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第 19期

2021/12



明    杜琼    《友松图》

研究生通讯 1
 2021.12 Postgradute Press



SNAI
POSTGRADUTE

PRESS 目录

     ■  校园速递

006 学党史、悟思想、跟党走 

                ——2021 年研究生党史知识竞赛在院顺利举办

007 红色寻根，健康乐跑

                ——奔跑吧，Snaier ！

008         篮球情，青春忆

                ——记 SNAI 第七届篮球赛

009        飒爽金秋，“羽”动你我

               ——记“Lucky”杯羽毛球友谊赛

010       会计信息失真是财务人员的错吗？

               ——记第七届“诚信”辩论赛决赛

     ■ 团结奥运 情同与共

012         时代审美的正言

                ——2021 东京奥运会有感

014         “篮球强国有我们！”

                ——女子三人篮球绽放东京

     ■  围学漫谈

016 《CSMAR：实证研究新视界》专题讲座顺利举办 

018 【SNAI 沙龙讲座第 119 期】

                ——行走在唐诗的街道上

019 【SNAI 沙龙讲座第 120 期】

                ——是什么决定了世界的品质

研究生通讯  19 

顾问

卢文彬

主编

郑德渊

副主编

钟雪冰  

李虹

执行主编

许芸

责任编辑
卢燕

邵梦娟

於铃

夏昊泽

美术编辑
吴逸萱

陶儒驰

网络编辑
陈玥

王敏琳

研究生通讯2
Postgradute Press  2021.12



征稿
启事

044 

020 【思耐问道第 30 期】

                ——人在云端，必有未来——财务管理新世界

023 【思耐问道第 31 期】

                ——全球新产业体系下新估值

024           “315”冲云破雾解难题

                ——XY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案例分析

     ■  SNAI 物语

026 寄吾友的一封信

028 读《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有感

030 成为那只破壳而出的鹰

                ——观电影《长津湖》有感 

031 光与暗的协奏曲

                ——读《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有感

032        If fate is destined, can you accept it frankly?

            ——Reading response of Never Let Me Go

035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in Literary Works 

            ——The Feeling of Reading The Great Gatsby

     ■  光影心声

038 SNAI 时光

研究生通讯 3
 2021.12 Postgradute Press







2021 年 10 月 9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强化青年大学生思

想武装，传承党的红色基因，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党、团总支联合研究生会举办研究生党史知识竞赛。来自 2020 级、2021 级各党、

团支部的 7 支代表队的 21 名参赛队员参赛，学院党委委员卢文彬副院长、研究生部教师及研究生参加此次大赛。大赛由研究

生张铭颖、姜珊担任主持。

本次研究生党史知识竞赛通过笔试、必答题、抢答题、主观题等环节进行角逐。七支参赛队伍竞争激烈不分上下，现场观

众在中场互动环节积极参与党史知识答题，现场气氛活跃。综合笔试和现场竞赛得分，“审税金牛队”获得研究生党史知识竞

赛一等奖，“勇闯天涯队”和“初心始发队”分获二等奖，“庆祝百年队”、“全都答对”、“最听党的话队”、“勇往直前

队”分获三等奖。卢文彬副院长上台为参赛队伍依次颁奖并合影留念。

卢文彬副院长表示此次大赛紧紧围绕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主题展开，创新党史学习的形式，

掀起了研究生们党史学习的热潮，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希望研究生们能够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延续好中国共产

党的精神血脉，做到爱党爱国、奋斗强国。

□ 撰稿 / 於铃   □ 摄影 /角度摄影

学党史、悟思想、跟党走
——2021 年研究生党史知识竞赛在院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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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跑吧，Snaier！

□ 撰稿 /邵梦娟   □ 摄影 /易好

红色寻根，健康乐跑

10 月 14 日 晚， 由 上 海 国 家 会

计学院党总支、团总支主办、研究

生会体育部承办的 2021 年国庆全新

企划——“红色健康跑”活动，虽

迟但到，顺利开跑！

红色健康跑，是响应党中央新

时代全民运动号召的活动，是传承

红色文化、宣扬爱国主义和培养同

学们顽强拼搏、艰苦奋斗精神的活

动。

晚七点整，各个参赛选手于公

正柱下整装待发。体育部部长发令

声刚一落地，选手们就向着第一个

答题点图书馆进发。第一程的跑步

竞争非常激烈，选手之间并未拉开大

的差距。随着赛程的推进，选手们在

注册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角逐，最后向

终点学生公寓六号楼发起了冲刺，王

震同学率先到达了终点。活动组织者

依据比赛规则，对选手们在跑步与答

题两个环节的得分进行加总排名，确

定了本次活动的获奖同学名单并为其

颁发奖品。

奔跑吧，SNAIER ！虽然红色健

康跑比赛落下了帷幕，但肩负国家富

强、民族复兴使命的我们却任重道远。

我们将在不同的城市中奔跑，在不同

的行业中奔跑，在这个九百六十万平

方公里的泱泱大国的每一个角落奔跑

不停。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

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道路上，我们都将以奔跑者

和奋斗者的姿态，向祖国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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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SNAI 第七届篮球赛

□ 撰稿 / 卢燕     □ 摄影 /蔡明洁

篮球情，青春忆

9 月 28 日晚 6：30，由上海国家

会计学院体育部承办的系列篮球赛活

动于学院篮球场火热开场，此次活动

分为娱乐赛和篮球正赛两部分，趣味

与刺激并存。战火重燃，火力全开，

竞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本届篮球赛由娱乐赛拉开帷幕。

此项环节由男女生配合完成。女生先

行，运球依次通过五个障碍，通过全

部障碍后将球交给男生；男生在接到

球后自动开始比赛，依次完成投篮－

绕障－上篮等三个动作。运动场上选

手们朝气蓬勃，活力满满。

娱乐赛过后，万众期待的篮球友

谊赛终于正式开赛。来自研一、研二

的五位首发选手分别身着黑、白服进

场，气势高涨。现场由专业裁判负责

维持比赛秩序。晚风习习，但同学们

热情似火。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

第一节，研二首先发动进攻，其

10 号球员唐新宇一个 2 分球，拿到了

整场比赛的开门红，研二其他队员也

不甘示弱，进球不断，很快以 12：0

拉开差距；研一团队刚开始状态并不

好，但在经过一系列默契的配合与策

略的调整后，5 号球员李天翔于本场

比赛最后一分钟在后场抢到篮板，快

攻一条龙打成上篮，成为研一队首球，

以 12：2 结束比赛。

第二节，研一在比分落后的情况

下，调整心态，转变策略，加强防守。

双方势均力敌，在赛事前半场都未进

球，后半场研一通过罚球、上篮得 5 分，

研二团队得 2 分。最终本场以 14：7

的比分情况结束。

中场休息环节，由我院女生自愿

报名参与投篮计分，为各自年级团队

助力。研一团队朱钇澜同学 12 进 8，

得分 16；研二团队余婧韵同学 12 进

10，得分 20，双方都获得了不菲的成

绩，将比分拉至 34：23。

第三节，研一队进行人员调整，

改变控球后卫，进攻端有所好转，得

分不断。研二团队也势头凶猛，

由 7 号卢俊宇与 2 号周志坚分别

投进 2 个三分球，再加上前期比

分差距较大，研二队比分遥遥领

先。

第四节，比赛进入白热化阶

段。研二队由于前期比分较高，

减缓进攻节奏，采取拖延策略；

研一队迫于比分压力，开始追分，

其中 10 号球员吴宇霆带伤上阵，

后侧部位投进 3 分球后，飞速传

球给 1 号球员韩立煌，连得 5 分。

研二团队不慌不忙，掌握场内节

奏控制权，继续采取拖延战略，

最终以 65：50 赢得整场比赛。

三场激烈的比赛过后，秉持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所

有参赛成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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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Lucky”杯羽毛球友谊赛

□ 撰稿 /夏昊泽   □ 摄影 /易好

飒爽金秋，“羽”动你我

10 月 19 日－ 10 月 20 日，为了促

进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培养同学

们顽强奋斗、勇于拼搏、团结合作的优

良品质，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上海

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会体育部举办了 

“LUCKY 杯”羽毛球友谊赛。此次比

赛在文体中心羽毛球馆举办。

赛前，同学们参与热情高涨，积极

踊跃组队报名参赛，共 15 支队伍参加

了比赛。本次比赛采取混双淘汰赛制，

首轮比赛采用单局 21 分赛制，先拿到

21 分队伍获胜晋级。淘汰赛阶段，采用

21 分三局两胜制，直到决出冠亚季军。

从第一场比赛起，伴随着选手激烈

的拼杀，现场的气氛也开始逐渐升温。

场上的比分交替上升，场边的观众同学

们也纷纷为自己支持的选手加油鼓劲。

第一天比赛后，共有 4 组同学入围淘汰

赛环节。第二天，比赛进入淘汰赛后，

战况愈加激烈。选手们见招拆招，给

观众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他们高超的球技博得了同学们的一片

喝彩。两组选手在激烈的角逐后，最

终高晋、刘佳慧同学和周在斌、吴元

洁同学携手挺进决赛。决赛阶段，比

赛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两组选手都实

力十分强劲，也旗鼓相当，赛场上比

分交替上升，比赛进行得十分胶着。

现场同学也都高声呐喊，为支持的选

手加油助威。最终，高晋、刘佳慧同

学气势如虹，连下两局，夺得头筹。

举办“LUCKY 杯”羽毛球友谊赛，

促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培

养了同学们顽强奋斗、勇于拼搏、团

结合作的优良品质，丰富同学们的课

余生活。推进了同学们羽毛球技术交

流，构建了展示自我、张扬青春的平

台，达到相互切磋、增进友谊，共同

提高的目的。赛后，同学们纷纷表示，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十分期待

下一次的羽毛球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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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 Postgradute Press



