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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湖畔，公正柱前，桃李争妍。 试问春何处，上国会院。      

总理题词，往事千端。菁英培育，高管锤锻，开得财经一片天。 

身长健，金玉不尘埋，悠悠十年。 

 

国家会计学院，引无数学子尽慕盼： 瞩会计审计，和谐共步； 

全日在职，科学发展。 胸有万卷，不做假账，中流击水志如天！ 

青年辈，修学以致用，锦程无限！ 

沁园春• SNAI见证 

                       宋文涛 

一轮圆月幕空悬， 

 

雾色朦胧似玉盘。 

 

忽忆年少无限事， 

 

风寒夜深劝君还。 

                望月 

                       朱登强 

与你恍如隔夜 

难探见 

几处梦断 

何时归月 

 

纵是一落千年 

恨不得 

记忆成雪 

别离成片 

                雪中梅 

                       周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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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２０

１３年４月２０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７.０级地震。距上次汶川地震不过五

年时间，四川同胞又再次经历了灾害的折

磨，饱受家毁人亡的苦难。但是，坚强的

四川同胞，顽强的中国人从来没向灾难屈

服过。无论是洪灾、非典、旱灾，还是汶

川地震，全国人民一同走过。遑论天灾人

祸，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地震发生后，雅安灾区牵动了全国人

民的神经。政府、组织、个人等联成一

片、团结一起，紧急向灾区伸出援助之

手。每天都有无数的救灾人员、志愿者涌

入灾区，送去救灾物资，传递温情与祝

福。在救灾过程中，涌现出无数感人故

事。一位美丽的舞蹈老师，在汶川地震中

失去女儿和双腿，但是灾难无法打败她。

在雅安地震发生后，她怀着一颗感恩的

心，赶赴灾区志愿服务，她的名字叫廖

智。有一位村支书，他身患癌症，饱受折

磨，灾难发生后，毅然投入救灾工作，２

４小时坚守第一线，他的名字叫袁超。患

难见真情，姐姐抢救弟弟身受重伤，母亲

护住孩子牺牲自己，官兵赴灾途中坠入山

崖；灾难砺人生，受伤小女孩坚强地微

笑，含泪护士亡母救伤员，顽强的志愿者

无谓无惧。有温暖的地方就有希望，有爱

的地方就有阳光。 

４月２７日，四川全省哀悼日，遇难

同胞的“头七”。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举办

“雅安追思”祈福活动。老师和同学们共

同表达对受难同胞的祝福，为雅安加油。

李森代表参加活动的全体人员向遇难者致

哀悼词，同学们为遇难同胞默哀，大家逐

一在“众志成城 祈福雅安”横幅上写下

对雅安人民的祝福。全国儿女一家人，愿

逝者安息，雅安加油！ 

众
志
成
城 

祈
福
雅
安 

撰稿/ 李森 

１ 

研究生通讯 校园速递 



祥和的人间四月天突降下灾难！ 

恐惧与绝望弥漫在漆黑的夜晚。 

地动山摇的痛那春风再难吹散， 

断壁残垣中多少亲人永失至爱！ 

甘露井在朦胧的泪水中被掩埋， 

阴阳石麒麟与雅安皆没了臂弯！ 

天空的黑暗却没湮没您的呼喊， 

解放军与志愿者暖了您的心坎！ 

众志成城川西咽喉将春暖花开， 

您听见全社会都在说祈福雅安！ 

古蜀的文明伤痛后将更加灿烂， 

雅安挺起胸膛含泪将未来笑看！ 

我大中华浩然正气将宇宙震撼， 

数亿同胞血浓于水地裂情不断！ 

我想为中国撑开一把天使之伞， 

让其远离苦难让雅安逝者生还！ 

悲哉痛哉我心连着您心啊雅安！ 

无眠夜晚不住哀叹我泪痕难干， 

人寒莫凭栏我唱一曲中国礼赞， 

愿我中华再无灾难我祈福雅安！ 

祈 福 

雅 安 
诗/ 孔玲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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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rong, N-new, A-ambitious, I-

intelligent”伴随着屏幕上跳动的单词，第一届

SNAI CUP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

N开始了！ 

看！强大的评委团阵容：徐宪光教授、曹声

容教授、佟成生教授、宋德亮教授、郑德渊教

授。看！1、2、3……，13位选手已做好准备，

在台下等待上场展示他们的卓越风姿。看！观众

席上，大家拭目以待，准备享受一场听觉不规觉

的英语盛宴。 

开始了！高真珍同学以两张非常感人的照片

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幵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感

