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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

——访模联创始人罗文静

中财模联，从无到有，它的诞生凝聚着许多

人的心血；中财模联，从起步到腾飞，它的成长

折射着众多人的智慧。中财模联的创始者、政府

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的罗文静老师，在九年

前，带着美好的愿望在中财的土壤上洒下了模联

的种子。在她眼里，中财模联宛若自己的孩子，

即便如今眼看着孩子一点点成长，罗老师对于当

初模联的诞生却还是记忆犹新。

记者：罗老师 ，作为中财模联的创始人，

请您介绍一下当时的创办初衷。

罗老师：模联创立的初衷是基于当时国际政

治专业的现实需要。国政专业在设立之初，由于

缺乏对该专业的熟识度和认可度，大多数学生是

从其他专业调剂过来的，同学们缺乏专业归属

感，并且感觉课业缺少现实性和应用性。我当时

就思考，如何通过创立一个活动，解决前述两个

问题。最后，就想到创立中财模联。于是，也就

有了你们今天看到的蓬勃的红叶社。

记者：创立之初，模联是如何定位的呢？

罗老师：模联创立之初，它的定位就是

“我”的社团。力求一切活动的筹备、组织、开

展和推广工作都由学生自己承担。通过同学们的

积极投入，用他们的热情和才华让中财模联一点

点做大做强。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模联创办初期的概况。

罗老师：创办伊始，模联就受到了校内各个

专业同学的喜爱和欢迎。模联不仅提供了一个平

台，让同学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还引导

同学们去关注社会、关注国家、关注天下，而非

总囿于个人的小圈子。通过模联，同学们不但获

得了一个与其他有同样胸襟和抱负的人畅谈观

点、交流争锋的机会，更扩大了大家的社交网

络，拓展了同学们的思想空间。

记者：在模联创建之初，您构想中财模联区

别于其他高校模联的特色之处是什么？

罗老师：中财模联与其他高校模联相比的特

色就在于它对国际经济类问题的设立和讨论是深

入的、独特的、极具专业视角的。当然，我们也

不排斥一般性的安全问题，但我们讨论更多的是

国际经济安全形势以及相关问题。

评当今

——访现任红叶国际关系学会会长王祎蕾

时光荏苒，如今，中财模联已经九岁了！匆

匆锦年，时光流走，如今的中财模联有了怎样的

成长？对此记者采访了现任红叶国际关系学会会

长国政12班的王祎蕾同学。

记者：请你简要介绍一下目前我校模联社团

的发展情况。

王祎蕾：中财模联依托红叶社作为“与世界

对话”的德育示范基地，获得了校方大力支持，

而由全体国际政治专业的老师组成的学术指导团

让模拟联合国活动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校模联

不仅在北京市模联活动中的地位名列前茅，并且

作为中国财经模联联盟的成员，学术地位也是一

马当先。目前中财模联活动分为校内和校际两个

方向，校内模联旨在让参会同学熟悉模联活动，

校际模联的开展则是丰富同学们的经历，拓展社

交圈。中财学生参加校际模联的表现历来优秀，

从对外经贸大学模拟联合国大会到江苏省模拟联

合国大会再到泛珠三角大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等

等，基本每次参会我们都斩获“最佳代表团”称

号。此外，在 2013年 12月，中财模联通过同北

航模联共创昌平地区模联共同体，成为了北京市

第一个由学生自发组成的区域性模联联合体成

员，拓展了中财模联的交流空间。

记者：你认为中财模联未来的努力方向是什

么？

王祎蕾：虽然我们的学术水平得到广泛认

可，但是目前中财模联缺少如北京科技大学的刘

杨、中国政法大学的臧珏杨这样的在中国模联领

域的风云人物。所以中财模联日后将致力于培养

模联圈中的佼佼者，增强模联人的活跃度。同时

不断加强校际间的合作，刚刚创建的模联昌平共

同体我认为就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记者：作为模联社长，请你简单给我们介绍

一下模联社团能够给参与模联的同学哪些指导和

帮助？

王祎蕾：首先我们会积极联系全国各大高校

的模联活动，为中财学生争取更多的参会名额，

如全国财经模拟联合国大会、北大的 AIMUN
等，并尽力争取国际交流机会，如哈佛模联。让

同学们有机会结识各地优秀学子，通过国内、国

外的模联活动提升自我。此外，中财模联是一个

开放的平台，模联的所有活动面向全体中财人，

并不限于学会会员，所以对于较深和专的议题，

我们会邀请知识背景深厚的老师、学长对参会同

学进行学术指导，拓展同学们对议题理解的深度

和广度，提高活动的质量。

记者：中财学生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参会

讯息？

王祎蕾：人人公共主页（中财模联信息平

台）、微信公共平台（红叶社）

