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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与百年文化之旅

小编就带你们去参观我校引以为豪
的新地标——校史馆、商学博物馆！

>> 详见第二版

百年上财“百年匡时说”系列讲座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我们
有些好故事想与你分享。

>> 详见第三版

小红豆志愿者资料大放送

你有看到过红色身影在校园里的各
个岗亭之间快速的穿梭吗？那就是我们的
小红豆。

>> 详见第四、五版

流光 志愿者红榜

上海财经大学“百年校庆”志愿者名
单。

>> 详见第八版

百首不离

三行情诗获奖作品展示。
>> 详见第六版

流光 一百本属于上财的书们

一大摞一大摞的教科书，记载了无数
上财人的故事。

>> 详见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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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走过
上财百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红豆呀。
我为大家点起一盏盏明灯，
和你一起走过上财百年的路。

先导篇
——这是千里迢迢，用爱发声的祝福

志愿者
——这是小红豆的诞生和故事

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铭记母校谆谆教导 展现莘莘学子风采
为上财百年华诞 贡献青春之力量

校史
——这是她的风雨往昔，辉煌今朝

时光如练，岁月如歌 线上活动
——三行情诗
百对情侣

三行总是太短，
三行总写不尽千言万语，

不如我和你
百首不离

讲座
——这里是一群有故事的人和有趣的灵魂

探索真理，立德树人
传承文化，经时济国
荣光百年，匡时再叙

游园

——这是一次重回大学的别样旅程

晚会
——这是百年上财的别样演绎

冬已至，
寒风送来一份邀请 

来自你期待已久的校庆文艺晚会 
有深情的歌喉、曼妙的身姿 
有闪烁的灯光、动人的风景 
让我们揭开晚会的神秘面纱

一窥她的美丽 

更多精彩

——校歌 MV
100 种比心方式等你回家

我为你点亮九盏灯
照亮回家的路

想和你一起走过这些精彩的旅程
一起走向她的百年



收藏有世界各地、古往今来的各类
货币，再现着货币的演进史。

完整版的第一套人民币，据说也是
“价值连城”。 细心观看，还可以找到
这张我国历史上面额最大的货币，面值
高达六十亿元！可惜其购买力仅仅相当
于七十七粒米。

商学博物馆的主馆，以全方位的视
角展现了中国商学的面貌、勾勒其沿革
轨迹。

1924 年，上海商科大学就已经引入
了英文教学。在入学考试中，除了国文
和本国史地之外，其他科目的试题都是
英文出卷，国际化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
在这里可以看到，我国商科踽踽前行发
展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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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校史馆、商学博物馆开馆满月了！
什么？
校史馆？博物馆？
在哪里？育衡楼？
听了这么多次的你还没去过一次吧！
今天小编就带你们去参观
我校引以为豪的新地标——
校史馆、商学博物馆！

校史馆以详实的史料和丰富的展示
手段，完整地展现了百年学府从成立、
成长到发展壮大的历史。

一个世纪以来，上财校址数度变迁，
1917 年肇始金陵，1921 年扎根沪上，历
百年风雨而砥砺前行，遭数载烽火仍弦
歌不辍。九易校名，十迁校址，校址变
迁墙上便是这艰难道路与辉煌历史的记
录。上海商科大学正门的复原模型， “国
立商科大学，自本校始。”从此以后，
上财扎根沪上、传承至今。

视觉与文化之旅
F1   

上海商科大学时期所颁发的毕业证
书静置在展厅中央。早在那时，我校就
注重学科设置上的文理并重、学术并重。
这一纸证书，标志着一位高水平商科人
才已被成功栽培，报效社会。在传统风
格装饰的墙面上，展示着过去上财的校
舍与学生合影。如今校园中的国立上海
商学院校门，正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校门
修复再现而来！

1950 年，国立上海商学院正式改名
为“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开始为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这一展厅介绍
着建国后的发展历程，随着各地商学院
的并入，我们成为了当时华东地区唯一
的财经学院。

继续前进，展厅的风格也逐渐走向
现代。经历动荡年代之后，高考全面恢复，
上海财经学院也随之复校，并光荣成为
全国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这代
表着中国学界当代的高水平，直到今天。