人的演讲——Before I die, what I want to 

do。哈哈，王颖俊同学又来啦！这次他依然用脱

口秀逗得评委和观众忍俊丌禁。Ms. Tong 则别

出心裁地为我们讲述了“The Door”。而这次

比赛的主办者杨思同学，也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

演讲——关亍感恩。整场比赛，最让大家的激情

澎湃的当属林晨亚同学的——Youth 。Youth，

说的是我们，是我们所想所思所做…… 

最后，林晨亚同学夺得第一名，其他多位同

学夺得第二名和第三名。各位评委为他们颁发了

获奖证书和奖品。经过这次演讲比赛，展示了上

国会学生的英语水平，那真真是极好的。同时，

也激发了同学们学习英语的热情。相信在下一次

的英语演讲比赛中，同学们定会表现得更精彩。

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演讲比赛吧！ 

SNAI 

CUP 

ENGLISH SPEAKING  
撰稿/张淑君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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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no one than the youth repre-
senting the future of a country.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great scholar "Liang Qichao" 
wrote in his article "the youth of China"? 

  So here I want to say, we live in the age 

that every young people should have em-
braced spirit of freedom and power of faith. 
We live in the age that little children should 
laugh happily with a strong body. We live in 
the age that youth can fight the storm brave-
ly showing the charm of individuality. But 
why are youth still confused and unsafe?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Lin Che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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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we bring back the memories of our 
growth, many live under plump wings that 
parents have provided for their children. 
The abundance of material and wealth can 
not take the place of huge power produced 
by strong will and firm faith. As a matter of 
fact, I used to talk with a frien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who said that "everyone admires 
those from our university, but few know 
that lots of us have been reduced to a gen-
eration without dreams. " We get used to 
the routine of upgrading education, getting 
more certification, seeking for a high salary. 
Through the tough process, some commit to 
suicide, some feel like owning everything, 
but lost themselves. That is not one, that is 
everyone. 

  We are young enough, but we are already 
old. 

  As one of the youth, I accept the cruelty 
of reality. But from my deep heart and deep 
soul, I hold the belief that one day we young 
generation could be led out of the valley of 
confusion to shower in the sunlight of young 
spirit! 

  It is a spirit deeply rooted in the values of 
young men, it is a spirit closely connected 
with beautiful characters "honesty, creativi-
ty, freedom, courage ,health, and justice"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no 

college students involved in academic 
cheating, blindly obsessed with honors go-
ing against morality.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youth are taught not just what it is , but cre-
atively searching the truth of world, and 
their creativity could be protected in a right 
way.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chil-
dren are running on the land of freedom 
with no burden restricting their mind, they 
freely talk, freely imagine, freely design own 
way.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we 
have determination to stick with our dream, 
bravely exposing crime and making love 
spray.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little 
babies can have the safe environment with  
healthy food, clean air also the shining days. 

    We need a young spirit today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o be judged by the 
content of character rather than compete 
background of their family 

    There will be the day, There will be the 
day when it happens, There will be the day 
when it happens we have the young spirit 
today!  



我院研究生在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

赛中喜获全国三等奖  

研究生通讯 校园速递 

2013年4月14日，由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

（IMA）、青岛海尔集团和华图教育集团好会

计事业部共同打造的“第三届IMA（海尔杯）

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北京大

学光华管理学院阿里巴巴报告厅隆重举行。我

院代表队Future Creator与北京大学等诸多知名

学府的优秀学子同台竞技，喜获大赛第4名，

取得全国三等奖的佳绩，这也是我院全日制研

究生首次在此类全国大赛中取得优胜成绩。  

Future Creator代表队由李卉欣、童方

磊、罗青、邱文雄、张中垠组成，在北京的总

决赛中，13支队伍以美国一个食品制造企业的

经营情况为背景，通过合理运用多种管理会计

等财务和管理工具，为企业的成本分配、绩效

考核、战略制定提出意见，五名队员不但在学

院老师的指导下，在内容上精益求精，更在展

示形式上大胆创新，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充

满自信地将分析决策展现在评委和观众面前。  

撰稿/李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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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研究生在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

赛中喜获全国三等奖  

本次比赛由佟成生老师和郑德渊老师

担任领队，并负责具体指导工作，赵春光老

师和肖舒羽老师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和帮

助。感谢学院有关部门和领导在各方面给予

学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 

IMA校园管理会计案例大赛是由美国

管理会计师协会发起的学生学术交流赛事，

旨在引导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找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持续改进的