会计信息失真是财务人员的错吗？

——记第七届“诚信”辩论赛决赛

2021 年 11 月 18 日，为了培养学生的逻辑思考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力，引发对社会的问题、现象更深

层次的思考，我校举办了第七届“诚信”辩论赛决赛。来

自 2021 级四个班共 16 个人组成了四支队伍参赛，学院刘

凤委老师、李昕凝老师、钟雪冰老师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

由姜珊同学担任主持人，王梦婕同学担任计时员。

本次“诚信”辩论赛决赛共有两支队伍，分别为正方

“三缺一队”和反方“一起干饭队”。正方观点是“会计

信息失真是财务人员的错”，反方观点是“会计信息失真

不是财务人员的错”。比赛共四个环节，分别为试音环节、

比赛环节、评分环节和颁奖环节。

短暂的试音环节结束后，首先由正方一辩龙志洁立论

介绍本方观点。她认为在判断财务人员有没有错时，应从

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是财务人员因计算错误、故意

造假等原因直接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无疑是有错的。第

二个角度是财务人员知道或应当知道会计信息失真，即财

务人员没有直接造成错误，无论是否知情，财务人员都是

有错的。接着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在财务人员本身不

知道信息失真的情况下，经手了有问题的账目是否就是犯

错？同时强调财务人员不仅不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反而

能依仗自己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能力提升会计信息的真实和

准确性，使其避免失真。正反两方不停地举例子摆事实，

将辩论赛推进高潮。

在比赛的最后，正方陈词时提到朱镕基总理当初建

立三大会计学院的初衷和对会计人员“不作假账”的期许，

升华了本次辩论的主题。经过评委老师们的打分，最终

确定“三缺一队”为本次比赛冠军，凌晨军同学为最佳

辩手。

大赛最后评委们做了精彩点评。李昕凝老师点评时

提到两点，一点是辩论赛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论

的技巧和过程。另一点是辩论的辩题本身是没有绝对的

标准答案的，在辩论时要注意尊重对手，有理有据。刘

凤委老师总结本次比赛时阐述了破题的重要性，强调在

辩论时要用逻辑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会计是很复杂高深

的一门学问，我们不能简单理解，而是应该将会计放在

具体情境中具体分析。他提出，灰色不是黑白，会计实

质比形式重要，我们每一个会计人员都要在学习和工作

中不断约束自己。辩论赛需要即时反应能力很强的人，

在平时我们就应该多锻炼自己的反应速度，培养思维的

灵活性。通过这场辩论赛，同学们不仅了解了辩论相关

的技巧，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也能更加有动力，谨记校训，

真正成为“会计未来”。

□ 撰稿 / 邵梦娟     □ 摄影 /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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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满天星辰中一颗小小

的星星，终将会过着平凡的一

生，但我们绝不平庸。”

                                              □ 文 /卢俊宇

时代审美的正言
——2020 东京奥运会有感

原本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在疫情的影响下

于 2021 年姗姗来迟。赛场上出现了许许多多

奥运健儿的身影，有耐心拼搏、超越自我的马

龙；有自我革新、破茧成蝶的张雨霏；有勤能

补拙、事在人为的苏炳添；也有青春激扬、充

满活力的孙颖莎。他们在今年的夏天被大众所

认识、热爱，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力量、

自信与健康。在当今网红、小鲜肉、奶系猫系

当道的世界，他们的出现给我们每个人的审美

都上了一课。

“人瘦却要猫狗肥，四十硬往少女吹，畸

形整容一大堆，竹竿筷子才是美，胸小万岁胸

大是罪，疯狂跟风认不清自己是谁”，网上这

个段子很好地概括了现下对女性的审美，我们

被弱不禁风的“白幼瘦”式审美统治已久。不

少女生认为被形容“有劲儿”、“强壮”是对

自己的侮辱，人们喜欢拧不开瓶盖的纤腰细腿，

喜欢走两步就要休息的“弱女子”。但在赛场

上，无论是举重冠军“功夫熊猫”、还是女子

铅球冠军“暖洋洋”，她们与“瘦弱”二字毫

不沾边。可她们的美，毋庸置疑。仍记得击剑

小姐姐孙一文一张非常“出圈”的照片——她

横跨着剑在肩上，挑眉看向镜头。与无数媚态

横生的“少女感”网红写真不同，与网红们习

惯性被审视、被爱惜的眼神不一样，孙一文的

眼神开阔明亮、潇洒自在、坦坦荡荡。健美的

身躯、不屈的眼神、不断发掘自身所具有的力

量与生命力，谁能说不美呢？

“油头粉面 A4 腰，矫揉造作兰花指”正

是对时下某些所谓小鲜肉偶像令人错愕的形象

与做派的真实写照。但这不应该成为主流的审

美观点。美不是讲究极致瘦，不是天天涂脂抹

粉，不是女性化。奥运赛场上的举重冠军，每

一块肌肉都在恰当的位置，甚至在赛后被裁判

“求签名”，风靡全球的完美身材，谁看见了

不说一句美呢？

美有太多种了，大众追求的美，经常是整

齐划一的“美”，人们总把自己往特定的“人

设”里套。但看看奥运健儿们，轻盈而有力量、

令人惊叹的爆发力、黝黑紧实的肌肉线条，都

是美的；赛场上的沉稳与赛后的飒爽是美的；

坚持梦想，从不放弃的体育精神是美的；眼神

凌厉，表情勇敢坚毅的选手们也是美的。“美”

是多元的，不是千篇一律的。

村上春树说过：“肉体是人的圣殿，不管

里面供奉着什么，它都应该更强韧、更美丽、

更清洁。”奥运让我们对“美”的定义变得更

加多元、广阔。人类的美可以有很多种，这种

审美观念，才应当成为时代审美的正言。

□ 文 / 卢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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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主席或许也没想到，自己深耕的五

人篮球板块动荡不安饱受争议，反倒是一

直无人问津的女子三人篮球却在东京奥运

期间频繁地被夸上热搜。三人篮球作为曾

经的“街头潮流”，如今登上了“大雅之

堂”，挑起了中国篮球的大梁。

“一失足成千古恨”，中国男篮痛失

好局！

主场作战，最佳分组，除了队长周鹏

外全员健康，球队核心易建联、郭艾伦、

周琦也都正处于生涯黄金期，不可谓不是

“天时地利人和”。然而，就在面对这样

一个冲击东京奥运男篮名额的最佳机会

时，中国男篮却因为一次发球失误，将宝

贵的名额拱手送出。失去奥运资格不是世

界末日，但足够成为当头棒喝。

“柳暗花明又一村”，三人女篮勇夺

冠军！

因为史无前例地失去了奥运会直通名

额，中国篮球陷入至暗时刻，中国女篮又

一次前来救驾，拉了中国篮球一把。三人

女子篮球在一众豪强之中，杀出重围，勇

夺桂冠。加之中国女篮力克强敌澳大利亚，

又一次提振了国人的信心。越来越多的目

光，转向了女篮——这支一直以来鲜有问

津的队伍。篮协也意识到，或许当下女篮

也是中国篮球的另一个着力点。

“屋漏偏逢连夜雨”，备战东京前途

未卜！

世界杯夺冠的惊喜还未消散，全队士

气高昂备战东京奥运之际，病魔却突然降

临。主力吴迪左膝半月板囊肿，无奈选择

手术，世界杯比赛 FMVP 的姜佳音更是遭

遇前叉韧带断裂的重伤。此时，已是 2021

年的 3 月，距离东京奥运不到半年。新队

员去哪找？球队该怎么磨合？战术怎么调

整？危急关头，篮协倾力相助。六月，在

篮协的组织下，各省选拔推送了累计十几

支高水平队伍，与先前的国家队进行了循

环对抗赛。大浪淘沙之下，两位 02 年出

生的小将杨舒予和万济圆，以及早已名声

在外的王丽丽成为了新队员，与昔日夺冠

阵容中的张芷婷一同组成了全新的国家队

阵容。球员的问题刚刚解决，更加让主帅

“篮球强国有我们！”
 ——女子三人篮球绽放东京

□ 文 /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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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佳敏焦头烂额的问题出现了，较之于五

人篮球，两种比赛规则不同、特点不同，

之前的体系构建了三年之久。距离东京奥

运只剩两个月，三人女篮的东京征程，迷

雾缭绕。

“黄沙百战穿金甲”，五星红旗闪耀

东京！

被疑问笼罩的女子三人篮球如期地登

上了奥运赛场。八进四的初赛，就需要面

对传统强队俄罗斯奥委会队、全 WNBA

球员构成的夺冠大热美国队、主场作战的

东道主日本队还有国际大赛经验丰富的法

国队和意大利队的全面围剿，加之蒙古、

罗马尼亚实力断层，第一梯队基本上稳拿

两分。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队在与第一梯队

的较量中至多只能输两场。首战告捷的喜

悦感并未维持多久，中国女篮第二轮便大

比分败给俄罗斯。一时间，质疑声甚嚣尘

上，肩负保牌冲金重任的女孩们却越战越

勇，连克意大利、法国、日本三大强敌，

最终以五胜两负的战绩成功杀出重围，挺

进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面对前世界

冠军、首轮状态正佳的意大利，中国女孩

们兵不血刃地以 19-13 将其淘汰。7 月 28

日，万众瞩目的铜牌争夺赛正式打响，三

人女子篮球能否为中国篮球带来一枚阔别

已久的奖牌，在此一战！距离比赛结束还

有 3 秒的时候，中国只领先法国两分。手

握球权的法国队依旧有着追平比分甚至一

击毙命逆转夺牌的机会。但这一次，中国

男篮的“滑铁卢”并未上演。中国队最终

战胜对手，获得了时隔 28 年，中国篮球

的又一枚奖牌。这也意味着，五星红旗将

又一次因为中国篮球而升起！

在赛后的颁奖台上，女孩们拿出了一

件写着所有集训姑娘们名字的球衣，而在

这些名字上方，写着一句我们所有人都当

为其奋斗终生的话——“强国有我们”。

正如因伤未能参赛的姜佳音说的那样：“有

人来过，有人离开。有的还未被认识，便

已告别。但我们共同的名字是：中国队！”