从“西风东渐、燕梳保险”的清代
到“风雨同舟、保险匡时”的民国再到“曲
折险行、革故鼎新”的新中国，完整展
现了近代中国保险的沧桑历程。

这里模拟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正
门复原，它既是公司又是管理机构，地
位十分重要。

保 / 险 / 馆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税收历史。
税票馆中的主题墙由金属铸成，铭

刻从甲骨金文到现代宋体的税的字形，
记述着税之概念的源远流长。琳琅满目
的各式税票藏品，能让有兴趣的同学可
以在此慢慢观看赏玩一整天。

收集各种计算工具，追溯人类计算
能力的发展，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中西算
具文化。

算盘、标尺、老式计算器…算具馆
的主题墙设计真是新颖又有趣呢！算具
馆中陈列的手摇机械计算器。在科技不
发达的年代，这小小的机械可是商科人
的得力助手，是精算师必不可少的计算
工具 .

F3

货 / 币 / 馆

“厚德博学，经济匡时”
春秋变幻百次年轮划过百行
百年峥嵘，时代荣光
先人创业之辛，吾辈铭记于心，
矢志不忘

算 / 具 / 馆

F2 商 / 学 / 博 / 物 / 馆

校 / 史 /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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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 票 / 馆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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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匡时说
我们有些好故事想与你分享

探索真理，立德树人
传承文化，经世济国
荣光百年，匡时再叙

来感受上财的历史跌宕
来聆听教授的谆谆教诲
来学习校友的丰富经历

那些记忆与积淀
穿越百年的时光款款而来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我们有些好故事想与你分享

值此上财百年校庆之际，校学联学
术文化中心将举行一系列回顾校史跌宕
起伏、尊崇教授治学理念、追忆校友个
人奋斗的讲座，使在校学子感受上财百
年历史积淀的沧桑与厚重。同时也将联
合各学院团学联学术部开展以“百年匡
时说”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月活动，分享
更多有趣的经历与故事，在校庆期间营
造校园中的学术氛围。

申城上海，甲级风韵。
本场讲座将邀请研究商科历史的老

师，择取中国近代商科发展，尤其是上
海地区商科发展的历史进行讲解与分析。
回顾上财的历史背景、以及上财对于中
国商科发展的历史贡献，我们感受到的，
会是一份独属于上财人的归属感与自豪
感。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之揽百年商史
——甲申讲坛第 121 期

四

各学院团学联学术部系列讲座六
除了上财的宏观感知以外，每个学

院也有自己有趣的故事想要分享。或是
学院中的老师，或是知名的校友，都有
一份经历等待挖掘。

由各学院团学联承办的校庆系列讲
座冠名“百年匡时说”，以校庆系列学
院讲座月的形式，营造学术氛围和校庆
气氛。

上财百年，岁月沧桑。
历经风雨，上财的政策方针，所秉

承的治学理念和思想都在不断地随着时
代进步。

而他们——教师，便是引领上财的
掌舵人：

他们见证了上财的伟大变迁；
他们培养的桃李遍布天下；
并且他们仍在不停地为上财谋划更

辉煌的明天。
本场讲座特邀请两位跨越上财建校

百年历史节点的老教师，从个人亲身经
历来讲述上财历史思想、教育教学的变
化。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之嗅桃李芬芳

——SUFE 如师说第 12 期
五

曾经的他们，聚集志同道合之人，
克服困难重重，为了心中的一份热爱，
为了这份热爱可以传递给更多的人。

如今的他们，值此上财百年校庆之
际，重回母校，再看看当初自己亲手建
立起的社团，依然是割舍不下的一份情
感。社团类别各有不同，或文艺、或运动、
或学术，但一致的，是他们都希望通过
社团这个媒介，能让上财多一份温暖与
活力。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之品社团百味

——青年进化论第 19 期
一

每个时代的上财都有她独特的魅力，
每一代上财人都有他们专属的记忆：初
入上财的憧憬与希冀、校园生活的酸甜
苦辣、青春岁月的勤奋与拼搏……让我
们共同聆听不同时代的校友们与上财共
同成长的故事，分享那些属于他们的上
财情结和校园回忆。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之忆财年韶华