实践能力。大赛已在中国成功举办三届。本

届大赛覆盖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

南五大赛区的近百所高校，吸引了1300多名

研究生及本科高年级学生组成的近300支队

伍的积极参与。  

SNAI &创新——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与上海张江创新学院实践基地签约 

    上海张江创新学院成为我院全日制

研究生又一家实践基地！4月19日，我院

师生赴张江创新学院参加了实践基地的

签约挂牌仪式。  

    上海张江创新学院创建于2006年10

月，受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浦东新区

区委和区政府的领导，是上海张江（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承办的一个大学学历

后学位后高层次职业培训机构，是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高校毕业

生就业见习示范基地。此次的实践基地

合作受到双方领导的重视，在前期的深

入洽谈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创新学

院成为我院全日制研究生的又一家实践

基地单位。上海张江创新学院市场部总

监罗骅、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副

主任郑德渊为基地授牌。 

    活动中，我院师生参观了上海国际

人才城和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从引

导员的讲解中了解了张江国际人才城的

建设历史，也了解了股权托管交易工作

的流程及操作模式。我院师生还聆听了

上海张江创新学院市场部总监罗骅先生

的就业指导公益讲座，罗总监着重对张

江高科技园区做了全面的介绍，使同学

们对科技园区的发展、创新产业、创新

成果及下属企业的创新项目都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和了解。 

研究生通讯 校园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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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钟雪冰 



拔 河 
比  赛 

撰稿/周俊峰 

2013年3月15日星期五，我院研究

生会体育部在院篮球场内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本次比赛以促

进各班级间交流为宗旨，丰富学生们

的校园课余生活为目的，通过拔河比

赛发扬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三个

班级的同学纷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

此次活动中。 

SNAI 

研究生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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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动开始前，陆续就有好几个班级的队伍早

早到场，一些成员聚在一起相互交流，气氛十分融

洽热闹，另外部分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进行着

赛前热身运动，随着比赛的临近，场上人员逐渐增

加。在热闹的加油声中，比赛正式开始，第一场进

行比赛的是会计2班对决审计班。  

    赛场上，同学们个个热情高涨，使出浑身解

数，旁边的拉拉队员们也不甘示弱，口号整齐响亮

挥舞着手臂大声为本班加油助威。整场拔河比赛一

直处于既紧张又激烈的过程中。 

只见双方队员拉的面

红耳赤。每支队伍都是有

备而来，有的专门配备了手套防止打滑，还有的队员在鞋上

绑上麻绳、毛巾以增加摩擦力。各班之间的较量不仅是实力

的比拼，更是耐力的对决。上场的每个同学都全力以赴：不

仅男生们脸涨得通红、青筋突出，女生们也放下了自己平时

淑女的风范，使出全力“拼杀”。在这短暂的时刻,各参赛队

员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进入忘我的境界。赛场上不断涌现出

一阵高过一阵的呐喊声。最后，会计2班男队和女队凭借顽强

的精神，坚持到底，最终摘取了比赛的冠军。 

    本次拔河比赛得到了学院的大力支持，

也获得各班班长的鼎力协助，大家都做了很

好的赛前动员工作。拔河比赛是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体育运动，我院选

手们的精彩表现展示了拔河的精髓和风采。

通过这次拔河比赛，丰富了大家的课余生

活，促进了班级之间的友谊交流，增强了研

究生们的协作互助精神，同时也极大地增强

了同学们班级荣誉感，祝愿上国会在这样团

结一致的力量下越来越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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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高校联谊活动 

我们            吧 “约会” 

 

撰稿/龚玫娟，摄影/张正浩 

2013年3月31日，阳光明媚，春风送暖。我们

“约会”吧——暨高校联谊活动，在外联部的主办

下成功举行。本次联谊活动通过与其他兄弟院校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让外校同学了解

我院的机会，同时也建立了一个让我们的同学们认

识校外同学的平台。 

参加本次活动的高校有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和上海理工大学等上海市兄弟院校。上午10:40，第