守得云开见月明，三人篮球、中国篮球，

辉煌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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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稿 / 夏昊泽   □ 摄影 /刘荣光

《CSMAR: 实证研究新视界》专题讲座顺利举办

2021 年 9 月 27 日晚，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图书馆邀请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

限公司研究员杨曼莎博士，在第三教学

楼 150 人报告厅为在校研究生做主题为

“CSMAR：实证研究新视界”的专题讲座。

CSMAR 数据库（ChinaStock Market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是深圳

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从学术研究需

求 出 发， 借 鉴 CRSP、COMPUSTAT、

TAQ、THOMSON 等权威数据库专业标

准，并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开发的经济金

融领域的研究型精准数据库。 经过 20

年的不断积累和完善，CSMAR 数据库

已涵盖因子研究、人物特征、绿色经济、

股票、公司、海外、资讯、基金、债券、

行业、经济、商品期货等 18 大系列，包

含 150+ 个数据库、4000 多张表、4 万多

个字段。

在 讲 座 进 行 过 程 中， 杨 博 士 首 先

带领同学们熟悉了 CSMAR 数据库的具

体操作。通过实际的动手操作，同学们

感受到了 CSMAR 数据库的在查找文献

与 数 据 方 面 的 强 大 功 能。 显 而 易 见 的

是， 在 未 来 的 学 习 与 科 研 中，CSMAR

将为同学们提供极大的帮助，因此掌握

CSMAR 数据库的使用方法则非常重要。

随后，杨博士通过具体案例，向同

学们展示了 CSMAR 数据库在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文献回顾中的具体应用。例

如，运用新闻舆情分析平台，针对所关

注的新闻事件，设置主题词和相应的分

析词，即可进行扎根分析，完成定性实

证研究。再如，利用机器学习等技术手

段，接入 CSMAR 数据接口，可以获得

以前通过人工手段难以获得的大量数的

据，验证一些依靠传统方法无法有效验

证假设，从而拓展了现有研究的边界。

近年来，机器学习技术应用在探讨收入

差距演变、金融市场波动、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等现实复杂性问题中，取得了比

传统计量实证方法更为深入的分析成果。

会计行业发展已呈现出数字化、集约

化、专业化发展趋势，随着科研时效性、

创新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掌握更为创新、

高效的数据信息获取手段显得尤其重要。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表示受益匪浅，并将

在今后的学习与科研中积极运用新掌握的

技术手段，提高科研效率和未来科研成果

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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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3 日 晚，SNAI 沙 龙 讲

座第 119 期《行走在唐诗的街道上》在学

院第三教学楼 150 人报告厅成功举办。本

期讲座由研究生部、图书馆联合主办，

是“建党百年与文化自信”研究生系列

讲座之一。学院特邀我国当代著名学者、

诗人、散文家曹旭教授做主讲人，在校

全日制研究生和参训学员 150 余人参加了

讲座。

众所周知，诗歌是一个民族的儿歌，

世界上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文学，诗歌总

是最早产生的文学题材。中国是一个诗

歌的国度，著名的诗歌研究专家闻一多

说世界上有四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印度、

以 色 列 和 希 腊， 差 不 多 都 是 在 公 元 前

一千年开始唱歌的，中国《诗经》里收

集最早的古代诗歌，大约是公元前一千

年左右产生的。唐诗是中国辉煌的金顶，

是无数杰出伟大诗人瑰丽的篇章，是中

国诗歌最优秀的经典。

曹旭教授以一个发人深省的提问“人

为什么要读诗歌？”引入讲座的话题――

唐诗。他认为读诗歌不仅是人本身的需

要、精神的需要，还是人类发展的需要，

通过读诗歌，我们能变得更为高尚、优美。

在正式赏析唐诗前，曹教授再一次感慨

道，唐诗意境优美，语言独特，十分值

得大家学习。

一、走进唐诗

唐诗的深远使其至今仍影响广泛。

曹教授跟我们分享说，唐诗很早就流传

到日本、韩国和世界各地，在京都大学、

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有许多专家

专门研究中国的唐诗。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曹教授生动讲述了自己在日本授课时

与当地学生交流的过程，并意外地发现唐

诗早已出现在日本中学课本中。另外，唐

诗也成为了国家之间表达情意的媒介，就

在疫情期间，日本舞鹤市政府给大连的援

助物资上都写着唐诗“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二、唐诗的“诗教”

唐诗在今天仍是我们现代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诗教”是“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和“油然善入”的教育。为了让同

学们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曹教授鼓励

大家一起朗读唐诗，从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到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曹教授

指导我们，朗读不同作者的诗歌需要根据

其内容转换语调以此表达出作者的真情实

感。在一次次诗歌朗诵中，同学们更为真

切地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

三、唐诗的演变

唐代诗歌的风格从初唐的气象万千、

雄浑博大到盛唐的激情高亢、推陈出新，

最后发展到中晚唐时期的明白晓畅、通俗

陈出新，最后发展到中晚唐时期的明白

晓畅、通俗易懂。曹教授按照时间的顺

序讲述了几位著名诗人不同风格的诗歌

并从诗中挖掘诗人之间的友情，生动形

象的故事描绘加上诗歌的朗读使得同学

们对唐诗的认识更深了一步。

讲座临近尾声，曹教授还积极与同

学们互动，回答了同学们关于唐诗歌唱

形式、传统文化研究方式等问题。最后，

他十分热情地向同学们展示了自己创作

的三首古诗并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自创的

现代诗《祖母的灯》，感染感动了在场

的每一位听众，很多同学都潸然泪下。

两个小时的讲座，大家跟随曹教授

的脚步，在唐诗的街道上欣赏风景，沉

醉其中。从唐诗的街上散步回来，每个

人都有种神清气爽，一扫胸内积压许久

的尘埃感觉。是的，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

心总是容易被生活所绑架，那么读一读

唐诗吧，跟生活保持一点距离，然后让

距离产生一些美。

【SNAI 沙龙讲座第 119 期】

行走在唐诗的街道上

□ 撰稿 / 於铃   □ 摄影 /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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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1 日晚，上海国家会

计学院第 120 期沙龙讲座在学院国际会议

中心举办。本期讲座主讲人是我国著名

作家、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中国

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团中央学

之声教育联盟副主席鲍鹏山先生。鲍教

授分享的主题为“是什么决定世界的品

质”。学院全日制研究生、参训学员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01 墨子道义立场——非攻              

《非攻》以“窃桃李”引入，言“苟

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

得出“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的结论，与“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

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

从而誉之，谓之义”的天下君子行为对比，

提出了其行为的“不知类”——不合逻

辑。鲍教授用《非攻》一文，向我们展

示了墨家的反战思想与墨子的严密逻辑，

引出了后文中墨子与公输盘、楚王间的

步步为赢（营）之争。

02 公输的步步为赢（营）                

与其他诸子不同，墨子的反战具有

践行精神——“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

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鲁，

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鲍教授还提到，不甚喜爱墨子的孟子亦

称赞“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鲍教授先用简明易懂的语言为我们

解释了墨子以道义、逻辑劝服公输盘的

过程——先以“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

杀之”刺激打击公输盘的道德自尊，得

到“吾义固不杀人”的道义承诺，使公

输盘入彀；再以“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

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

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

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

令公输盘服了墨子的仁、智、忠、强和

逻辑。

墨子以道德约束说服了公输盘，是

否能以此劝服楚王呢？鲍教授的答案是

不能。国家理性的本质是利害考虑而非

道义，说服楚王需在他的逻辑上着力。

但纵然墨子道义居高，逻辑缜密，

楚王仍说“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

云梯，必取宋。”，国家理性完败于国

君任性。最终墨子走下道义的高地，回

到楚王的境界上与之较量，以九攻九距

之胜和三百弟子的强大军事实力使楚王

放弃攻宋。

03 韩非子·五蠹                           

《墨子·公输》一文，道出了墨子

作为思想家的失败，最终入于“富国强兵”

的法家理路。墨子是战国时代的通道，

是商鞅韩非纵横家的产道。而韩非认为，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

争于气力”，并以墨子为原型改编了子

贡劝齐的故事，论证了实力的绝对优势。

讲座最后，鲍教授向我们揭开了讲

座主题的答案。最终决定这个世界品质

的，是我们心中是否有道义和善的念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在决定

这个世界的品质。对于我们财会人，最

重要的不是专业能力，而是好的品质——

道义。不做假账，是我们财会人都应存

有的道义，每一个财会人都运用我们自

身的优秀品质，最终影响和决定这个世

界的品质，让世界变得更好。

在问答互动环节，鲍教授对听众的

提问进行了逐一解答。听众代表抑制不

住激动的心情，跑到讲台上为鲍教授献

花，以表达感激之情，全场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将本次讲座推向了高潮。

短短两小时的讲座，鲍教授以独特

的视角向我们解读了《墨子·公输》，

让我们看到了墨子的“义”是如何完胜

公输盘，理解了仁、智、忠、强，让我

们看到了墨子如何运用理性逻辑与楚王

斡旋，感受到了道义的力量，与此同时

也让我们再次深刻感受到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加坚定了树立文

化自信的信心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

【SNAI 沙龙讲座第 120 期】

是什么
决 定 了 世 界 的 品 质
□ 撰稿 / 夏昊泽   □ 摄影 /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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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低延迟、降低数据成本需求和数

