。

历史上，无数青年正是在

崇高远大的社会理想引导下，激

发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青年

有舍我其谁的魄力，是民族危难

时的担当者、奉献者。百年前，

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亡之际，

一批爱国青年挺身而出，高喊“外

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捍

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开

启了中国革命史上崭新的篇章。

我们青年有蓬勃向上的活力，是

国家建设的奋斗者、开拓者。南

水北调、西气东输的恢弘调度、

高速公路、动车高铁的不断提速、

港珠澳大桥跨越沧海、北斗系统

服务全球⋯⋯这些伟大工程，处

处可见当代青年奋斗者的身影。

我们青年有久久为功的耐力，是

人民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创造者。

在这方面，我想举的是学校的例

子。从 2000 年至今，中财大已

经有 22 届研究生支教团，共计

凡的 2020 年，我们国家经历战

疫、战贫、战洪的艰苦考验并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时间从来不会

倒流，但是，勇敢、智慧和奋斗

的人们永远可以在当下重启！

今天，就是起航的时刻。无论是

大一、研一还是博一，希望你们

在这个时点，标定所处的位置、

校准前进的方向，不畏风雨、扬

帆再起航！

扬帆再起航，需要“小我”

融入“大我”的理想信念。人类

的演进取决于对文明的孜孜以

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依赖于对

信仰的坚定不移，个体的进步离

不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中华民

族历经五千年的延绵不断，是因

为艰险面前民族脊梁的披荆斩

棘，是因为磨难面前亿万民众的

风雨同舟。2020 年，面对突如

其来的严重疫情，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中国人众志

成城，白衣战士逆行出征、党员

干部带头拼搏、军人民警奋勇当

先、科研工作者全力攻关、社区

工作者日夜值守、快递小哥穿梭

往来，还有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

通人默默付出，他们用奉献和牺

牲，托举着这个国家，呵护着这

个民族，促使中国经济在全世界

最先复苏活跃。

诠释着求实创新的精神，记录着

一段又一段中财大的奋斗征程。

70 多年来，中财大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秉

承“求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办

学理念，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输送了 14 万余名高素质人

才，被誉为“中国财经管理专家

的摇篮”。“财经黄埔”经世济民。

硕果累累的中财黄，诠释着使命

担当，孕育着一批又一批中财大

的卓越人才。

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对社会

作出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但人的

精神可以无高下。提升个人的理

想境界和价值追求，说到底不是

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

个“愿不愿”的问题。“红蓝黄”

是中财大的精神传承，彰显了学

校的责任担当。希望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同学，在成为中财人的这

一刻起，也要志存高远，找到自

己青春的“红蓝黄”。

希望你们与时代共成

长，勇担新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讲：“每一代

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

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

人生、创造历史。”使命和担当

是必须结合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

和时代背景一起考虑的，知道从

哪儿来，才能明白肩负的光荣使

命；知道往哪儿去，才能找到奔

跑的方向。

中国从积贫积弱，到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离不开“四代

青年”的拼搏奋斗。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革命时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扬帆再起航，需要铸就“求