一批参加活动的外校同学到达学院，陆续开始了一

天的交流活动。在学生餐厅用完餐后，由研会成员

带领着外校同学参观校园。他们对于我院的优美环

境与热情的工作人员给予了高度赞赏。 

我们在草坪上通过游戏，使每个在场人员都记

住了对方的名字；在校史馆的讲解，使外校同学们

对我院的发展史有了初步的了解；在多功能厅的配

合及默契，使得各校同学加强了交流，建立起了友

谊„„ 

本次活动促进了文化、学习和生活上的交流。

加强了与外校的联系，丰富了研究生课余生活。通

过本次活动，提高了我院研会成员的工作能力，增

强了各高校研究生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通

过联谊活动扩大了我院在各高校间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以后相关工作的展开提供基础与更大的平

台。 



     无意被同学提到我的恶俗趣

味———看《喜 洋 洋 不 灰 太 狼》

（其实是为了晚上催眠），丌由得

思绪被牵引，我想起了许多，割舍

丌下，一 一列之。 

    《喜洋洋不灰太狼》，可以说是最近几年内最

成功的国产动画片，没有之一。被外界赞誉丌

断。个人初看这部动画片时，才拍到100多集，当

时也对其有着很高的评价。但时过境迁，一丌小

心，这动画片已经近1000集了。最后丌得丌得

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这是一部给低亍十几

岁还丌懂事的孩子，尤其是几岁的幼儿看的动

画，那么这是一部极其失败，应该封杀的动画。 

狼要吃羊，羊不让狼吃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命题。但在这部动画中，

则变成了，狼要吃羊，狼永进吃丌到羊。 

一方面，这大大降低了对人主动能动的能

量，灰太狼先生的努力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但

是，因为一个恶俗的原因，他永进丌会成功。4、

5岁的孩子看到了，遇到有困难的事，作何感想？ 

 另一方面，更加恶劣的是，这部动画间接赞扬

了丌劳而获、投机取巧。其一：懒羊羊永进在关键

时刻丌会被吃掉，甚至还能恶搞一下灰太狼夫妇，

其二，永进吃睡，毫无迚取心，但仍然生活得很

好。虽然，每一集相关内容都会象征性的批判一下

懒洋洋同学。 

三只小猪、小红帽还是懒洋洋 

   80后一代的童年，是深刻记得三只小猪和小红

帽的。现在想想，最深刻的应该是，狼吃小动物、

甚至吃小孩子虽然很可怕，但是客观觃律在此，应

该尊重。而一只狼永进吃丌了一只羊，这似乎在昭

示着：小羊们其实是绝对自由的。在解放思想的同

时，造成了对觃律的蔑规；在解放思想羊丌让狼吃

的同时，造成了狼永进吃丌到羊的禁锢。 

小灰灰——最大败笔 

  这只小狼活跃了整部动画，却造成了更严峻的

后果，作为一部主要给幼儿看的动画，小灰灰被红

太狼无限溺爱，满足其任何要求，对其父亲灰太狼

追求正常生活（捉羊）无限打击，毫无理解。更加

严重的是，这里剧中丌像对懒洋洋还有所象征的批

判，而每次 都是给其 一个 很“聪明”的 镜

头，每次看到这，我都觉得，这是中国少儿第

一毒剧，绝对要丌得的——鼓励溺爱，没有限

制，亲情寡淡。 

  综上所述，在这部动漫中，“狼吃丌到羊”—

—这条本丌在现实中存在的幵丌高明的觃则贯穿始

终，“嫁人就嫁灰太狼”“小灰灰又萌又可爱”

“好吃懒做的懒羊羊”——这些虽深刻迎吅观众口

味却脱离了生活实际的形象大量存在。亲，1000

集，每天两集要放近两年，你敢让自己的孩子看

吗？ 

最好的结局，就是希望这部动画尽早偃旗息鼓

吧…… 

喜
羊
羊 

灰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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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晓曼 

人生是长跑，关键在于不停地跑。 

人生的长跑关键在于两点：正确的方向以及耐力，但速度并不一定要很

快。很多人跑得很快，但是偏离跑道跑错了方向，慢点反而有助于及时调整方

向。人生的长跑中，会有很累、很疲惫的时候。我们或许不经意间很容易的放

纵了自己，找个借口说自己很累，就偷懒，就想要投机取巧。但是成功从来没

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才行走得远，才能一步步靠近梦想！ 

长跑中要不断进行自我管理，连自己都管不住的人，怎么能够成就一番

事业呢？！我们要学会积极向上、高效率的做事，少做无用功，少说多做，远

离空想。认识自己，善待自己，把握自己，战胜自己，改变自己。行为决定习

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要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对接，认识自己是必

