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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动辄四
五千名的本科毕业生，要让所有的
学生都集中在一起开毕业典礼，对
于场地有限的上海师范大学而言，
一直是件难事。今年，学校通过典礼

“ 一场分为四场”的方式，满足每位
毕业生离校前都能亲历最有意义的

“ 集会”。
昨今两天，上海师范大学2013届

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
徐汇校区球类馆隆重举行。全体校领
导、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学院党
政正职、教师代表、校友代表、家长代
表和5000多名毕业生分四批次参加，
毕业生可一一接受拨穗，而现场的礼
仪引导等人员都是与学生们共度了
四年光阴的辅导员老师。

据悉，以往，上师大由于人多地
小，毕业典礼不得不采取一个主会
场配若干分会场看视频的形式，许
多学生十分看重的拨穗仪式、与校
长合影更是只有优秀毕业生的代表
才有的“ 荣誉”。今年的毕业典礼，
是学校首次邀请毕业生全体参与，

由校领导连轴出席4场毕业典礼，确
保每一位毕业生的名字都能出现在
大屏幕上并被院长高声宣读，每一
位毕业生也都将一一走过红毯，上
台接受拨穗，真切感受到毕业典礼
的庄严、隆重和神圣。

毕业典礼上，校长张民选饱含深
情向2013届毕业生表示祝贺，用平实
的言语和毕业生们一起回顾大学生
活，祝毕业生前程似锦，青春不朽！来
自不同行业的四位杰出校友分别和
学弟、学妹们分享人生经历，提出殷
切希望。

为了定格毕业生接收拨穗，与校
领导、导师合影的瞬间，学校专门固
定了三个机位现场拍摄，届时的照片
也将作为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每一
位毕业生。现场即有学生大呼“ 太有
爱，难忘爆了！”

有意思的是，毕业典礼现场所有
的工作人员，包括礼仪、音乐、摄像等
服务都是由与学生们共度了四年光
阴的辅导员老师担纲，让辅导员老师
再为学生服务一次。

现场探访：
卖的东西与学生无关 生意冷清

中午十二点，同济大学嘉定校
区饮食一条街中熙熙攘攘，由于恰
值饭点，学生流巨大。不过，在这条
街的一隅，“ 满天星” 广场上搭建
起的一座白色巨大帐篷却与周边
建筑的校园风格截然不同。同时，
帐篷内外也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
冷清场景。

走进去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
某知名男装品牌的特卖场，各式各
样的商务男装挂满了货架，商品上
大都挂着1到4折的打折标识，专卖
打折货的“ 小推车”随处可见。帐篷
中的情形，与如今外面大商场中的
品牌特卖会如出一辙。

在记者停留的一个多小时里，
只有四五名同学过来挑选服装和询
问价格，最终下单的却屈指可数。由

于生意清淡，几名营业员看上去也
兴致阑珊。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6月13日设摊到今天，销售额只在
3万元左右，“ 刚开始几天生意还不
错，这几天却少了很多。”

“ 前段时间，顾客主要是一些即
将毕业的男同学来挑选西装穿去应
聘或上班。后来遇到父亲节，有一部
分同学是过来给父亲挑选礼物的。
之后，就不行了。”工作人员表示，毕
竟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商品，加之
大部分毕业生已陆续离校，开在人
家学校里，生意清淡也很正常。

学生意见：
有的不欢迎有的不介意 褒贬不一

在帐篷门口，记者拦住了几名
正要去吃饭的同学，学生小顾表示
自己“ 从来没有进去过，也没想过
要进去”，因为“ 完全不合胃口”。

“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校要让这种特

卖场搭进来，这种服装我们学生是
根本穿不出去的。”在几分钟内，记
者询问了5名途经的学生，有4名学
生认为这种类型不符合学生需求
的“ 营销”没有必要进入校园。研
究生二年级的小王表示，“ 这种一
看就充满商业味道的帐篷搭起来，
会给人一种学校里‘ 鱼龙混杂’的
感觉，不是很好。”

不过，当记者采访几名正在读
博士的同学，他们却表达了不同看
法。博士一年级的小李表示，他能够
接受这种促销行为，“ 我觉得这种商
品比较符合自己的需求，而且我们
小区在嘉定偏远的地方，平时买衣
服也不方便。” 另一名博士生则表
示，“ 我觉得不会给学校形象产生负
面影响，因为设摊的地方毕竟不是
在教学区或图书馆门口，而且‘ 满天
星’的这块区域本来就是商业街，挺
有生活气息。”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纽约
大学首届学生9月入学，届时将为家
庭有实际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同
时，也将为最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
金，且每年调整。首届300名学生是从
全球5000余人中层层选拔而出。上海
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CEO Jeffrey
Lehman昨天如是介绍。

为庆祝上海纽约大学成立，纽约
大学斯特恩商学昨起至22日在沪举
行年度全球校友会。据悉，斯特恩商
学院全球10万校友将聚会申城。包括
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在内的核心
教职人员、亚洲地区重要商业、城市
领导等将出席本届校友会。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纽
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向记者披露，上海
纽约大学将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
院保持紧密的长期战略合作，届时，
包括MBA、博士学位在内的多个项
目会在上海纽约大学发展步入稳定
期后逐步在上海展开。

据介绍，上海纽约大学首届学生
的招生过程中收到全世界5000多人
申请，最终的录取将包括151名境内

学生和149名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
学生。Jeffrey Lehman说，上海纽约大
学有两个目标，一是网罗全世界最优
秀的人才到上海，二是创建一所国际
模范性大学。