真求是”的科学力量。“求真求

是，追求卓越”是中央财经大学

的办学理念，也是大学的精神追

求。“求真”, 就是探寻规律、

追求真理；“求是”，就是实事

求是、慎思明辨。人类文明发展

到今天，客观世界的形态越来越

复杂。虽然我们已经明了了许

多，但是未知的领域有待我们去

探索，科学之路没有穷尽。如何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

由混沌到清晰，需要客观冷静的

观察、科学严谨的剖析、实事求

是的论证、合乎逻辑的推理。中

国发展到今天，我们完成了站起

来、富起来，但是还未实现强起

来。科学研究领域从 0 到 1 的突

破还极为稀缺，如果我们不能掌

握“无人区”的理论，那么被卡

脖子的问题无法消除，不能真正

成为创新之国，也就不能为世界

文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央

财经大学的学科领域中社会人

文学科较多，我们的学术贡献更

多在于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制度

体系的完善，而这些领域对于促

进创新发展至关重要，是社会变

革和文明制度构建与完善的理

论先导。如果说自然科学是硬实

打气，得到《人民日报》五四

当天头版点赞；青年教师们围

绕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助力复工复产等主题开展学术

研究，青年党员们坚守社区防

控阵地，一刻不松懈地把好“进

出关”，还有数不清的师生及

校友加入到筹善款、找货源、

购物资的行动中。在这场疫情

阻击战中，我们看到了新时代

的中财学子已经变身为披甲上

阵的英勇战士，用实际行动，

把中财大人的光和热撒到祖国

大地每一寸土地上。

今年也是我国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全国共派出 25.5 万个驻村

工作队、选派 290 多万名干部

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青

年干部正是这支队伍的主力军。

这其中，也有我校师生默默奉

献的身影。今年 3 月，我校选

派的扶贫干部于文豪、田光华，

来到甘肃宕昌，扑下身子下乡

入村，以不脱贫誓不罢休的坚

毅，带领贫困群众挖根源、找

对策、谋出路。他们身体力行

地告诉我们：幸福源自奋斗，

成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

青年一代有信仰、有担当，

国家就有力量，民族就有希望。

今天我列举的这些榜样就在大

家身边，他们是挺身而出的平

凡人，但让我们感受到了磅礴

不息、刚健有为的力量和一往

无前的担当。希望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同学，都能够把握住时

代的脉搏，拥抱时代的呼唤，

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今

天的榜样是他们，未来的榜样

必定属于在座的你们。

们今天坐在这里，代表着过往的

成绩，但，“凡是过去，皆为序

章”。希望大家以归零的心态，

“而今迈步从头越”，从现在开

始，从小处着眼、从细节着手，

重当下、重小微、重经常、重坚

持，发扬中财大的优良学风，多

读书少空谈、多锻炼少犯懒、多

包容少抱怨，于实处用力 , 在知

行合一上下功夫。因为艰难，更

显勇毅；因为笃行，才弥足珍贵。

以坚韧为桨，不轻言退却和放弃，

在执着前行中收获精彩人生。

亲爱的同学们，知道从哪

里来，才明白要到哪里去。无论

是国家、民族、集体还是个人，

概无例外。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央

财经大学，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同命运共呼吸；为共和国治国理

财的中财大人，从未放弃肩上的

责任与担当。此时此刻，希望即

将起航的你们汲取前辈的思想

之光，继承和发扬“龙马担乾

坤”的精神，在青春的校园里积

蓄力量，增长才学，收获友情、

收获成长。祝福你们！亲爱的同

学们！

谢谢大家 !

青春有梦 祖国有我
校党委书记 何秀超

2020，扬帆再起航
校长 王瑶琪

（下接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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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花香让人畅想  
这里的细雨随梦飞翔；  
校园里那些青春稚嫩的脸庞  
是中财大注入的新鲜血液。  
  
窗外的雏菊，  
墙边的青草，  
这里，  
依然是梦想开始的地方。

2020 新征程的号角已经吹响，新时代的中财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肩担时代责任，必将乘风破浪，扬