修课和“敲门砖”。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也每天都是新的。新的风景等着 

坚 持 人 生 
的 
长跑长跑  

    人生布满了荆棘，我们

想的惟一办法是从那些荆棘

上迅速跨过。                                 

         ——［法］伏尔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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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欣赏，新的事物等着我们去认识，新的知识等着我

们去学习，新的规律等着我们去探索，新的世界等着我们

去开拓。只有热爱生活并心胸开阔的人，才能发现生活的

美好，享受生活的乐趣，明白生活的真谛，才能从生活中

汲取营养，进而正确地面对生活，正确地把握自己。 

人生的长跑中也许还会遇到绊脚石，我们不能在小小

的挫折面前屈服。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就算再聪明，

本事再强，能力素质再过硬，失败也绝不会为你绕道而

行。英国首相丘吉尔小学六年级留过级；达尔文宣布进化

论的时候，全世界人反对他；贝尔第一次造电话的时候，

全世界人讥笑他；俄罗斯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大学时因成绩

太差被老师劝退；爱迪生发明电灯失败上千次。失败是所

有人共有的“必修课”。我们把这些已经发生不可收回的

支出，如时间、金钱、精力等称为“沉没成本”，而失败 

就像“沉没成本”，利用沉没成

本来看待这些“不可承受之

重”，乐观积极的去面对新的挑

战。俗话说，受挫一次，对生活

的理解就更加深刻；失误一次，

对人生的醒悟就增加一个台阶；

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识就成熟

一级；磨难一次，对成功的内涵

就透彻一遍。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

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

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

花”。也正是这些暗礁丰富了我

们的人生。我们要学会把烦恼看

成挂在脖子上的念珠，哭着也是

数，不如笑着把它数完。 

人的一生像茶树，不断伤害

才能慢慢长大，人生的精彩不在

于永不摔跤，而在于屡仆屡起！

人生的长跑中会遇到荆棘，我们

要想办法是从那些荆棘上迅速跨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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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理论对SNAI和全日制研究生的启示 

内容提要：激励理论是组织行为学中的重要理论，包括双因素理论、麦戈雷格的XY理论、麦克利兰三重需要

等传统理论以及自我决定、目标设置、自我效能等现当代理论。在SNAI的学习生活中，掌握激励理论对自身的学习

和职业生涯规划具有积极意义，并且SNAI也将激励理论应用得恰到好处。 

关键词：激励，理论，SNAI，研究生 

一、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启示 

进入SNAI，我们很多同学都对这里的优越环

境表示惊喜和开心：可口的饭菜、单间的宿舍，

房间中空调宽带齐全并且24小时热水。当与亲戚

朋友、本科老同学聊起来学院时，都充满自豪感

和骄傲情绪。和蔼亲切的老师、活泼可爱的同

学，都使我们在度过每一天时充满喜悦。可是，

时间不长，在慢慢适应了校园环境后，当初惊喜

的感觉渐渐淡化，有许多同学已然流露出对紧张

学习生活的痛苦焦虑甚至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淡淡

忧伤。 

保健因素的满足对职工产生的效果类似于卫

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保健消除有害于

人健康的事物，有预防性，但无治疗性。保健因

素包括公司政策、人际关系、物质工作条件等，

当这些因素恶化到人们不能接受时，会产生对工

作的不满意。但当人们认为这些因素很好时，它

仅消除了不满意，并不会引起积极的态度，就形

成了某种既不是满意、又不是不满意的中性状

态。优越的校园环境，可视作“保健因素”。 

能带来积极态度和激励作用的因素叫做“激

励因素”，即能满足个人自我实现需要的因素，

包括：成就、挑战性的工作以及成长发展的机

会。赫茨伯格认为传统的激励假设，如工资刺

激，都不会产生更大的激励，它们仅能消除不满

意，防止产生问题。因此管理者应认识到保健因

素是必需的，但一旦中和不满意以后，便不能产

生更积极的效果，只有“激励因素”才能使人们

更积极地工作。 

由此观之，同学们在享受优越的校园环境

时，不能贪图安逸，要积极找寻自己的“激励因

素”，主动地投身感兴趣的校园活动，给自己设

置阶段性目标，付出行动，才能在SNAI的学习生

活中一直充满干劲！  

二、麦戈雷格XY理论的启示 

学生在学习中往往会遇到两种老师：一种老

师授课风格严谨，大量的限时课后作业；而另一

种授课风格活泼，注重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的积极

性，对课余时间不做额外要求。 

第一种老师可能认为学生天生厌恶学习，所

以采取外在的强制措施来保障学习质量；第二种

老师可能就认为学生对待学习富有积极性，能主

动学习，所以只是引导并不强制。SNAI的老师大

多属于第二种。 

麦格雷戈归纳了基于对人性的不同看法而形

成的两种理论。第一种为“X”理论：以对人性的

消极看法为基础，把人看作天性厌恶工作。因

此，须采取强制、监督、惩罚的方法来提高劳动

生产率。第二种是“Y”理论：人并非被动的，人

的行为受动机支配，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人们

会主动积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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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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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SNAI来看，可以理解为：“X理论”认定

