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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成长动力
经济学系2018级本科生班的建设故事

经济学院 2018 级经济系本

科班由来自祖国各地 93 位同学

和 7 位留学生组成。三年间，

100名同学团结一心，互帮互助，

提高思想认识，找到人生方向。

从素不相识到凝心聚力，获评

2020 年校优秀集体标兵。同学

们也在 2018 级经济学本科生班

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把握思想行动的“总开关”

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后，当晚，2018 级经济学本

科生班召开了脱贫攻坚主题班

会。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才能领

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是历史必然性？”主讲人、班

长屠鸿捷以问题为线索，为全班

同学展开了脱贫攻坚的前世今

生，结合学校扶助永平的历程，

描摹了脱贫攻坚历史时刻及现

实意义。接下来，她把话题转到

了“四史”学习：“‘四史’内容各

有侧重，但整体讲的就是中国共

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史’的主

线。”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在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节处，我们需要以史为鉴

以明得失。因此，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

发展史，是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

伟大实践的重要途径，更是在当

下指导实践的重要手段。随后，

全班同学学习了习总书记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

话。在推荐了诸多主题活动、主

题视频、成果展示等学习材料

后，播放了学校脱贫攻坚视频

《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雷动的掌

声和深刻的感动中，班会圆满结

束。

这是班级“笃信经济人”系

列学习活动之一。这样充满朝

气与活力的学习，引导同学们从

经济学看视角看祖国变化，悟时

代发展，讲青年担当。

学习活动两周举办一次，风

雨无阻。通过沉浸式的学习环

境、贴合专业特色的学习内容和

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三个抓手，

锻 造 了 经 济 2018 这 个 优 秀 集

体。张婧彧称赞自己的班级“有

昂扬向上的积极风貌，对内，有

鼓舞人心和温暖你我的巨大力

量。”

练就过硬本领的“总引擎”

大二学年，班级中经济学专

业的平均绩点为 3.39，经济学

（数理经济方向）的平均绩点为

3.48，位于学院前列。

班级通过构建班级推送、网

盘资源共享、学术交流分享会、

创建班级学校小组等方式，构建

班内优质学习平台，是同学们的

巨大助力。班级公众号中特设

“源头活水”栏目，搜集校内学术

讲座、学术分享会、重要教务通

知等信息，至今已推出 19 期。

班级齐心协力运营班级公共网

盘，汇聚学科教材，经典著作，讲

座录音等学习资料291.7G。

班级每学期固定开展学习

主题班会，通过邀请国奖优秀学

长学姐分享学习经验、海外交流

和海外申请介绍会、留学生学业

辅导等活动，以小组形式分享学

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实现学习

全方位引导。王舜尧清晰地记

得，刚进大二学年，班级就组织

了生涯发展主题班会，辅导员杨

陈浩彤分享了关于读研、实习等

的生涯规划问题，介绍保研、考

研的官方信息。督促大家好好

把握大学时间，做好人生规划。

就是这次班会后，他明确了人生

规划。

班级定期开展院系专业教

师见面会，推荐优秀同学参与院

系学术项目。截至目前，有 35

名同学参与学院导师项目，参与

各类科创类项目、学术项目 54

项。在 2019 学年全国大学生数

学建模比赛中，2人获得国家级

一等奖、6 人获得省赛二等奖、5

人获得省赛三等奖。2019 学年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3 人获

得全国一等奖、2 人获得全国二

等奖、7人获得全国三等奖；2020

年美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亦有

多人获得 M 奖和 H 奖，获得 M

奖的屠鸿捷小组通过数学建模

研究了海岛气候移民问题，“不

仅感受到了从现实抽象到模型

的思辨，更体会到赛事组织者在

问题设计中的人文关怀。比赛

中我们在合作中相互学习、收获

颇丰、乐在其中。”