帆远航。更好的中财大，期待更好的你们！

力保障学校教学正常运转，让新生在校

园内安心学习，快乐生活。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 19 级留学生倪永

博在采访中说到，“正因为我去年入校的

时候有很多志愿者帮助我，所以今年我也

要主动地去帮助他人”。谈论起整个志愿

的过程，他不断强调留学生与新生之间互

帮互助的情谊，“让新生们感受到来自留

学生们的友好，我很开心。”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 19 级的留学生

卡米拉，中文还不太流利的她也积极参

与了迎新志愿工作，“这个过程是一次

特别的经历，我在帮助同学的过程中可

以认识很多新朋友。”她还回忆起与新

生的交流，大家见到她的第一反应是惊

讶，并且表示很开心和感谢获得她的帮

助。今年，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组织了来

自 23 个国家的 28 位留学生志愿者参与

迎新。

吉祥物合影留念，并参加了学院精心准备的“迎新趣味

活动”。

校长王瑶琪一行人来到迎新现场，先后走访了新生

报到处、财务收费处、身份复核区等，亲切地问候前来

报到的新生并给予鼓励，在各院迎新处慰问工作人员及

学院志愿者，详细了解各院的本科生报到情况，并对各

学院“花式纪念品”进行了解。她还肯定了各学院、相

关部门的前期迎新准备工作，并详尽地询问各院开学后

的教学工作安排。在新生报到处，王瑶琪校长与学校和

学院吉祥物进行了互动。

两校区迎新现场的师生员工们在

早 7 时许便各就各位，迎接新生的到

来。

在沙河校区，前来报到的新生由

南校门排队进入校园，按照基本流程

进行更换口罩、体温检测、行李消杀、

北京健康宝绿码核查、核酸检测证明

检查等一系列疫情防控保护措施，审

核通过后方可进入校园。

在新生报到期间，校内各部门协

同做好疫情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精

准施策，全力保障师生健康安全，全

本次迎新活动中，很多高年级同学

积极参加了行李搬运工作，帮助新生搬

运行李，并为新生介绍校园生活。学长

学姐们的热情迎接，希望踏入中财的新

生们能够在学校中感受到家的温暖。龙

马路、宿舍楼、子衿食园、教学楼⋯⋯

他们的身影存在于每一个新生必经的道

路上。小推车上满载着背包行李，同时

也承载着前辈对于学弟学妹的体贴与关

怀。

本年度，校团委以志愿者服务队为

亮点，全面推进“三点一线”志愿工作

布局，以服务新生报到为主线，以迎新

接站、小红帽行李搬运队、校园园区指

引岗三点为核心，校园内设“团团时光

信箱”邀请新生致信未来一年的自己。

天刚蒙蒙亮，来自两校区的 28 位

志愿者就开始搬运接站物资，分别前往

北京站、北京西站，负责起出站引导、

核验证件、乘车引导和跟车等志愿岗位。

“在疫情期间的特殊迎新季，希望新生

们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我们志愿者隔着

口罩都洋溢出来的热情。”

学生处本科生先锋队孙永豪今天的

工作是引导新生与财宝合影以及留写心

愿。作为学长，他们希望自己所作的一

切能成为一种传承，将更多的人吸引到

校先锋队的工作之中。经过一周的迎新

准备，很多同学在六点半就开始了迎新

工作。搬桌椅、拉横幅、分装新生礼包，

一切都井然有序。

外国留学生们也积极加入到新生

的行李搬运志愿者工作之中。“可以

帮助新同学我们很高兴。”来自刚果

的国经贸 20 级学生达尼说到，他们非

常欢迎新同学，也希望通过帮助新生

搬运行李让他们感受到中财大的温暖

和留学生的友好。

校党委书记何秀超，校长王瑶琪分别来到两校区

报到现场看望 2020 级本科新生，向参与迎新的师生员

工亲切地表达了慰问。

上午 8 时许，校党委书记何秀超与相关部门负责

人来到迎新现场，先后走访各学院报到处、生活用品

大卖场、校园超市等，详细了解新生报到情况和学院

招生培养计划。在现场，何书记与新生亲切交谈，鼓

励他们在新的环境奋发向上；并与各学院志愿者亲切

交流，对迎新工作人员与学生志愿者细致到位的工作

予以充分肯定和感谢。何书记一行人还与“财宝儿”

来自宕昌的她，怀揣着建设家乡的梦想 , 法学院新生李俊环在

新生报到时说到：“特别兴奋！高考成绩比平时超了几十分，能被

顺利录取是一件让我十分欣喜的事情。”作为我校定点帮扶地区生

源，在报考前，她就已经对中财大有了充分了解：“之前有中财大

支教团来我们宕昌宣传，听完宣讲后，我就特别喜欢中财大求实创

新的学风。”据悉，宕昌教育局为了鼓励李俊环同学，为她报销了

路费并提供助学金。报到时，就读于法学专业的她表达了未来的愿

景：“希望以后能在中财大稳扎稳打，系统学习法律知识，好回去

建设家乡。”