据驻留要求的企业机构方案提供了一个

灵活的环境，同时还使客户的云计算资

源能够更靠近发生数据和业务活动的物

理位置，也保障了工作位置的独立性。

智能组合型业务通过获取更好的信

息并对此作出更敏锐的响应来彻底改变

决策。依靠丰富的数据和洞见，未来的

机器将具有更强大的决策能力。智能组

合型业务将为重新设计数字化业务时刻、

新业务模式、自主运营和新产品、各类

服务及渠道，实现韧性交付铺平道路。

第二是消费巨变

与父辈相比，新生代消费者拥有更

好的教育水平、更为开阔的视野，他们

好奇心强、感受力丰沛，能敏锐地捕捉

和尝试新潮流，为兴趣买单已成为年轻

消费者的重要特征之一。数字技术推动

“消费”产生了新变化，它放大了成长

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网络与数字技术

广泛应用时代年轻人的“购买”能力，

裂变出许多有别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

消费市场结构和消费者行为。年轻一代

享有上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却不像父辈

那般节俭，更趋向超前消费和信用消费，

并研玩出许多消费“新门道”。90 后有

80% 以上喜欢网上购买的方式。

力重塑的时代，在技术发展作为革新引

擎的背景下，一系列巨变正在悄无声息

的发生。

第一是技术巨变

随着一系列新技术的集中爆发，以

行为互联网、全面体验策略、隐私增强

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着眼于用户体验，

将“以人为本”作为新的核心理念。例

如，行为互联网结合了直接关注个人的

现有技术，如面部识别、位置跟踪和大

数据。理解这些数据，并将其附加到特

定的人类行为，如购买或在线关注特定

品牌，将其视为技术、数据分析和行为

科学的融合。应用在实际工作中的场景

也 有 诸 多 用 途， 例 如 当 COVID-19 病

毒大流行迫使工厂暂时关闭后，那些回

到工作场所的员工发现，自己已经被传

感 器 或 RFID 标 签“ 盯 上” 了， 这 些 技

术被用来确定他们是否定期洗手。计算

机视觉还可以确定员工是否佩戴口罩，

并 且 用 喇 叭 来 警 告 违 反 规 程 的 工 人。

另外，分布式云技术将公有云分布

到不同的物理位置，但服务的运营、治

理和发展依然由公有云提供商负责。它

9 月， 天 公 不 作 美， 户 外 阴 雨 绵

绵，但室内完全是另一番火热的景象。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助理总裁、

上海金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茂

华先生与金蝶集团财务咨询专家曹伟峰

先 生 为 2021 级 研 究 生 带 来 的 财 务 数 字

化知识盛宴，让现场的每个同学都感受

到了数字化背景下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技 术 的 发 展 推 动 财 务 管 理 的 进

化，财务数字化转型不是用数字化工具

执 行 传 统 的 管 理 模 式 和 流 程， 而 是 从

思 维 模 式、 管 理 模 式 到 技 术 层 面 的 全

面 革 命。 针 对 行 业 即 将 发 生 的 巨 变，

赵 茂 华 先 生 敏 锐 地 指 出 了 未 来 行 业 发

展 的 趋 势 以 及 财 务 人 员 即 将 面 临 的 挑

战。随后，曹伟峰先生通过新技术在实

务 中 的 应 用， 指 出 数 字 化 背 景 下 新 技

术 手 段 的 应 用 能 有 效 提 高 工 作 效 率，

也 能 展 现 财 务 行 业 的 未 来 发 展 图 景。

江湖夜雨十年灯——正在发生的四

大巨变

这是一个数字赋能协同共生的时代，

这也将是个行业价值链重构、核心竞争

□ 撰稿 / 夏昊泽   □ 摄影 /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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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行为上，呈现出触点场景化、

需求粉尘化、决策情感化的新特点，消

费者首先接触到广告的媒介由传统的楼

宇、杂志广告转变为直播、短视频、小

程序等；在需求方面，消费者的需求从

上一代要求产品的整体、共性和通用转

变为追求产品的细分化和个性化；另外，

如今的消费者在看重产品的品牌、价格、

服务之外，还看重产品的口碑及背后的

故事。因此，如何说好“产品故事”，

也成为了新的考验。

第三是产业巨变

以汽车行业为例，传统的汽车产业

模式是汽车生产 + 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

大家最重视的是汽车品牌，如奔驰；而

特斯拉改变了这种模式，整个汽车从设

计、生产、售后都是围绕车主的行为数

据流来展开和不断迭代的，汽车已经成

为行走的电脑。继而对销售和相关产业

如发电站进行深度的重构。

再如，医药行业的京东健康在现有

业务基础上，凭借更触手可及的资源、

更贴心和便捷的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优

质的医疗健康产品及服务，成为每一个

用户信赖的“首席健康管家”，按照“以

健康管理为核心”的主张，京东健康致

力于通过连接和打通产业全链条，融合

各方医疗资源，为用户提供贯穿生命全

周期、覆盖健康全场景的产品及服务，

来帮助人们树立新的健康消费意识，释

放新的健康服务需求，实现“健康新时代”

下全新健康生活方式的升级。

第四是管理巨变

在管理方式上，主要呈现出战略生

态化、组织平台化、价值共创化的特点。

战略生态化，即战略定位上要从创造产

品价值向创造生态价值转变，竞争优势

上从价值竞争向价值共生转变；组织平

台化，也就是从科层式组织向平台组织

转变，从管控模式向赋能模式转变；未

来的组织会逐步演变为大平台 + 小团队。

价值共创化，也就是员工身份从打工者

向合伙人转变，激励机制从职位酬向价

值酬转变。

沉舟侧畔千帆过——财务发展的新

趋势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云计算时

代呼之欲出之时，财务行业也在向着新

的方向前进，由传统的会计电算化、财

务信息化逐步向财务数字化过渡。

第一大方向，财务人员职能与角色

的转变。从职业发展和能力方面来看，

亟须加强战略和业务关联上的深入探索，

以及提升本职工作的技能。其次，组织

演化引发核算新功能。随着组织形式的

不断演变，核算的属性和边界不断被打

破和迭代，财务管理也逐步衍生出众多

新需求。

第二大方向，财务将直接创造价值。

未来，财务工作将主体对顾客的价值创

造实时反映在其主体账户中，实现财务

管理体系与客户价值增值对接，同时建

立多维度的主体账户，优化财务管理体

系构建，以实现跨界业务和传统业务核

算的有机融合。

第 三 大 方 向， 将 对 原 有 的 财 务 思

维方式提出挑战。例如，企业财务管理

的五项基本假设遇到了新挑战，原有的

理财主体假设将企业的价值限制在独立

个体之内，而新的发展趋势认为，企业

因为连结而产生价值；原有的持续经营

假设着眼于过去、短期，而新的视角注

重长期、未来；原有的有效市场假设认

为市场是相对健全而有效的，而随着市

场形式的巨变，企业也对市场提出了更

高的期待与要求。原有的资金增值假设

认为，价值是可以不断增加的，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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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

将不再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原有的理性

理财假设认为理财行为是理性的，在未

来，将增加多元化的背景和商业洞察。

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财务新

技术的实践

阿里巴巴数据中台的应用

2015 年， 阿 里 巴 巴 集 团 提 出“ 大

中 台、 小 前 台” 的 战 略， 创 建 业 务 和

数 据 两 个 中 台， 打 通 业 务 与 数 据 之 间

的 障 碍， 实 现 对 数 据 的 采 集、 管 理、

控 制、 使 用 等 全 流 程 管 控。 如 图 所

示， 数 据 中 台 和 业 务 中 台 相 辅 相 成，

满 足 多 种 场 景 的 对 内 对 外 数 据 应 用，

共 同 支 撑 阿 里 巴 巴 总 体 战 略 的 实 现。

在数据管理方面，曾有观点认为，

大数据就是大灾难，如果企业没有很好

的能力管理数据，数据越大，灾难就越

大。阿里数据管理主要围绕“存、管、

用”展开，“存”就是针对性地进行数

据收集和存储；“管”就是积极处理收

集过来的数据；“用”就是要认真思考

数据的应用场景，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

在数据应用方面，主要是站在用户

的角度考虑数据的应用价值和应用需要。

通过全域数据收集 （多终端的数据采集

与连接）、全渠数据融合 （阿里旗下所

有平台上用户的行为数据）、全链数据

集成（纵向记录某种产品或服务整个商

业过程的数据），阿里为众多商家提供

数据分析、诊断、优化、预测等一站式

数据服务，全面支撑业务发展。此外，

阿里的全局数据监控可视化，将原有的

报表、指标全部可视化，利用折线图、

柱状图、饼形图等工具展现出来。

比如阿里巴巴商家端统一数据产品

平台——生意参谋，基于数据中台为不

同行业的店主提供端到端的分析支撑，

实现数据统一、服务统一和产品平台统

一。打通淘宝、天猫、蚂蚁等业务中间

层之间的隔阂。

阿 里 的 数 据 中 台 是 一 套 持 续“ 让

数据变成资产并服务于业务”的机制，

是依据阿里自身的业务模式和组织架构

构 建 起 来 的， 不 仅 能 降 低 数 据 项 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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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建设、减少部门间烟囱式协作的成本，也是阿里差异化竞争

的优势所在。

第四张报表——共享价值表的出现与应用

“共生”是指在数字化时代组织需进化为共生型组织；“增值”

是指以顾客价值增值是企业的核心诉求。如图所示。

“前”——财务管理创新的核心是管理会计，管理会计作为

创新的先锋，需要通过与内外部系统之间的连接实现业务的事前

算赢，激活组织；“后”——财务会计承担原有三大财务报表的

核算任务，实现会计报告的精准呈现，具体包含及时、精准、真实、

可靠等特征；“上”——关注外部战略，将战略融入企业考核指标，

以此支撑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形成一个共生空间，共生空间的探寻

需要超越单独个体的视角，在本行业或是跨行业探索企业与其他

主体共存的新可能性（如平台、集团、联盟、集群等）；“下”——

实时呈现员工个体对于顾客价值增值的贡献，及时衡量员工对顾

客价值增值的贡献，实现对员工的及时激励和高效激活 .