另外，挑战杯、贝恩杯、今经

乐道等学术活动中也常有班级

的身影。

提供砥砺奋进的“原动力”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

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同

学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

期，班级作为同学们的感情纽

带，开展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集体活动，成为同学们奋进发

展的支撑。

班级公众号开设“锦鲤生

推”专栏，为同学生日祝福。组

办文艺晚会、“王者荣耀”线上比

赛。疫情期间举办“感受我的家

乡”家乡礼品互送活动、锦鲤新

年大礼包活动，让每一位同学感

受班级的温暖和力量。

“锦鲤树洞”是答疑解惑专

栏，同学有了烦恼总会来此倾

诉，有代表性的问题由心理班会

集中解答。

班级鼓励同学传承“经世济

民”的胸怀担当。通过集中观看

驻村第一书记扶贫讲座、邀请支

教队成员进班分享服务经历等

形式，为同学们提供价值引领和

方法指导。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尘。

新时代的复旦人不仅要读得万

卷书，更要行万里路。入校以

来，班级共有41人参与到58个社

会实践中，其中有15个校级A类

项目。《互联互通、技术赋能——

长三角地区新技术应用主题实

践参访调研》在上海、杭州、桐乡

调研了新技术应用，获得“很有

理论和指导价值”的评语，取得

社会实践A类成绩。成员尹岚在

总结中写到：“一切认识来源于

实践，此次调研给我们提供了广

泛接触、了解社会的机会，丰富

了我们的实践经验，提高了我们

的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也让我们

通过这种形式来回报社会，树立

服务社会的良好思想和意识，为

社会的发展献出自己的力量。”

班级作为经济学院暑期线

上支教活动的总负责人，为福

建、黑龙江、山东三地的学生送

去丰富多彩的暑期课程。

班级提倡同学秉持“团结、

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在社会

实践中服务他人，提升自我。全

班 62 人在校内 94 个岗位任职，

将自身发展，融入于为周围同学

服务的工作当中。历年来，他们

参加了寒暑假支教、中国国际进

出口博览会、“鹅旦梦”、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等活动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旗帜

鲜明的价值引领、丰富多彩的班

级活动、全面发展的平台构建，

这个被亲切地称为“温暖的大家

庭”的集体，为同学们的奋斗人

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文/傅 萱 杨陈浩彤

书院“国风雅韵”传统文

化月系列活动之“风雅集市”5

月18日举行，近五百名书院导

师和书院学生参与了集市活

动。余音社的京剧表演《余音

扇影当时韵》将水袖和戏扇相

结合；古琴社将《碧涧流泉》的

怡然景致带到校园，琴音在空

中久久回荡；民乐社的《空山

鸟语》融合古琴、古筝、鼓等乐

器，仿佛将现场带到了空旷的

山林；龙狮社团的《龙腾狮跃》

将气氛推向高潮。本届传统

文化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中华美育精神与民族

审美特质，充分挖掘复旦的红

色基因，以“传承的力量”为主

题开展。

书院传统文化月已走入

了第五年。五大书院依托学

校的人文学科优势，持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 创 新 ，以 美 育 人 、以 文 化

人，活动涵盖“梨园戏曲”“书

画篆刻”“风雅集市”“主题讲

座”四大版块，注重“道”与

“艺”的融合，“讲”与“演”的

结合，通过讲座沙龙、研习体

验、自主探究等多种形式，展

示学校人文、艺术、体育教育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

新成果，把优秀传统文化贯

穿于书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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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学院师生献歌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国际关系与公共事

务学院5月18日举办了“献礼

百年，风华正茂”主题歌咏会，

师生们共同唱响对党的礼赞。

歌咏会根据党的百年历

程 分 为 了“ 峥 嵘 岁 月 稠

（1921-1949）”“ 雄 鸡 天 下 白

（1949-1978）”“ 当 惊 世 界 殊

（1978-2012）”“ 她 在 丛 中 笑

（2012 至今）”四个篇章，现场

气氛活泼又热烈。

歌咏会还精心设计了党

史知识问答环节穿插节目中

间，邀请了 5 名专业教师担任

特邀出题人，为同学们出具党

史相关题目并结合专业讲解

其背后的学理和意义。包括

关于第一份有据可考的入党

誓词的问题、抗美援朝关键性

战役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最早由谁提出”

的问题、关于精准扶贫最早提

出地的问题、关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问题。同学们踊跃竞

答，回答正确的同学获得了老

师的签名赠书等奖品。

最后，全场党员重温了入

党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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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获得经院杯冠军的篮球队在夜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