政府管理学院的张正瑞是 2020 级本科生中年纪最小的新生，对

于年仅 15 岁的他，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充满惊喜与挑战。这是他第一

次离开家乡独立求学，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他满怀期待：“想

要提高成绩、学好英语，结识伙伴，探索更多未知可能性，不断成长。”

提及父母临行前的叮嘱，张正瑞腼腆地笑着，给出了答案：“好好学习。”

沈昕宜是从东北大学考来的研究生。回忆起跨专业考研的艰苦历

程，她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在考研准备期间，她曾有一段时间因为

考研难度太大，几度打算放弃，后来是妈妈来到辽宁陪伴着她，在身

边呵护、帮助着自己，才能让自己将注意力全部聚焦在学习之中。

来自政府管理学院的张晓宇是一位研究生新生，同时也是一位准

妈妈。谈到考研的契机，她说道：“本科毕业后从县级人民银行考到

省级人民银行，大家的学习氛围很好，想提升自己，就来考研了。结

果计划之外有了小宝宝，就一起努力吧！”孕育生命的她，承载着两

人的希冀。

多措并举   保驾护航

2020  欢迎新 Cufer

朋辈引导   温暖人心

关怀备至    砥砺前行

筑梦未来   不负韶华

编者按：微风送爽，喜迎金秋。时维九月，又是一年迎新季。龙马路上，

伴着朝霞晨曦，新的面孔在中财大相遇，熙攘的人群在崭新的一年

亦将碰撞出新的火花。

希望你们将理想照进现

实，用奋斗完成使命 

刚才我们谈到青春的色彩，

谈到使命与担当，这些都需要我

们用奋斗去实现，借此机会，想

给大家提几点建议，与大家共勉。

一是坚定信念，心怀国家。

人类厚重的历史将见证我们中华

民族气势磅礴、不屈不挠的复兴

征程。希望你们深刻意识到所肩

负的使命和责任，永葆胸怀壮志

的初心，以国家的发展轨迹定义

你们始终以学习为第一要务，保

持旺盛的求知热情和良好的学习

习惯，把每一课当作精神享受与

探险。希望你们学会独立思考，

注重形成自己的见解。扎扎实实，

沉潜下来，“沉”就是沉静，“潜”