——青年进化论第 20 期
二

“百年匡时说”校庆系列讲座
之瞻匡时之路

——论谈第 82 期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
化、我国综合国力日渐上升，上海财经
大学作为国内顶尖财经院校，上财人对
于如今经济金融的形势都有自己独特的
观点。

本场讲座将邀请上财几位统计学院
知名教授，共同探讨上财的前沿学科——
统计学在当今时代下的发展方向、发展
前景。希望不同的思想总能碰撞出精彩
的火花。

三



前台 校徽中的主要元素“翻开的
书”：书籍象征学问，与校训
“厚德博学”相呼应。

内墙 校徽中的主要元素“货币”：
货币象征经济，与校训“经济
匡时”相呼应。该货币为春秋
战国时期的“安阳币”，币身
镌刻古体“安阳”二字，寓意
吉祥。

空间 岗亭为右侧开放式，方便志愿
者进出服务站。

底盘 岗亭下方带有车轮，便利了岗
亭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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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胸口和背后的位置，外套在袖
口也设计有“SUFE”的字样，手臂位置
上则有老校门的图标，满满的细节让这
件外套更加契合百年校庆的主题。

这件外套的设计者为10级毕业校友：
李易达所创立的设计团队“Creat My 
Style”，联名设计者苏镇仪。

口说无凭，眼见为实，
这么好看又外套穿在身上
又是什么感觉呢？

穿起来是不是也一样帅气好看呢？
在这场百年的盛会里，

你也看到
穿着承载满满心意的衣服的志愿者们，

用红得赤诚的热心、
白得无私的灵魂，
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用微笑和帮助，

为你开启一个美好的百年校庆。

继上一次帅气百搭的外套之后，
你是不是还意犹未尽？

所以现在就跟着小红豆一起，
继续看看百年校庆志愿者队

颜值 max 的 T 恤、裤子和帽子吧！

帅气的东西，要搞就要搞一套。
当当当，这就是我们这件红色之中带着
星星点点白色来点缀的 T恤。
因为 T恤和外套是一套的 LOGO。
“Yo, yo, com’on, check it out!
十一月初风生水起，百年上财普天同庆。
志愿者队意气风发，助人为乐全场最佳。
胸前红心财大雄鹰闪耀明星，
百年之际骄傲腾飞赤子之心；
臂上庙门背上景观辉煌灿烂，
志愿者的投入将让你刮目相看！”

那么也许有同学会说——
“那么红，不会审美疲劳吗？”
于是，
纯白色的裤子应运而生，
从红色的外套上脱胎而来，
简单素朴、却干练静美。
这时白已不再是点缀，
而是真正的与红遥相呼应，
赤子之心与乐于助人的无瑕灵魂，
也就这么与我们的志愿者融为一体。

这几天小红豆我也是很忙的呀！
忙着欣赏百年校庆志愿者专用衣服，

每一件都那么富有深意，
让小红豆想要一件一件，
慢慢讲给你们听呀！

那么，今天就先来讲讲，
我们特别适合秋冬穿着的志愿者外套吧

外套篇

先来看看正面：左胸口那个扇动翅
膀飞翔的红心，它象征着财大的老鹰，
承载着志愿者的热心一起翱翔。右胸口
的 sufe，向母校苏菲献出了一份独特的
百年祝福。

转过身，背面的图腾也极具内涵。
在这图腾上，你可以看到校园里的景致，
校门、红瓦楼、水塔、毓秀楼…这也意
味着志愿者的服务和热心将遍及校园的
各个角落。

T 恤、裤子、帽子篇

T恤

裤子

小红豆的
   志愿者资料大放送

帽子

小红豆想，财大百年之际，
比衣服更红，更热烈的是志愿者们，
许许多多的在校的同学们，
或已经走向工作岗位的校友们，
对母校的热爱之心。

现在，装备都到齐啦，
我们把整套志愿者装备来穿上吧。

远远的看着我们的志愿者们，
浓浓的财大红，
是红瓦楼的红，
是财大人热情的红，
来纪念我们母校 100 年的生日。

白底的长裤，火红的 T恤，
让我们的志愿者在人群中格外耀眼。
你可以对外宾自豪地说：
“看！那就是我们财大的志愿者！”

马上，你就能看到，
红色身影在校园里快速的穿梭，
忙碌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传递爱心与温暖。
渐渐地开始期待
这样的志愿者出现在你眼前了。