共生增值表的提出顺应了数字化时代的新要求，是对财务管

理数字化的一种探索。企业是因为创造顾客价值而存在的，“万

物互联”时代这依然是企业存在的本质。紧紧围绕顾客价值增值，

战略上探索共生空间，将成为第四张报表回归企业生存本质、适

应数字化时代特征的核心归宿。

随着数据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企业想通过数据驱动来进

行精细化的运营和数据化转型。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

形势、新问题、新挑战，作为财务人员，应当恪守诚信之“心”，

本着忠诚之“德”，行专业之“事”，心眼明亮，洞见未来，共商，

共建，共享财务管理新世界。

 本期讲座，两位来自实务界的专家分别从“新财务、新平台、

新思维”、“变革、实践、作为”两个维度与研究生们分享了金

蝶集团智能财务的成功实践与经验，对学院人才培养和研究生职

业规划给予了建议与指导，拓宽了研究生的思维。

2021 年 9 月 26 日上午，学院特邀中国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国研智库首席金融专家王铁锋教授为在校全日制

研究生做“全球新产业体系下新估值”的专题讲座。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速度远远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速度

首先，王铁锋教授回顾分析了 1960-2020 年全球经济

的变化。从 1960 年到 2020 年，全球 GDP 的增长平均速

度（生产流）是 3%，全球物流（商品贸易流）平均增长

速度是 4%，全球信息流（服务贸易流）平均增速是 8%，

全球资金流（数字流）平均是 14%，信息流增长速度是

生产流增长速度的近 3 倍、物流的 2 倍；资金流增长速

度是物流增长速度的 3 倍，是生产流增长速度的近 5 倍，

全球金融一体化速度远远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

在经历经济体系革命和金融体系革命后，估值体系

革命再次发生，经济一体化及金融自由化导致资金流、

数字流、物流、生产流的高速流动，我们从牛顿力学运

动经济变成量子力学运动世界，我们认为全球金融经济

系统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有规律的均值回归周期

运动。

二、新估值学定价中位值理论

其次，王铁锋教授介绍了新估值学定价中位值理论。

王教授通过多年的理论研究以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实战

经验，总结了一套新的估值体系，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

投资逻辑进行了修正，值得我们学习。他认为，财务人

员不能固守教条而应专注自己的思考，学会洞察世界经

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方向，敢于应对挑战、做出创

新去改革市场结构。 

最后，王教授和同学们互动分享心得并语重心长地

叮嘱同学们，在我们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

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只有我们利用自己的独特思想，我

们国家才能有创新有发展。

【思耐问道第 31 期】

全球新产业体系下新估值

□ 撰稿 / 於铃   □ 摄影 /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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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诚信杯”研究生案例大赛论文节选

“315”冲云破雾解难题
——XY 公司全面预算管理案例分析

团队成员：薛宇、於铃、范文欣 
黄小燕、邱芝玲、任思明

六、 “315”预算管理模式解难题

( 一 ) 正“不准确”之本 

通过前述对公司目前预算不准确的原因分析，本文梳理

了公司“315”预算管理模式下，公司如何就前述预算数据不

准确和预算指标不全面两大问题给出详细解决措施。

1. 专业预测，零基预算 

在“315”预算管理模式下，第一点就是强调三个平衡，

其中专业平衡为预算编制科学化、准确化提供了保障。专业

平衡的重点体现在专业领域的专业性意见、建议和判断，特

别是对项目周期和项目各要素的分析、论证和平衡上。以研

发预算为例，XY 公司在项目立项后确定需要申报的科研预算，

将与每一项科研活动有关的经费归类到项目相关预算中，其

中包含人员成本和材料、设备投入成本等。公司技术管理委

员会 作为研发项目领域的关键平衡机构会针对申报研发项目

的成本费用、技术可行性、投入产出比等提出专业意见。在

经过细致的预测后再进行预算编制，可以使数据更加科学合

理，提高编制的预算数据准确性。 

进一步地，专业平衡提供的细致化预测也为零基预算的

实施作支撑。技术管理委员会、预算管理办公室等专业机构

会进行拜访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消费者、参加听证会等多种方

式的产品调研，深入了解产品需求，做出更为科学细致的销

量、生产等计划安排，在此基础上公司有条件采用零基预算，

不用拘泥于以往的预算项目及数据，而是从严从细，在科学

预测的基础上逐项制定新一期内各预算项目的数据，进一步

提高预算数据的准确性。 

2. 滚动预算，合理修正 

在“315”方法论的指导下，XY 公司更新了其预算编制

方法，按照“长计划、短安排”的原则，扩大预算滚动周期，

提高预算编制频次，使得预算更加符合公司不断 变化的实际

状况，提高预算准确性。 

具体来说，滚动预算的预算期间具有动态固定特性，说

它具有固定特性是因为滚 动预算始终要保持一个固定的预算

期间，XY 公司选择以一个季度为预算的滚动期 ; 说它有动态

特性，是因为每经过一个月，就根据已经掌握了的新的情况

对后几个月的预 算进行修正，逐期向后滚动。 

滚动预算的动态编制特点遵循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变

动规律，在时间上不受会计年度的限制，能够根据前期预算

执行的情况及时调整和修订近期预算，使得编制的下一期预

算更加接近和适应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高预算的准确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年度预算方案一经确定，需要保持较高的

刚性，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调整预算。 

( 二 ) 正“高偏差”之本 

通过前述对公司目前预算执行偏差率较高的原因分

析，本文梳理了公司“315”预算管理模式下，公司如何

就前述预算执行、执行中以及执行后给出详细解决措施。

1. 执行前 : 四项制度保方向，三次会议强理念 

(1) 四项制度保方向 

在 “315”预算管理模式中的“5”项基础中的制度

流程理念指导下，公司在实际编制预算之前建立了一套标

准且完整的预算监控体系，采取严格、规范的实时监控制

度、特别关注制度、反馈报告制度以及审批权限制度，不

仅可以加强员工的自我监控意识和“实际跟着预算走”的

理念，保证实际预算执行严格跟着预算目标走，降低预算

执行偏差率，更是提高了预算控制的权威性，保证预算控

制的有效性，为全面预算管理方向掌舵。 

a) 实时监控制度 

实时监控制度是指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在业务发生

时监控各个分部预算的执行情况，而部门经理层则需要监

控员工绩效的执行情况，及时层层上报预算管理委员会最

终至董事会提高预算执行进度以及对目标的影响。实时监

控制度要求建立分级分类预警机制，实现对预算的标准化

管理，推进预算执行的科学预警、规范预警和长效预警。 

b) 特别关注制度 

特别关注制度则是更加强调对技改项目、对外投融

资等主要预算项目实施密切跟踪，严格监控。展示了公司

部分特别关注指标，技术领先指标和用不毁指标等代表核

心竞争力指标，因此，必须给予特别关注。对于重大项目

的投资计划完成度、投资预算控制率、投资回报阶段目标

达成率等需特别关注。 

c) 反馈报告制度

反馈报告制度则是采用会议结合书面报告的双线反

馈机制，全面、系统地分析预算执行情况，对存在的问题

及出现偏差较大的重大项目，责成有关预算责任部门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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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提出改进经营管理的措施和建议，如资金日报表、月

度预算快报、降本增效项目季度分析报告、年度预算差异分

析报告以及边际贡献率提升专题分析报告等各种分析报告。 

d) 审批权限制度 

审批权限制度不仅仅停留在财务总监和总经理，更延伸

至预算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同时也严格强调预算额度的执

行。预算范围内的开支由财务总监审核 ; 超预算事项由预算

委员管理委员会查明原因确定与否 ; 在 100 万元以内的预算

范围外的事项由总经理审核，100 万元至 500 万元 的预算范

围外的事项必须有预算管理委员做可行性分析后决定是否同

意，500 万元以上的事项则决定权在董事会，董事会必须对

公司大额预算调整做决议，严格按照制度审 

(2) 三次会议强理念 

在“315”预算管理模式中的“全员参与”以及“人员能力”