就是潜入进去，深入探究，激发

潜力。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

钻研、贵在有恒，希望你们珍惜

韶华，励志勤学，持之以恒，追

求极致，以坐“冷板凳”的精神

厚积薄发，有所学、有所成。

三是知行合一，全面发展。

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读万卷书、

接班人。

四是向阳而立，向善而行。

唯有意志坚定，方得砥砺恒久；

唯有身体康健，方能焕发青春力

量。大学不是无忧无虑的象牙塔，

专业学习的压力、科学研究的难

题、人际关系的困惑、就业创业

的不确定性，可能都会带给你们

焦虑不安和紧张烦恼，这些都是

正常的人生经历。关键是要学会

思考、善于分析、正确抉择，做

到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

励。心中有阳光，脚下才有力量。

希望你们在认真学习之余，培养

个人的成长坐标，敢于有梦，勇

于追梦，勤于圆梦，把个人追求

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把笔

墨情怀融入经世济民的事业，把

才华挥洒在新时代的浪潮之巅，

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书写

在人生旗帜上，为中国梦贡献青

春力量。

二是学习为要，潜心钻研。

大学是青年学生读书成长的黄金

时期，从中学到大学，从本科生

到研究生，你们经历的不仅是

人生角色的转变、教育场景的变

化，更是学习方法的变革。希望

行万里路。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希望你们

能用书本上的所学指导实践，又

能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进而修正知

识经验。大学的课堂更大、更丰

富；大学的成长更全面、更立体。

你们要利用好学校教育资源，通

过学术研讨、学生工作、文化活

动进一步开阔眼界、发展兴趣、

积累经验，同时在社会实践、专

题调研、志愿服务、劳动创造中

将所知所学内化于心，全方位提

升自身综合素质，争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广泛的兴趣爱好，坚持体育锻炼，

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思维和饱

满的情绪过好大学每一天。

同学们，真正的青春不只是

人生的一段历程，而是一种心灵

状态、一种精神存在，它饱含责

任与担当，因奋斗而闪光、因拼

搏而出彩、因奉献而生辉。希望

大家顶天立地，经世济民，传承

学校的“龙马精神”，努力成长

为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向上的中坚

力量！

最后，祝愿大家在中财大健

康快乐，学有所成。谢谢大家！

（上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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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不过就是高中的延续，

在这里还得继续高中的拼命苦学；又有人

说，跨进大学校门，前途和事业便都有了

保障，可以痛痛快快玩四年。我认为，这

两种说法皆有误。大学更像一幅空白画卷，

等着你用智慧和双手描绘属于自己的七彩

青春。

大学，是一个摆脱了父母的视线，获

得独立自主的时期，也是第一次一个人承

担起所有责任的时期。大一的你们一边沉

浸在获得自由的欣喜之中，一边却是些许

的紧张与忐忑。但这正是大一所处的状态，

带着迷茫与兴奋，也能一步步走出自己的

路。

进入中财，你会发现一个丰富多彩的

世界。你可以在开学伊始参加新生演讲比

赛崭露头角，也可以在迎新晚会上大展身

手；可以加入社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可以在班级破冰中感受到同学们的热

情。在白天上完课的空闲，你可以来到整

洁亮丽的图书馆自习，感受中财浓厚的学

习氛围。午休时，子衿食园的美味饭菜会

为你拂去一上午的疲劳。夜幕降临，操场

上依旧人声鼎沸，篮球场、网球场、足球

场内，欢呼声此起彼伏，中财人不仅有着

敏锐的头脑，更有着强健的体魄。

很多新生进入中财之后都会有一种失落感，因为

每个人在高中时都曾是佼佼者，但是在进入中财后就

会有一种泯然众人的感觉。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感觉，

因为在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比你更优秀。只有承认了

这一点，你才能放平心态，与优秀的人一起努力，共

同进步。进入大学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在不断的学习

和探索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树立新的目标，不断向

着目标努力。只有端正心态，稳步向前，才能在中财

忙碌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说高中仅仅是学习成绩的竞争，那么大学则

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无论是在开学初的百团大

战，还是在班委竞选，抑或是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

动，都需要一个人热情上进的积极性与不怕困难的决

心与勇气。不管结果如何，至少曾经努力过、奋斗过，

也就无怨无悔。不后悔又何尝不是对青春的一种最好

的诠释。

其实，不论是大学还是整个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不

过是“选择”二字。你们在高中选择努力用功读书，又

在高考报志愿时选择了来到中财读书。那么，接下来，

你们仍然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抉择。这些选择有大有小，

却无一例外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你的人生。选择在早上

7 点起床自习，还是睡到 9 点自然醒；选择每天晚上到

操场上锻炼身体，还是泡在寝室里打游戏；选择在期末

考试来临之前努力复习，还是接着追剧；选择积极参加

更多活动，还是省下来时间去学习。一个个选择会接踵

而至，而选择的两面

并无对错，只关乎于

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

的人生。

少年的征程是

星辰大海，不惧艰

辛，勇敢向前，便能

看到我们的未来。

少
年
的
征
程
是
星
辰
大
海

( 文 / 金融学院  2019 级金融学 王梓楠

图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9 级视传 何小雪 )( 文 / 金融学院  2019 级金融学 马映玮  图 /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9 级视传 常文琪 )

By SHI Wenjie

The autumn rain chil ls  the air

low-hanging clouds darken the sky.

Raining and drizzling 

alternate for half  a day.

I  hop on the l ight-rail  train 

heading to the suburb north

and step on the Shahe campus,

for the f irst  t ime 

over the past eight months 

due to the lockdown.