畅未来

——访模联指导教师白云真

白云真老师，政府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系

副主任。作为模拟联合国的指导教师，白老师评

点时事，激扬文字，对模联的发展有着远见卓

识，对于中财模联的发展之路和模联在模联人的

人生之路上的作用，记者采访了白老师。

记者：您认为模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哪些素

质？

白老师：首先是全球意识，它体现在学生对

国际事务和各国国情的了解方面。学生对于全球

时事的掌握以及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了解是参

加活动的基础。其次是领导能力，如在模联会议

中主导会议议程，组织发起动议，这些无不要求

学生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再次是培养交流能

力，会议中同学们不断与各国代表进行磋商，表

达己方立场，锻炼沟通能力。然后是注重规则意

识，如对发言时间的掌控、发言内容的设计，合

理地利用规则争取自身利益等。而其中我认为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利益的争取意识。中国人羞于

表达，但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培养在竞争中的

自我表现能力尤为重要。

记者：您认为模拟联合国大会在财经类高校

的特色发展之路是怎样的？

白老师：在会场的设立方面，应侧重于经贸

方面，除了设立常规的联合国安理会，还可设置

联合国贸发会、世界银行等；在议题的设置方

面，应偏重金融、贸易、经济合作与发展等主

题。

记者：中财模联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白老师：凸显财经特色，调动更多同学，突

破专业局限，引导同学全面发展。

记者：对于目前我校模联社团的发展，您有

哪些建议？

白老师：第一，加强老师的指导，提高参会

同学对立场把握的准确性，弥补对议题深入性理

解的欠缺。第二，创新形式，将模联和论文大赛

等结合，让参会同学“一举多得”。第三，除了

常规模联会议外，可增添一些其他活动，拓展同

学们的国际视野，比如依托红叶社，组织“读经

典，时事点评”等活动。第四，增强对外宣传力

度，比如与“全球政治经济评论”电子刊物等结

合，使其成为模联对外交流和宣传的一个窗口。

（本报记者 13国政 马子悦）

“你来评评理，他又忘还我钱啦！”“现在欠钱

的可是大爷！”第一次见面，看着三位同学在一起

嘻嘻哈哈地聊着天，记者很难将他们与那些站在模

联舞台上西装革履、气宇轩昂、指点江山的模联代

表们联系起来，可就是这样一群充满着朝气与活力

的大学生们曾如同一个个不苟言笑的外交官，于国

际会议上的交锋中评点政治，于世界级议题的磋商

间语惊四筵。模拟联合国，这项在大学生中已然兴

起的活动如今在中财已经走过了九个春秋，然而，

对于模联的活动以及代表们的生活，记者却与大家

一样充满了好奇与疑问。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代表

我校参加第十届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的李雨芯、宋

宜凡和宋亦明等三位同学，带领大家一起走近模

联，领略模联人的风采。

我志愿加入模拟联合国

当谈到加入模联的初衷时，三位同学中有的表

示是出于自己的专业需要以及对国际政治军事问题

的爱好，而有的则是希望通过活动来提升英语口语

表达能力。“在模联的辩论交流过程中，各方面能

力都能得到一定提升，”宋亦明严肃地说，“另

外，在模联的会议中还可以结交来自各地不同专业

的朋友。扩大人际交往范围，也是我当初加入模联

的原因之一。”虽然大家出于不同的原因走入了模

联，但是在经历了一次次模联会议的磨练后，他们

都表示，模联已经成为自己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正如宋宜凡在采访中提到的那样：“在大学，

模联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坚持模联这项活动不仅

是想让自己成为一名成功的代表，更是希望自己能

够为模联在中财的发展壮大献出一份力量。”

接受模联中的一切磨练

在记者的想象中，原本以为这些代表可能会因

为参加模联忙得不可开交而耽误了自己的学业。但

实际上，在他们的合理规划下，一切都被安排地井

井有条。就拿李雨芯来说，她的模联经历始于高

中，她告诉记者，高中时她会因为读文件查资料等

事耽误学业，不过也正是得益于那个时期的锻炼，

让她养成了提前计划未来事项的好习惯，如今的她

会尽早把阅读背景文件、草拟立场文件等工作做

好，以保证不在截止日期前通宵忙碌。

资料搜集是会前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由于会议的议题大多涉及国际政治、社会环境等一