等理念指导下，公司 在每年编制预算之前会组织全公司上下

开展三次预算会议交流会，上至高级管理层，下至一线员工，

致力于全员参与预算，强化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运用预算的理

念，减少了因“低头莽冲”行为而导致的预算偏离执行的现象，

进而降低了因为执行不力而导致的偏差，从而可能降低对预

算指标完成度的影响。 

a) 管理层预算培训 

第一次进行管理层培训，在下年预算编制之前，预算管

理委员会组织开展下年高管预算培训交流会，该会主要由钱

总和蔡总进行授课，参会人员主要是各个部门及分厂的经理，

内容主要涉及战略目标与预算的联系以及收入、费用等预算

项目与实际业务的结合等，可以有效地帮助各个部门负责人

更加深入地理解预算如何与公司目标的结合。 

b) 部门专项培训 

第二次会议进行专项培训，分别对技术中心的维护成

本以及研发费用、营销中心的业务招待费和销售费用、经营

管理部的差率费以及供方发展部的采购费用等重要项目进行

专项费用预算培训，将业务部门息息相关的成本类别明确定

义、界定范畴、规范要求，“站在业务部门的鞋子里来理解

财务”来为他们解释各项环节工作中需要注意进行预算管理

的部分。 

c) 员工交流会 

第三次会议进行内部员工交流讨论，主要由各部门内部

组织预算交流活动，分享个人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

解决的方法，如何进行自我监控，强化“实际跟着预算走”

理念，保质保量低消耗地完成工作。  

( 三 ) 正“不重视指标完成度”之本 

通过前述对公司目前预算指标完成度危机的原因分析，

本文梳理了公司“315”预算管理模式下，公司如何就前述

预算考核指标关联度低、考核分析不深入、考核标准 过于

刚性、奖惩机制不完善等四大问题给出详细解决措施。

1. 应用关键成功因素法 

在“315”模式下，公司对关键指标采取关键成功因素

法，建立 BSC 战略图绩效 模式，运用“战略地图”管理工

具，清晰明确组织内部的计划和目标，以结果为导向，以

主机厂为中心，将研发、供应、生产、销售、营销、财务、

人力资源等方面有机整合，制定对整个公司的关键指标，

并进行预实对比，考察相应的完成度。 

同时，在部门层面，公司也引入了对价值链的分析，

注重了价值链的增值，突出对价值链的管理，做到对价值

链上的每一部分都制定关键指标。按照全价值链的特征优

化业务流程与考核流程，使各个环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和相互作用，形成了“研、供、产、销”一体化的链条，

对各个部门重要的关键指标进行考核。也就是说人力资源、

部门专业技能、企业外部公共关系网络、其他部门协作、

公司高层领导的社会网络等一系列“非财务资源”等都要

纳入考核。预算决不再是之前的关联度极低的“财务预算

“。关键指标的引入使得考核指标的抓取更为细致、合理。

与公司层面的考核不同的是，加入了评分机制，使各个部

分的完成情况以及整体的完成质量清晰可见。 

例如，对于公司来说，研究开发活动在增强企业竞争

优势和核心能力建设方面非 常重要，公司有必要对研究开

发活动的投入和结果进行全面评价 : 比如，引入统计新产品

贡献率指标反应公司投入的研发费用是否有效的转化为成

果 ; 生产是公司将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品形式相关的各种活

动，主要根据预算执行率、完成成本和员工生产率 全方位

考核生产过程 ; 在其他非财务指标方面，市场份额、客户满

意度以及客户获得 率是公司最主要的考核指标 ; 而在公司

内部，主要通过对培训费率和员工满意率进行考核，不断

提高员工技能水平，培养工匠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员工满

意度，让员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进而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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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晓文：

见信如晤，展信舒颜。薄纸一张，遥寄思念。

你我相识已十二年但真正朝夕相处却只两年，从高中

转校至大学毕业，期间很少联系。大抵是两个灵魂有共同

的必修的人生课题，所以三年前我们竟又成了邻居，幸哉！

不论何时想起能在新冠疫情前重逢，都是要感激涕零互敬

一杯酒的。

不管生活的前方给了我们多少憧憬，走到跟前都是平

淡，但如果说在这种平淡的生活中我仍喜欢埋头读书，那

的确也是有点扯淡。撇开沉浸式的学习不谈，我最喜欢到

我们学校的水边站着，让思想也随意流淌。文体中心后的

水岸边，是用鹅卵石铺好的地面。这块岸边的南面是水，

背后是花草树木，这样半包围式的构造使得这一小块岸边

有遮风挡雨的效果。最妙的是岸边的大石头，太阳晒过整

块都是暖烘烘的，天气好就可以坐在稍矮的石头上面；如

果天气转凉就略略靠着旁边较高的石头，在注意安全的前

提下后背可以全部仰下去。在夜晚能看到天空中亮亮的星

辰——真好！有种小时候大家一起躺在席子上寻找牵牛星

的感觉，仿佛还有伙伴的陪伴。

说到此处，情绪转弯；行到此处，默然不语。河岸边

的文体中心的灯光全然映照在水面，倘若不是那粼粼波光，

寄吾友的一封信

不是那偶然翻个身的鲤鱼，定是会看晃了眼。发呆胜地，让你

不停思考的大脑放松下来，如此静谧实属难得。翻身的鲤鱼的

确会打断你，你不曾想到鲤鱼的夜宴是欢腾的，人在岸上观看

鲤鱼成群结队吐出几个泡泡尚且能感叹鱼之乐，不知鲤鱼是否

也享受人类的灯光？你或许会跟随我的设想大开脑洞，鲤鱼成

精也不错，万一是位帅哥呢？哈哈哈……

我是羡慕鱼的，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不知人类的烦恼，但我

看见学校的鸟又忍不住羡慕起鸟来。南方雨水丰沛草木茂盛，

连虫子也是精气神十足，长相丰腴，是人类见了心惊胆战的存

在，也是鸟类喜爱的餐食。我到这边来，见到了很多漂亮的鸟类，

遗憾不能细细说给你听。它们很机灵，很多时候只能听见声音

不能看到体貌。但我知道它们也是喜欢夜宴的，只不过是旁人

看不清楚的林子里，学校一角的竹林它们最喜欢。刚一入夜，

就能听见远处的那片竹林发出密集的鸟叫，有种武林大会的感

觉。白天过去会看到地上残留的羽毛，仿佛还能嗅到武林争霸

的味道，不过也能看到一两具魂归天地的鸟尸。你觉得它们晚

上是在争论什么，还是说就只是如人类一样下班回家七大姑八

大姨凑在一起有的没的地聊天呢？

上次跟你说过我们学校有孔雀。是的，禽类也是我们学校

可以驻足观赏的风景线。对于其他存在，散养的大鹅和鸭群更

像是舞台剧演员。大鹅“鹅立鸭群”，自然气质不是众鸭可比的。

□ 文 /王敏琳

研究生通讯26
Postgradute Press  2021.12

SNAI
POSTGRADUTE

PRESS SNAI 物语



它们喜欢中午阳光正好的时候躲进河里的喷泉水柱下，我

站在桥头还以为学校的喷泉口都设计得如此别致还有天鹅

形状的雕像，没有想到是天鹅本鹅。它的灰色的躯干白色

的大尾让人立刻联想到西方中世纪的蓬蓬裙，它不需要奋

力地蹬腿也能 360 度旋转在水上。妙啊！但鸭群就只是鸭

群，唐老鸭本鸭，叫声呕哑难听，应该是滑稽喜剧的演员。

我不喜欢它们的个性，随波逐流、胆小慎微。只要是不熟

悉的生物立刻躲远。人看了没有不乐的，你怎么是敌是友

都分不清？不害你，别跑！然而转念一想，是了，餐厅供

应的鸭肉的香味不可能不被它们闻见，那么他们断然不会

引颈就戮，于是又忍不住唏嘘。

话说到这里，脸上的喜悦却又停住，朋友之间最快乐

的事情就是分享，而君在北我在南，下一个人生阶段又不

知道你我身去何方。2021 年也是身心成长的重要一年，也

无奈到了人生的某一站点要与一些人说再见。对于人生怎

样过，每个人渐渐有了自己的一个答案。所幸，我们也有

我们自己的坚持，愿我们都有独立的人格，安享人生！

王敏琳

                                                写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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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文本的背景首先是为了在“洪水”即经济

危机到来前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一些基本问题搞

清楚。其次，《5758 手稿》是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

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成熟，下面的工作则是运用新

的哲学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具体的研究。应该

看到，只有当马克思掌握了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对

资本主义进行科学批判，而这正是在《5758 手稿》

中实现的。《5758 手稿》中的两个重要观点让我印

象颇深。

观点一、社会关系转化为异己的社会权力

这是马克思在“货币章”中谈到的一个观点。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一切固定的人

的依赖关系都已经解体，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依赖

关系得到了确立，因而一切的产品和活动都转化为

了交换价值。

这样一来，人的活动的社会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原本应该是以人为主体的，

但现在却被遮蔽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且这种关系

对人来说还是异己性的。因为这种基于交换价值的

物化的社会关系，不是由人的自由的共同活动构成，

而是由个人之间的利害冲突所产生。它标志着人的

力量转化为物的力量，物以及物化的社会关系成了

统治人的一种异己的社会权力。

当然，和《1844 手稿》中人本主义的异化批判

思路不同，此时的马克思在谈论社会关系的物化时，

实际上是在谈论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即资本主义阶

段的社会关系所具有的特殊性。对于此时的马克思

来说，资本主义被扬弃的理论依据不在于其社会关

系的异化，而在于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内在

矛盾。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使用异己的概念是在描

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点，而不是用来说明资本

主义被扬弃的依据。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是把

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当成私有制条件下交换关系的

最发达形式来看待，即已经把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放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待了。正因如此，马克思

在解读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时，才没有抽象的否定

它，而是在看到其异己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个

人的关系和能力的普遍建构作用。

观点二、生产过程的两重维度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章”中提到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物和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