I am greeted by the staff  who are

welcoming the new enrollment 

by the school gate with masks on.

I enter the school l ibrary to return 

the loaned books of extended-term 

and grab a big cup of coffee for afternoon.

Showers end and the thicker clouds 

get thinner and purely white 

new buildings stand in an array.

By the lawn and wild grass of green

stands high the tower crane  

against the blue sky.

Building sites are quiet 

with diggers fal low

and workers not found.

I walk to the top terrace 

to have a bird’s view

over the university campus 

in late afternoon.

The sun is  setting  

and students are walking 

from lecture rooms 

to the cafeteria for dining. 

In leisure they are talking

and with merry steps they are walking.

“How long have I  not seen 

the students in crowds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virus?”  

I  think to myself  with a gaze.

The clouds above drift  along

in clumps of small  and huge and

behind them is the descending sun.

The airplanes f ly over the sky, 

meeting the clouds and climbing high.

Another quick shower comes and goes

finally the magic moment arrives 

for which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a while.

A rainbow shows up by the east  sky

greeting the students with a surprise,  

who are waving their parents goodbye.

Gay as a teenager to meet his f irst  love

I run to the school gate 

to shoot the rainbow.

Again I  dash to the roof-top terrace 

to have a perfect view of the rainbow

how beautiful  i t  is!

Like a huge arch gate

you span the sky above 

gilded in colors of delicacy. 

Like a massive bow of heaven

you stretch across the clouds nearby

greeting the earthlings with rich hues.

Like a vaulted air-fi l led column

you run across the f ield wide 

gleaming with natural  dyes.  

Like a towering bridge 

by oriental  design of single arch 

glinting in the sunlight.

Like a needlework 

by a fairy from afar

stitching vapors in style.  

So transient you are and

how fragile you have been

that a blink can not afford. 

The song comes to my mind

with soft  melody and lyrical  words 

and relives the moment of peace.

“The colors of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

I  see so many people going by 

greeting with faces smili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 文 / 金融学院  2019 级金融工程 徐诗琪  图 / 文化与传媒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9 张筱菲 ) 