学生对待学习是消极的，而“Y理论”假定同学能

够积极对待学习。到底怎样，要看环境而定。SNAI

的研究生都是经过考研的残酷竞争脱颖而出的，得

来不易所以倍感珍惜，学习积极性不可谓不高。第

一种老师的做法可能短期效果显著，但课程结束以

后，受压迫而学习的学生们必然懈怠对待所学知

识，基本符合X理论；而第二种老师的引导式教学

方法会使大家视学习为得到满足，能更主动学习。

因此可以认为Y理论在SNAI确实更实际有效，SNAI

老师的教学风格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另外，建议让

同学们参与教学决策，建立良好的师生群体关系，

为学生提供富有挑战性和责任感的学习环境，这有

助于实现SNAI的组织目标。 

三、麦克利兰三重需要理论启示 

SNAI首届研究生共有九十位：有的同学人缘

很好，和同伴相处愉快；有的喜欢独处，较少与大

家接触，而在课堂上的发言却见解独到；有的在小

组讨论中发言积极，特别愿意担任小组长。 

亲和需要：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需

要，即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一种愿望。高亲和

需要的人更倾向于与他人交往，渴望友谊，喜欢合

作而非竞争的工作环境，对人际关系更为敏感。有

时，也表现为对失去某些亲密关系的恐惧和对人际

冲突的回避。亲和需要是保持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

和谐的重要条件。注重人缘的同学对亲密人际关系

需要强烈。 

成就需要：争取成功希望做得最好的需要。

具有强烈成就需要的人渴望将事情做得更为完美，

注重工作效率，追求克服困难、解决难题的乐趣以

及成功之后的个人成就感，不太关注物质奖励。高

成就需要者事业心强，有进取心，敢冒一定的风

险，比较实际，大多是进取的现实主义者。 

权力需要：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受他人控制

的需要。权力需要较高的人喜欢影响、支配他人，

注重争取地位和影响力。他们喜欢能体现较高地位

的场合或情境，也会追求出色的成绩，但与高成就

需要的人不同，是为了获得实至名归的地位和权

力。权力需要是管理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喜欢担

任小组长的同学权力需要较为旺盛。 

当大家对自己的需要倾向有清晰的认知后，

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在学院中的学习生活方

式。譬如，权力需要较高的同学可以积极竞选班干

部，担任讨论小组的小组长；亲和需求较高的同学

就尽量不要竞选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等对领导力

要求较高的职位；成就需要强烈的同学则要设置好

合理目标，选择中等程度的冒险，以便成就感的获

得。这个理论也可以幽默地解释为什么班级班长往

往都不是人缘最好的那位，人缘最好的同学也往往

不是学习最好的。 

（下接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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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不迷执春青让就 就让青春执迷不悟 

    当我们问起亲爱的自己，成长的一路，是否足

够无悔和骄傲。当我们问起成熟的自己，曾经我们

所坚持的相信，是否还没有被动摇。当我们问起现

在的自己，缘份和机遇的天赐，是否感到满足。 

青春的旅途充满未知的遭遇，你会让凌厉的风

磨平了棱角，还是在峰谷里开满执迷不悟的花？ 

感觉熟悉吗，在《给十年后的我》中，歌手一

连串地问每个人：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

吧？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吧？老练

吗，你情愿变得聪明而不冲动吗？但变成步步停下

三思会累吗？ 

见惯了新闻中活在都市里的痴男怨女焦躁不安

困惑迷惘，理想丰满生活骨感，当身边的一些人丢

弃了奢侈的梦想或者毫无梦想可言之时，我们是否

在某个夜阑人静处想起或许心底角落已经布满尘埃

的梦？曾经的我梦想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合上一

本本阳光徜徉在别人的故事里，现在的我却梦想成

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人，在英语比赛初赛中某位老

师问道“my dream”是什么，我答曰“I want to be 

a good person”，其笑之。可能是答案“too na-

ive”，但在如此光怪陆离的人间，想要完整地保存

人性的本真，正如审计报告能够对财务报表提供绝

对保证一般艰难。亲爱的人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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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说过言不由衷的话有没有做过身心背离的事情，又有