生产，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更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

内容。

马克思分析了这种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我们只

看第一轮的物及社会关系的生产过程，由于这一过

程只是表现为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等价交换，因此

很容易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两个平等主体

之间的交换关系。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移到再生产过程中，事情

就会发生变化。当资本家拿着从第一轮生产中获得

的剩余价值进入第二轮的生产时，他实际上是用工

人自己创造的剩余无偿地占有工人的活劳动。这样

一来，资本家原先的那种交换者的身份已经不存在，

他是作为资本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因此当工人进

入第二轮的再生产时，他会发现自己的劳动产品异

□ 文 /陈虹钰

读《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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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了统治自己的社会权力——资本，这种社会力量强

迫工人再去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这样看来，工人和资本

家之间的交换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前反思的假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才将生产关系的内容把

握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才会去关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是停留在分配关系的

不平等上。我们知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

既定社会的自我展开，作为主体，它是绝对自为的，作

为实体，它是绝对的现实性。而从分配关系出发只能说

不平等的分配关系使得生产力对大多数人成了一种破坏

性的力量，这样的结论只能得出资本主义“应当”被超越，

而不能把握到资本主义扬弃自身的必然性。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节选）

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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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那只破壳而出的鹰
——观电影《长津湖》有感
□ 文 /凌伟浩

“一颗蛋从外面被敲开，注定被吃掉，你要是能从里面自己啄开，没准儿是只鹰。”这是我看完电影《长津湖》

后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原话的背景是电影主人公伍千里告诫新入志愿军的弟弟伍万里学会成长，然而这句话的深

意远不止此，准备好成为鹰的不只有壮志满怀的伍万里，还有想要展翅翱翔的新中国，更应该有肩负使命的青年

力量。

电影《长津湖》的历史大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正值刚成立、百废待兴，而美国却已经处于世界第一

强国的位置，力量悬殊。在战争中，我国步兵武器大多是中国志愿军靠战争缴获的，而美国步兵已拥有二战中的

精锐步枪。从粮食供给上来说，志愿军只有土豆、野菜和雪水，可美军的食物新鲜充足、品种多样，他们甚至还

在欢度节日。尽管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看起来不占任何优势，但其不屈服的精神，以及保家卫国的坚强信念支撑

着那时的中国毅然决然地出兵了。

电影《长津湖》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震撼。几个经典场景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我依旧记得面对美军狂

轰滥炸的空袭，毛岸英慷慨激昂地说到“几十万老百姓的儿子一道命令就上了战场，我毛岸英有什么理由不去？”

最后，他因回指挥部取作战图而壮烈牺牲。为了避免更多伤亡，雷公徒手搬运滚烫的美军标记弹，驱车带离，最

后牺牲于熊熊战火之中。

长津湖战役会赢不仅因为国人的作战智慧，更是因为每位志愿军必赢的决心和浓浓的战友之情、家国之情，

以及对后人免受于战争之苦的期望。我们不能被敌人从外面打破，想要成长壮大，就需要面对挑战，用实力证明一切。

虽然一个人的力量很小，但千万中华儿女的力量足以筑成长城守护国家。彼时那个破壳而出的新生命如今已成为

雄鹰，当今的中国发展为世界大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小觑。可我们没有忘记当年是谁为我们换来了和平与底气，

我们更没有忘记还有飞得更高更远的梦想。

作为青年力量，我们很幸运活在了没有硝烟战火的年代，但当国家“展翅高飞”时，活在庇佑下的我们是否

也要努力破壳而出呢？于自己的人生，我希望更多人找到生活的方向和理想并有为之奋斗的决心，逃离舒适圈也

去证明自己；于整个社会，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齿轮，做有价值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

而为之。

如今山河无恙、国富兵强，阅兵仪式上的飞机已经不用飞两遍了。中国如同雄鹰般展翅翱翔，吾辈也当自强，

从内部成长，去感悟追寻、破壳而出。

研究生通讯30
Postgradute Press  2021.12

SNAI
POSTGRADUTE

PRESS SNAI 物语



        光与暗的协奏曲
——读《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有感

□ 文 /夏昊泽

“有些常识的人都会记得，眼睛的困惑有两种，也来

自两种起因，不是因为走出光明，就是因为走进光明所致，

不论是人体的眼睛或心灵的眼睛，都是如此。记得这件事

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迷茫、虚弱的眼神，他们不会任意

嘲笑，而会先询问这个人的灵魂是否刚从更明亮的生命走

出来，因为不适应黑暗而无法看清周遭；或是他刚从黑暗

走入光明，因为过多的光芒而目眩。他会认为其中一个人

的情况与心境是快乐的，并对另一个人产生怜悯。或者，

他可能想嘲笑从幽冥走进光明的灵魂，但这总比嘲笑从光

明世界回到黑暗洞穴的人更有道理。”

                                                             ——柏拉图《理想国》

这是印在本书第一页的一段话，当我第一次翻开时，

没有什么感触，更想不到这本成书于 1959 年，同时摘得

科幻小说“星云奖”和“雨果奖”的短篇小说会让我在昨

晚合上最后一页时发出深沉的叹息。

读完整个故事，很难不为查理感到伤感。在没有变聪

明以前，周围的一切对于他而言都是充满了善意的。查理

拥有很多朋友，尽管我们心酸那些人只不过是在捉弄他。

而拥有了知识的他，感受到的只是无尽的孤独。“我不知

道哪种情况更糟：不了解自我但很快乐，还是实现理想但

感到孤独。”自始至终，能够与他相通的，只有小白鼠阿

尔吉侬，所以当他看着阿尔吉侬慢慢走向衰竭，查理也看

到了自己命运的最终走向。 

查理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原先智障的他其实并不知

道什么是勇敢，哪怕是选择成为第一个手术的人类。但是

当他成为天才之后，在知道自己终将走向智力衰退之后，

不管别人如何想，还是坚持实验研究，坚持写进展报告，

因为他知道，智障者查理·高登为人类智障研究作出了一

点贡献。这段作者的描写十分感人。明知最终的归宿，但

仍然勇敢面对，何等大的勇气！

无知才无畏，当窗上满是灰尘，阳光无法直射，那

光便不刺眼。随着心智的完备，记忆浮出水面，查理只能

被深深刺痛，自己亲切真诚的笑容在别人眼里原来代表着

空洞和愚蠢。他探寻真正的自我，寻找 " 我 '' 存在的完整

的意义，他清楚地知道在迷宫的尽头是什么在等待着自

己……不仅是他，文字面前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现，原来

理解是最大的残酷。

名为科幻，实似人间。我们每一个人从童年进入青壮

年，再到老年，亦是如此。由黑暗走入光明，再退回到黑

暗之中。" 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

曲赏析 " 这是阿尔及侬的一生，是查理·高登的一生，也

是我们每个平凡的人的一生。所以，无论光明中的你是否

比黑暗中的我更快乐，在时间与空间的每一个交点处，请

使出所能够的最大力气，用力去爱这个世界，以及所有匍

匐前进和直立行走的动物。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都值得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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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刘洪逍

If fate is destined, 
can you accept it 
frankly?
--Reading response of 
Never Let Me Go

I.Brief introduction of Never Let Me Go and its author

Never Let Me Go was published in 2005.The author Kazuo Ishiguro was one of the most renowned and critically acclaimed British 

writers.

Never Let Me Go addresses some contemporary issues. In 2001 and 2004, major legislation permitting stem-cell research was pas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the role cloning ought to play in improving the health of "normal" humans. 

It also explores more timeless questions like childhood bullying and the role of sex in relationships.

"The breakthrough in medical science came in 1952. Doctors could now cure the previously incurable. By 1967, life expectancy passed 

100 years ." The author pushed us into an old world where new things happened--Humans are already proficient in cloning .

Never Let Me Go is set in a dystopian world in which human clones are created so that they can donate their organs as young adults. 

The novel follows the life story of Kathy, a clone who 

is raised at a boarding school for future "donors". It is 

related in flashback: Kathy is now thirty-one and about 

to start her first donations. For the past eleven years, 

she has worked as a "carer", a nurse and companion to 

clones who are in donations.Kathy reminisces about 

her time at Hailsham. Her two most important friends 

were Ruth, a charismatic but manipulative and dishonest 

"queen bee", and Tommy, a kind boy with a bad temper 

who is disliked by the other students. Kathy relates a 

number of anecdotes about how her relationships with 

Ruth and Tommy change over time. Unfortunately, 

they all resigned themselves to their fates. They all 

"complete" their life by donating their organs to death in 

the end of story.

II. Exploration on themes

The characters in Never Let Me Go place a cultural 

premium on conformity––for example, Kathy repeatedly 

emphasizes how "typical" she is, and Ruth blatantly 

copies the gestures of older students at the Cottages. The 

organ donation system seems to run relatively smoothly 

because everyone is willing to accept docilely their fate 

as donors. Conformity is a common topic for dysto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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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fiction novels like Never Let Me Go, but Ishiguro is unusual in that he does not suggest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conform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ommy's brief tantrum in the field, no character indulges in any act of rebellion, large or small. The novel's universe is one in which 

conformity is an immutable quality of human nature.

The organ donation program is premi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clones owe their lives to society, and should be prepared to sacrifice them. This 

principle––not the actual donation program––is the novel's real point of interrogation. Madame explores this notion when she tries to explain to 

Tommy and Kathy that they should be happy they had happy lives at all, given that so many clones did not.