生源上，上海纽约大学更看重
整体素质，学生一定是聪明、勤劳、
求知欲和好奇心强，英文要足够好，
而且学生要愿意了解不同文化背
景；师资方面，现确定90名全球教授
将来沪授课。校方指出，多元化的师
资构成，亦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多
元的视角。

然而，年学费高达10万元的上海
纽约大学，是否会挡住一些贫寒学子
求学的脚步？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
中明确表示，学校成立之初就确定不
考虑学生家庭出身，只要学生适合上
海纽约大学，就一定让学生完成学
业。“ 学校会提供部分或全部助学
金，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同时，也
会设立奖学金，支持学业优秀的学
生。”另据披露，每年10万学费较之
纽约大学实际已经有所减免，美国纽
约大学的学费为4.5万美元。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花卉绿
植寄养站、会呼吸的车旅帐篷⋯⋯
由全球最大的非营利教育机构国际
青年成就中国部发起的“ 未来城市，
绿色畅想”2013 JA中国小学生绿色
创新挑战赛近日在沪举行。

来自上海、苏州、成都、西安四
地16个学校的小学生们组成了“ 小
小公司”，向现场嘉宾营销和展示了
自己设计的创新性绿色商品和服务
以及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解，更
展现了未来城市公民的责任感和主
人翁意识。

在现场的“ 绿色创新展销会”环
节中，小选手结合自己在JA《 我们的
城市》课程中学到的城市交通、水资

源、环境保护、垃圾处理等可持续发
展专业知识，创造性地设计属于自己
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服务，并用
漂亮的海报、展板和精美的产品实物
向现场嘉宾展示了自己为促进社会
可持续发展而做出的实践努力。

随后，各家“ 公司”以演讲、小
品、歌舞等丰富的形式，非常专业地
推介了自己的商业计划。同学们不
仅开发出富有创新性、市场价值和
社会意义的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服
务，更深入思考和计划了本“ 公司”
的未来发展道路。16位“ 小CEO”代
表自己的团队与到场的嘉宾展开自
信、平等的对话与互动，则为活动再
掀高潮。

校园内开“ 特卖场”有人喜欢有人愁
同济嘉定校区：商业活动皆由物业安排，与校方无关

》校园动态

通往学校食堂的校内“ 最繁忙”道路，经常会出现外来商家前来搭建帐篷、开起“ 特卖场”，不仅商业气
息浓郁，同时与周边的校园“ 风格”也格格不入。日前，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的小张同学就向记者反映了这样一
件事，对于校园中开起“ 特卖场”，小张表示“ 有些别扭”。但也有学生表示生活区域有商家入驻，充满“ 生活
气息”，“ 挺好的”。校方表示，此类商业促销皆属于商家与土地管理方物业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校方从不
参与任何商业活动，所以与此事无关。 本报记者 丁烨 实习生 刘婷婷

商家：
这次不为盈利只为宣传

负责此次促销品牌的上海地区
市场部杨经理表示，“ 我们每年都有
高校促销季，主要目的在于宣传企
业品牌。这次一方面是配合厦门总
部的宣传活动，另一方面也是给高
校毕业生提供一个购买上的便利和
优惠，而且特地选在父亲节前后，也
是希望能够有学生为自己的父亲或
家人挑选一些服装，因为‘ 孝心’也
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杨经理表示，他们是通过该场
地的管理方“ 嘉实集团商业管理
部”申请租用场地的。尽管他不愿透
露关于场地租用费的具体数目，但
是他透露，这次活动包括场地租用
费、搭建费、人工费等在内，他们的
投入在2.8万左右，而目前卖出的服
装扣除生产成本，其实是“ 有亏无
赚”，“ 所以此次活动不是为盈利。”

物业：
如是促销会收一定费用

据介绍，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中
除了生活区不归学校管理之外，教
学区等区域的土地所有权皆属于
学校。而本次搭建帐篷的“ 满天
星”广场恰处在生活区中。根据杨
经理的指点，记者事后来到嘉实物
业管理处。

物业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
绍，“ 满天星”广场的设摊活动有两
种性质，一是学生组织主办的活动，
如某品牌的路演活动，嘉实集团是
不收取场地费的，“ 在这里面嘉实集
团充当的只是一个提供场地和协助
学生举办活动的角色”。

另一种则是外界的商家有意愿
在校园中举行促销活动，那么他们
可能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关于这
个收费标准，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不
便透露”。

校方：
商业活动与学校无关

事实上，这次商家在“ 满天星”
设摊的行为远非第一次，之前也曾
有经营美容产品、食品、日用品的商
家在此设摊，生意好坏不一。“ 这些
商家到底是学校允许进来的，还是
其他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的。不
过很多人都猜测可能是学生会搞的
活动。”一名学生猜测道。

同济嘉定校区的许多学生活动
大都在“ 满天星”广场举办，因此许
多过往的同学会有此猜测。对此，学
生会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济嘉定校
区团委、相关负责人顾老师明确表
示“ 只有校内学生活动是由团委向
物业申请，其他商家设摊之类的活
动都由商家直接向嘉实物业申请，
有一部分甚至是直接由嘉实物业联
系的，和校方无关。”按顾老师的说
法，学校不会安排任何商业活动。

》声音

毕业生太多 地方太小
上师大毕业典礼一分为四

上海纽约大学首届学生9月入学

16位“ 小CEO”绿色创新挑战赛现场PK

招摇的大帐篷内，商家卖的服装等商品并不受学生青睐，因此生意清淡。 实习生 刘婷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