没有难过曾经的豪言壮语、满腔热情被磨灭殆尽，现实粗砺

的手拖着我们向前走，大概早已经忘了我们当初出发时的目

的了吧，或许从我们出发就已经没有了方向。 

时光的洪流里我们都只是静静的旁观者，唯一能够证明

我们存在的就是思考。很久之前，当我看到某位中国地产界

的大亨叫嚣“房屋工程质量问题为什么要让开发商负责，这

是承包商的问题，跟房地产公司无关”和“企业为什么要做

本来应该政府去做的民生保障”时，感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所谓何在，锱铢必较是商人的本性，所以太精明，精明到一

心想着如何在一个制度不完善的市场里发财，却从未想过拿

出一部分回报这个不怎么健全的市场。真的不会感到后怕

么？我一直觉得天龙八部里面的鸠摩智是被人惋惜的，他为

人心高气傲，痴迷于练就至高武功，却总是以虚伪友善的嘴

脸不择手段地获取武功秘籍，不折不扣贪婪卑鄙，却在枯井

中被段誉用北冥神功吸尽所有功力，而又因此免于遭受走火

入魔之浩劫，大彻大悟。虽然作者是怀着大慈大悲之心来写

书中人物的，但我想说书中人物确实代表着市场经济一部分

产物的嘴脸。鸠摩智一厢情愿苦练少林七十二绝技，却忘了

杀人的武功都要有相等的德行来平衡，没有慈悲之心，更没

有研修相应的佛法来化解体内的戾气，才会苦苦不得善终。

在现实里，无论是手中握有无上的权力，还是经手波澜壮阔

的资金，亦或是坐拥市场的半壁江山，我坚定不移地相信，能够笑傲到最后的一定会是德艺双馨的人。 

有人写谁的青春不迷惘，那是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耐心等待的能力。当财商已经成为最热门词汇，当道德

准则的坚守已如海市蜃楼，就请年轻的我们，请执迷不悟地坚守梦想，执迷不悟地怀有生动而干净的善良。

伴随这历史改革的洪潮，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就让未来的眼睛去看哪些才是潮退之后依旧璀璨

的明珠。 

四、其他激励理论的应用以及总结 

SNAI针对全日制研究生开发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开

始使用时出现很多问题，如系统功能中“手机短信通

知”总有学生接收不到、学习平台课程网上作业提交

不方便、“通知公告”的历史排序杂乱等。学生用户

向老师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后，学院及时组织座谈讨论

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进，现在的系统更加人性

化和方便。学院让学生参与改进管理信息系统，是激

励理论的具体应用，使内部使用者主动反馈信息，优

化组织。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是一所智慧的学院。全日制研

究生能够在这里进行学习和钻研，在不知不觉中使自

己倍感激励，使内心充满鼓舞，这是无比幸福的。 

（上接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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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emembers the first seed in the world?  

Sorry, I don’t remember, but those plants do. 

  The first seed may grow up into a four-leaf 

clover. It told its generations how it received the 

sunshine, how it stroked its root and how it took in 

water. Its generations told their offspring the expe-

riences of the first seed. 

  Their offspring may grow up into a tree, a 

flower or anything else. And they all remember 

what the first seed told them and tell its story to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So the memories can be 

recorded. 

  Scientists often do  some researches about 

plants. They want to know the first seed and its 

experiences. They want to explore the plant’s his-

tory and inherit their memories. If the scientists 

succeed to do that, they will know the origin of 

life and how to protect life in the world. 

  Our memories like the seed. As we were born 

the seed grew in our mind. With the growing of 

seed, our memories are being recorded. The first 

day we cried, the first day we spoke , the first day 

we stood up and other the firsts are all being writ-

ten on the leaves of the grow-up seed. 

  It’s our own experiences. Memories tell us 

not play with fire, how to walk and how to write. 

Memories prevent us doing silly things. 

  Memories record good things as well 

as bad things. It doesn’t matter, because 

all of them are our work. Some of them 

did well, but some not. That’s OK. We 

also can enjoy ourselves. 

  Maybe you have a good memory, may-

be you not. If you choose to remember, 

you can write diary. Some days, some 

months or some years later, you can read 

your  diary.  It’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I write diary every day and record my 

experiences. Because I think it is my 

own history which should be remem-

bered. 