Ishiguro's outlook on hope is highly conflicted. It may make people feel better and allow them to live "decent lives"; the clones are happier 

at the Cottages because they have the idea that they can apply for deferrals if they wish, a rumor that Miss Emily allows to exist because it gives 

people hope. Nevertheless, in the novel's universe, hope only comes from falsehoods and delusions, from Kathy's hope that Ruth will break up 

with Tommy, to the illusive hope offered by the imagined deferral program.

The clones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ir fates as organ donors, but their lack of free will affects many other elements of their lives as well. 

For example, Ruth never achieves her dream of working in an office, 

and Kathy gets precious little time with Tommy. Ishiguro is ambiguous 

about where this lack of free will comes from––because Ruth never tries 

to work in an office, we never learn whether her unhappy life is due to 

the system or her own lack of initiative.

Within the plot, the carer program seems to exist so the clones 

will get a sense of what donations will be like, and also to keep the 

"normals" segregated from the clones. On the thematic level, Kathy's 

role as a carer allows Ishiguro to explore the limits of empathy––Ruth 

and Tommy frequently confront her with the fact that despite her skill 

and experience, she cannot truly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going through 

as donors.

Hailsham's closing underscores the novel's bleak ending. Readers 

may be inclined to see Kathy's tragic life as an accident of history, but 

Ishiguro suggests that Kathy is actually more fortunate than those who 

will come after her because she at least had a happy childhood.

The images of material deprivation––the run-down Cottages; the 

old items at the Sales––illustrate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that give rise to 

atrocities like the organ donation program. It also drives home the point 

that this alternate United Kingdom is no utopia. The organ donations 

have only slightly improved life for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hus the 

clones' deaths are especially poignant.

III.Personal Reflection

The story makes me feel sad and a little helpless. The nostalgic 

science-fictional package reveals a kind of despair like closing our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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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f there is a long and deep tunnel in front of us, but we close our eyes before entering the tunnel, leaving only a whistling wind. What we 

truly love, once lost, it is only fragile and weak.

In the beginning, I wanted to substitute myself for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 but I always kept a state of watching them pitifully. Like 

the teacher Ruth, like those onlookers who looked at their expressions, just compassion. 

Reading the entire story is like attending a funeral.Struggle for joy and survive, squandering the only things before the countdown.

They do nor dare to choose, to resist, and have no expectations, and this character setting is the most sad. We can accept all bad 

circumstances, but we can't lose expectations. But things like hope are not in this story. It is more like an abyss. Everything is set only for 

despair. We spent 100 minutes watching the darkness of an abyss, and even seeing the abyss deep inside us, with the despair beginning to 

flood.

Sometimes,reading this book feels like seeing an elderly self, without the courage to coexist with this world, and wishing to die alone.

Casey misses everything from the cottage and Hailsham, but has no hope for the future.The short-lived expectation activated by 

Tommy was also overwhelmed by the headmaster of Hailsham. Ruth ,Tommy and so many other donors are all over, as is Hailsham. What 

can last long is just short memories before the end.

The most shocking part of the story, for me, is the death of Ruth(accurately speaking, the completion of Ruth).Seeing her body lying 

on the operating table without stitching the incision left my heart twitching all the time. The idea of living in the present can indeed be 

happy, but it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that it ends. Tommy got out of the car. The cries that followed made my eyes wet instantly, and that 

moment of despair in my heart resonated with Tommy. Casey, who has been silently accepting this fate, made my heart tremble at the last 

question about how different my life was from them.

The value of life, this is the question I have been asking myself after reading this book, whether human nature is glorious or dark, is it 

worth sacrificing a healthy person, saving a dying person, let alone the right to choose. From the first cry after he landed, he was doomed to 

his destiny. These behind-the-scenes operators acted as gods and dominated the destiny of some people.What is this behavior? The plunder 

of the barbarians is jus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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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in 

Literary Works 
-- The Feeling of Reading 

The Great Gatsby

The Great Gatsby is a classic American modern novel. By 

reading this fiction, I have gained a lot of insights,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is the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of the novel. 

In Gatsby, Fitzgerald organically integrated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into the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scenery, achieving the ideal state of 

blending scenes and the unity of things and emotion. The description of 

environment is divided into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Now I will analyze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Gatsby with my own perception.

1.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descrip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includes the description 

of time, place, season, climate and scenery. Also, the descripti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environment itself, the plot and 

the characters. The following i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role of scene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in terms of these tree influences.

For the environment itsel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dicates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tory, while rendering 

and creating a certain atmosphere.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article uses 

a series of scenes to describe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t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Nick, the narrator of the article, visited Tom's 

mansion on a summer evening, opening the curtain of the whole 
□ 文 /俞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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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Since then, the novel has gone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and depicted a complete time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In addition to telling the time and 

place, the novel also uses the environment to describe the atmosphere 

many times. Among them, the most outstanding i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valley of ashes. "This is a valley of ashes--a fantastic farm 

where ashes grow like wheat into Bridges and hills and Gardens 

where ashes take the forms of houses and chimneys and rising smoke 

and finally, with a transcendent effort, of men who move dimly and 

already crumbling through the powdery air." The author portrayed 

a poor and dark valley and built up an atmosphere of despairs and 

discouragement through a few words. In Gatsby's funeral scene, 

meanwhile, the author wrote these words: "About five o 'clock our 

procession of three cars reached the cemetery and stopped in a thick 

drizzle beside the gate - first a motor hearse, horribly black and west." 

This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rnate and lively banquets before, 

rendering the cold and sad atmosphere.

For the plo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repares 

the ground for the following and promotes the plot development. 

Gatsby also uses the environment to describe the plot many times. 

On the last day of summer, the heat makes the heart flutter like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t is such hot weather that sets the stage for 

the conflict between Gatsby and Tom, which pushes the plot to the 

climax of the whole text. 

For the character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foil their 

mood, reveal their character and hint their fate.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carefully describes the mood of the characters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moon had risen higher, and 

floating in The Sound was a triangle of silver scales, trembling a 

little to the stiff, Tinny Drip of The Banjoes on The lawn." This 

is similar to a Chinese poem: "Mist envelops the cold water, 

and moonlight the sand. Not far from a tavern I moor my boat 

in the Qinhuai at night." They all described the loneliness of the 

protagonist. Secondly, the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an also reveal the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racters. Take    

Daisy's first appearance as an example. The breeze blows, the white 

gauze floats and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appeared in people's 

vision, reflecting the cheerful side of her personality. Finally, we 

can also guess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article does not directly 

mention Gatsby's death, but suggests Gatsby's death by the red 

ripples on the water surface of the swimming pool. Although it is 

not clearly written, this way of using the environment to project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makes the novel more literary.

2.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clud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racters, which 

plays a role in explain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orks. The Great Gatsby also use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o explain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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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of the main characters.

From a personal point of view, the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Nick's social relations at the beginning and gradually learns about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backgrounds of other characters through 

Nick's narration. From the background of characters, Tom and Daisy 

are undoubtedly in the upper class. Compared with Gatsby, although 

he has unlimited wealth,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atsby and Daisy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in the article, which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tragic ending.

From a social perspective, Gatsby's story takes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20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repeatedly 

mentione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is era environment: prosperous 

social economy, hug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prevailing 

hedonism……From the bustling banquets, we seem to see a colorful 

dream of that era. Therefor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 also reveals the theme of the article -- the 

spiritual crisis under the surface of the vanity of American 

society, that i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The 

Great Gatsby has extraordinary artistic value. Its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acme of perf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s also a model in literary works. Wang Guowei 

once said that "all scenery language is emotion languag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description 

in the novel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author's 

ideological sensibility. Of course, in addition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fiction's language style, image 

description, rhetorical devic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reading, I will find out the deeper 

thinking of Gatsby, tasting the charm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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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催人醒，不及晚霞懂我心    □ 摄影 /李天翔

 祈愿   

 □ 摄影 / 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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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摄影 /俞抒南

校园

   □ 摄影 /赵淑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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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 摄影 /许芸 四
季
流
转

   □ 摄影 /於铃

   □ 摄影 /刘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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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I
POSTGRADUTE

PRESS 光影心声

   □ 摄影 /陈虹钰

随手拍下的校园   □ 摄影 /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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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愿  □ 摄影 /刘清漪

我所逮到的去年秋意    □ 摄影 /黄娱卿法喜寺的亭台楼阁  □ 摄影 /刘清漪

   □
 

摄
影/

赵
淑
忱

     □ 摄影 /李天翔

 向阳而生    □ 摄影 /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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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I
POSTGRADUTE

PRESS 征稿启事

稿酬：

文章：中文：10 元 / 百字 ；  

       英文：20 元 / 百字。

诗歌：中文：30 元 / 百字。

摄影：文章、版块配图 5 元 / 张 。

      封面和封底 20 元 / 张。 

来稿要求

1. 来稿必须原创，体裁不限、字数不超过 1500 字；

2. 摄影作品请配上作品名称和简短介绍；

3. 来稿请注明投栏目、年级、班级、姓名和原 

              创声明，若为小组作品，请注明小组成员信息；

4. 编辑社保留对来稿修改的权责；

征 稿 启 事

5. 请以电子稿形式，由 E-mail 发送至邮箱：

               374182711@qq.com

6. 邮件命名格式为：姓名 + 所投稿版块。

“围学漫谈”版块：

Article Comment、Movie Comment、学习心得、

书评、案例展示等。

“SNAI 物语”版块：

观后感、读后感（中英文均可）、游记、散文、

随笔、诗歌等。

“光影心声”版块：

SNAI 时光、三行情书 to SNAI、闲时寄语、

校内文化“对对碰”、说出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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