些日常生活接触较少的内容，因此，代表们需要到

英文资料网站、联合国部门或非政府组织官网查找

大量的数据资料，并通过参看专业书籍、学术期刊

对议题内容做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但即便如此，

相对于瞬息万变的模联会场，这些准备也是远远不

够的。“在大会过程中，会议的走向和代表们提出

的问题是不可预知的，因此我们的思路要随着大会

的进程不断更新，同时用已有的知识在短短几分钟

内准备好发言，而每一次上台演讲其实都是对胆量

与思维的磨练。”作为红叶社学术部的部长，李雨

芯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的经验。

“模联对提高我的英文表达能力帮助很大。在

英文会议上，只有规范的写作与准确的用词才能精

准地传达想法，这就要求我平时不断地学习和积

累。另外，模联的讨论涉及很多专业且深刻的问

题，比如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世界森林资源问题

以及一些国家妇女地位状况等等，在对这些内容进

行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过程中，我的英语知识得到了

扩充，英语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当宋宜凡饶

有兴致地说着这些时，好像正置身于模联会场。

“模联非常锻炼我的演讲辩论能力。”宋亦明坦

言，在 2012第一次参加模联会议时，他还需要用

纸笔记下发言要点，在台上小心谨慎地“照本宣

科”，经历了一年的锻炼后，如今的他已经能够很

好地认识和把握议题，在场上做到收放自如了。

在模联挥洒美丽青春

这三位同学在中财可以说都是成功的模联代

表，在他们的心里，一个合格的模联人在各个方面

都应当达到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基本的外交礼

仪、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与文件写作能力、对国际

问题分析的能力以及伸张正义的精神和战略思维等

等。同时他们也都坚信，对于一个优秀的模联人来

说，最重要的莫过于能够以天下为己任，致力于让

冲突双方坐下来，通过谈判与妥协最终达成共识，

并以问题的圆满解决而不是无谓的争论为最终的目

的。

“一入模联深似海，从此安逸是路人。”一句模

联人的笑谈表达出了模联人的决心：既然选择了就

不会后悔，既然选择了就要迎风前行、有所担当。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这是我们的时刻》中

提到的：“我们联合国是那些无声者的喉舌，是那

些无力自卫者的卫士。”模联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

种“代民请命”的信仰不断地自我砥砺，也正是本

着这样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走在时代的前列。

如今，三位代表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模联经

历，模联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了一种坚持、一种热

爱、一种责任，甚至是一种信仰。从国关模联到北

大模联再到第十届中国模联，他们已经将模联当作

生活里的一种乐趣，并称模联为“玩模联”，而这

种“玩”也正是他们在模联挥洒青春的最美写照。

采访的最后，三位同学表示，希望中财模联能

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取得更大更长久的发展与进

步。

（本报记者 13会计 张琪）

模联人，磨练与信仰

编者按：在中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模拟着联合国的工作模式，讨论着国际热点话题，为远在千

里之外的争论献出自己的智慧与见解，为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争取权利与利益。他们是模联人，话天

下之事，存自信之心，在模拟联合国的舞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彰显着青年人的热情。而他们来自

一个共同的团体——红叶国际关系学会。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校园社团，红叶社热衷于举办各

类模联会议，并通过多年的努力一步步从学校走向北京、全国乃至更广阔的国际天地，将模联的事业

办得风生水起。在红叶社成立九周年之际，校报记者带着对模联的好奇与崇敬，专访了学会的指导老

师和学生代表，与模联人一同追溯中财模联的成长之旅。

纵观天下风云，指点辉煌江山。Make World

Change,Are You Ready？

——政府管理学院 13 公共事业管理 果航宇

在每一次思考与权衡中升华自我，我骄傲，因

为我是模联人。

——会计学院 13会计 廖金旻

超越区域拘限，赋予国际视野。

——金融学院 13金融工程1班 梁悦芹

Negotiation, Compromise and Deliberation . We

stand for nations, raising up for the nation cards ,voting

for the rights of our beloved people ,voicing for our

strongest opinions to the clamorous world .We motion

for national privileges,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justice !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13国际金融 许智华

在模联，我的视线从大洼到了世界。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13项目 张亮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美丽的珍珠岛。模联是一

座桥，引领你的脚步，踏上一片片你以前从未到

过，却又如此美妙的土地。

——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 13公司理财 李众

做一个有行动力的梦想家，这就是模联所给予

我的。

——经济学院 13经济 卢昱周

模联让我变得更灵活、更丰富，我可以代表友

好的中国，也可以代表强大的美国，还可以代表优

雅的英国。

——财政学院 13资产评估 袁叶

从前听别人谈政治，觉得很高端、很崇拜，没

想到如今自己也能关注时政，能有自己的看法观

点，这些都是在模联学到的。

——政府管理学院 12国际政治 徐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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