  Those memories will prove that once I 

exist in the world, which I think is the most im-

portant point. 

Memories 
Article/Chenjin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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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寒假，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导师给

我联系了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为期一个月

的实习。这可是我第一次进事务所实习，第一次接

触审计实务，说实话心里还是挺好奇的。实习期虽

短，但对我的触动不亚于一次“5.12”。 

关于心态。做审计不容易，尤其是新人去事务

所更是如此。记得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很晚了才回去。有时候还得拖着几大箱审计底稿往

事务所送。我有段时间也在想，这是我

做的工作吗？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这个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尤其

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很容

易眼高手低，觉得自己是研

究生，应该做更复杂的工

作，而不是简单的重复劳动

有时甚至是体力劳动。可是

转念一想，不从这些做起，

其他的工作又做不了。调整好

心态，才能做的更顺利，也才能

成长的更快。 

关于理论与实践。无可否认实践与理论总是有

一定距离的，尤其像审计这样的行当。比如在发函

证的过程中，按理说应该是事务所全程控制的，可

是实务中很多函证是由审计人员写好，交给被审计

单位去寄送的。从理论上讲，这一做法并没有做到

全过程控制，会增加审计风险。后来我和我导师在

聊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笑着说不该让你去事务

所，把你教“坏”了。我想这或许是理论与实践的

距离所致，无所谓“好”与“坏”。 

关于“专业”。我之所以在专业这个词上面加

了引号，是因为不仅仅是指我们所学的专业知识。

比如我们在审计上海某汽车企业时，针对该企业所

计提的销售返利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仅仅从专业的

角度是明显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但是整个行业又

都是照常计提。所以在学习专业的同时，我们还得

关注其他相关的东西。 

        关于学习。我在整个实习期，

我基本都是每天沉侵在具体的事务

中，很少有时间去思考。实习快

结束的时候，所在部门的经理

跟我说，审计最重要的不是这

些底稿，而是在于分析。我把

实习期间所有做过的资料全部

找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我突然发现了之前没有发现的

东西。比如在上海某汽车企业下

属一家子公司的账户里，我发现制造

费用期末余额比生产成本还高!后来我去

问主审，她说该企业的帐是很混乱的，我说的问题

是存在的。当时就觉得一定要勤于思考，善于学

习。 

实习是了解社会、接触实务的一个窗口。在实

习过程中，可能会接触到很多“不好”的东西，学

会怎么处理、怎么面对，这是成长过程必须经历

的。 

文/石鹏 

从实习 

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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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大瀑布 

九寨之冬 

西湖之秋 

名胜一瞥 
摄影/唐庆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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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I•春色 
摄影/邱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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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 

只顾风雨兼程。                                                                                                                  

                              ——王颖俊 

微笑面对一切困难，迎接一切挑战！                                                                      

                              ——杨思 

先做众生马牛；认识自己，降伏自己，改变自

己，才能改变别人；能为别人设想的人永不寂

寞。                                                                                                    

                              ——熊维 

一切都会过去                  ——周佳 

 

坚持梦想，决不放弃，永远乐观，奋斗不止。                                                            

                             ——孔令瑞 

意志、工作、等待，是成功的金字塔的基石。                                                                   

                             ——章欣怡 

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陆豪杰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周方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刘静静 

你是你之所想，你是你之所为。                           ——周文君 

过去不能改变，未来可以。                               ——金大伟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

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

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

度。                                                  ——宋文涛 

What makes the desert beautiful is that somewhere it hides a well.                                                                                            

                                                      ——周雪怡 

戒骄戒躁，少说多做。                                  ——陈科宇 

人生不能满足于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董瑜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日月星辰也会连成一线来帮你完成。                                                                                             

                                                      ——李双琳 

SNAI 

 箴言 

尽人事，知天命 

           ——唐娟梅 

满招损，谦受益 

           ——程文 

求知若渴，虚心若愚 

           ——魏裕林 

心里若是充满阳光，人生即便下雨也会变成春雨。                                                                  

                                       ——吴晓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朱登强 

每一个不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尼采） 

                                       ——童方磊 

2 

Nothing is impossible 

           ——孙晓祥 

Keep the faith 

           ——梁思苑 

智慧=经验×反思 

           ——王科 

天道酬勤                                                     

           ——袁瑜 

Be yourself                                                    

           ——张晨锦 

生和活                                                       

           ——姚田斌 

坐忘 

           ——索明惠 

克己修身 

           ——李森 

未完待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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