请谨记——大学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

奋斗的起点。我们的人生永远走在路上，不因某

一个象征性的节点而停歇。可能会疲软怠战，可

能会失去原有的学习状态，但请你一定努力调动

自己，找回当初埋头苦干所向披靡的自己。

请珍惜平台，主动学习。不管来到这里是计

划之中，还是预料之外，睁大双眼去发掘平台中

的宝藏，迈开双腿去追寻想要的目标。如果课程

的内容不足以满足对未来的野心，你就主动从其

他渠道获取知识；如果坐在宿舍和图书馆里有不

亲爱的学弟学妹，很高兴与你在中财——这

片广阔的天地相遇。

不知你现在是何种心情？忐忑不安或是满心

欢喜？你是经过怎样的旅程最终走到了这里？又

是抱着什么样的愿景望向前方？

请你相信——大学是一片完全崭新的天地。

无论你做了怎样的准备，大学都或多或少与你想

象的不太一样。这是探索的过程，更是自我重塑

的过程。你需要不断树立目标，不断努力，不断

自我纠偏，切勿徘徊不前。

能学会的道理和经验，你就认真观察虚心请教身

边的每一个人。

请向内求取，享受孤独。大学生活或许是你

真正迈向成熟的开始。初高中的我们，有着共同

的目标，有着相似的日程规划。大家既是一起冲

锋陷阵的战友，更是生活中最好的伙伴。但是大

学的多样性和自主性让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重

心。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运动，一个人学习，孤

独是淬炼心智的最好修行。当你开始享受孤军奋

战的过程，恭喜你，外生性的动力已经逐渐转变

为内生性的动力。

请学会分享，真心交流。我们总要在给予和

被给予中成长。学长学姐可以传授经验，助你少

走弯路；老师可以破除疑难，为你开阔眼界；同

学可以促进成长，和你互相学习。但更重要的是，

不要总想从别人那里能索取什么，而应该想想能

给予他人什么。你对别人的价值决定了他人对你

的价值。在这个互相交换的过程中，真心付出的

人会获得最诚挚的相待。

请开拓渠道，汇总信息。大学生活的可能性

把握在自己手中。努力打开自己，丰富信息来源，

才不会与精彩的世界失之交臂。各种各样的比赛、

项目、活动，是否参加与伴谁同行的依据都在于

你自己汇总整理的信息。希望你改变初高中闭门

造车的思路，成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人。

人生路漫漫，希望闪烁，星途不灭。亲爱的

学弟学妹，唯愿你们在新征程上做最美好的自己。

天地广阔，闯出独属于你的一方灿烂来。

中财天地，待你翱翔

银 杏 落 时
的蝴蝶，悄然落在父亲的肩上。侧身喧嚣，我

却忽然意识到，未来很长的路，都要靠自己前

行了；很多的人生方向，都要靠自己选择了。

而对于初来的你们，也是这样，这是一种遗憾，

亦是一种成长的必然。父母伴你走过一段最温

柔的路，为你担着行李，为你探明方向，走在

你前面。但当你离开他们，来到大学这片广阔

的天地，真正能为你自己的人生定下前进方向

的人，只有你自己。你可以做父母眼中永远的

孩子，但要学会做自己世界的大人。

第二次与中财的银杏重逢时，我已对学校

十分熟悉。主教楼、图书馆、子衿食堂⋯⋯每

一个建筑的轮廓都在脑海中那么清晰。这次父

母并未陪我归校，但收拾宿舍与搬运行李的过

程却都依旧轻松，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收获了一

群真正的朋友。我们在报到时互相帮助，在参

与比赛时一起为了撰写出更好的报告而绞尽脑

汁，在沙河的秋夜下欢笑，在又一次银杏落时

重逢。因此，我在离家千里的月下，也从不觉

得孤寂，因为我的身边已经汇集了无数“光点”。

所以我相信你们也将在中财，与自己的光点相

遇，一起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奔跑。

又是一年银杏落时，我穿上红马褂，在校

门口迎新处执勤。校门外，家人无法进校，有

位新生紧紧拥抱住自己的母亲道别，转身走时，

我仿佛看到那位母亲的眼中有水光一闪而过，

却又被掩在了初秋金色的日光中，那个孩子带

着父母的关切与期许，挽上身旁一起报到的朋

友，向校门走来。许多与她类似的新生，都有

一张充满朝气的面庞，眼神清亮、稚嫩却满怀

希望，像无数颗流星，悠然落入中财星空。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愿你们在中财大启程，

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也愿接下来数年，每次

银杏落时，你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又是一年银杏飘落的时节，图书馆前几株

高挺的银杏树逐渐染上璀璨的金黄色，片片扇

形的叶儿随风打着转，在空中跳出最后一只舞，

然后便回归土地的怀抱。与银杏飘落同时发生

的，是校门口又挂上了熟悉的红色横幅，大大

的字体写着：“欢迎新同学！”

第一次与中财的银杏相遇时，我还是一个

拖着行李箱，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宿舍楼区

域前行的新生。那年，父亲乘飞机，远渡两千

里送我进校，报到处设置在进入西门后的大道

上，我们却误走了南门。北京八月的天气炎热，

我的心情随天气般躁动不安，父亲不善言辞，

只是默默提着我的行李，缓步走在我前面。我

跟在父亲身后，与他一起踏过几十米散布着银

杏叶的道路，风起叶落，一片银杏叶像只金色

The Rainbow above CUFE 
Welcomes Freshmen

( 文 / 财政与税务学院 2019 级财政学类 钟秉睿

图 /文化与传媒学院 2019 级视传 杨涵 ) 

七律·寄新生
七十韬略为国献，龙马宏图四海城。

经典争鸣达至理，百科齐就砺奇能。

窗前亦有多情诉，月下伊人缠意藤。

年月易夺春不驻，早当明志济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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