除了要有帅帅的衣服，
一顶让人一看就眼前一亮、
精神抖擞的帽子也是必不可少的哦！
正面一瞧，
一团火热的财大红映入眼帘，
白底的帽顶上映着的是 SUFE:，
直观的描写母校，
表明志愿者身份的同时，
也彰显了志愿者们的热情。

侧面是志愿者的 Logo：
象征着财大的老鹰，
承载着志愿者的热心一起翱翔。
精心设计的 logo 之下，
是我们志愿者满怀着的信心与爱心，
见证财大从一个一百年
走向另一个一百年。

志愿者岗亭的设计思路来源于我校校徽。

当当当！！！岗亭合照来啦！

岗亭主体采用财大红，
不仅与校徽主色相呼应也象征着
志愿者的热情、活力与爱心，
展现了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所以，
热情洋溢的志愿者
+精心设计的岗亭
=校庆绝配！

- 岗亭分布位置 -
国定路正门

绿叶步行街入口
绿叶步行街出口
老校门门口

风雨操场——图书馆一带
创新创业中心附近

看完了小红豆的装备们，
不如再来看看小红豆们的“根据地”——
岗亭的介绍吧！

岗亭

真的越看越可爱！
这小小的岗亭不仅萌，
而且包含寓意～
相信有了岗亭，
志愿者们可以更好地奉献爱心哦。



百年流光，匡经济世
育人治学，初心不忘
屋中有书，园内有人

@邓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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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 #

她赠我百载悠悠的晚霞
你赠我百岁淅沥的碎雨

江湖烟雨沉浮
自初见姑娘，莫敢让佳人彷徨
她赠我百本浩瀚渊博的书
你赠我百扇明亮宽敞的窗

你是博学的智者
你是匡时的斗士

你是星辰下不愿醒来的梦

于是，千言万语，不如让我和你
百首不离

#带你倾听百首不离的誓言 #
独身一人
但倾心于卿
百年，一见
我对你说爱
却与众不同

历经十天的投稿、筛选、投票，
三行情诗悄然落幕

百首不离 
三行情诗获奖作品展示

曾经，我是背着希望流浪的孩子
是你收留我，给我一副翅膀，一扇灯窗
让我冬雷阵阵夏雨雪，无所惧                           
                            @ 鲍韫琪

我带你去吃清真
带你去吃缤纷谷
带你去吃面包房新品

           @ 王嘟嘟

我见过你的凌晨与日落
你见过我的茫然和无措
财遇上你我已舍不得分离

            @ 倪蓓

# 二等奖 #

#三等奖 #

百年相遇
愿我花满枝桠
点缀你烂漫春夏
         @ 彭敬航

绿叶街摆渡了时光
匆匆
一头是别来无恙
一头是初见欢喜
         @ 未署名

十里玉兰香馥郁
期颐匡时魂不息
能不忆上财
         @ 朱伊琳

我欣喜清秋的爽朗
爱慕弦月勾连而上

你悄悄在情人坡洒下落叶和冰糖
小小蚂蚁的彷徨

破碎了二教的玻璃窗
财又百年尽是富丽堂皇

三行总是太短，三行总写不尽
最后一首情诗
代表每一个人

送给你

我爱你

初见红瓦白楼日月掩映
竟闻百载笙箫朝夕不停
我依旧恋慕你的阡陌交错、落叶繁星
                              @ 陈伟

你是那娉婷百载五月玫瑰的桂冠的露水
想用揣在兜里化掉的三行荒唐胡言
将你接进手里暗暗揣度你嬗变的心和梨
花带雨的表情
                            @ 胡力恒

比环游世界更美好的梦想
是度过每个破晓的日出与黑暗的辰夜，

跟你在一起
@丁颖

一
百
本
属
于

还记得，那年午后，
考试季忙碌的日子里，
偷偷啜着奶茶，缩在图书馆的角落。
一大摞一大摞的教科书，
记载了无数上财人的故事。

为什么对它们念念不忘呢？
也许是第一次向学长学姐借到了书。
也许是书里曾经自鸣得意的涂鸦，
也许是夹过的一封情书，
也许还有一丝不苟的笔记、批注
隽永地记叙着年少，
也许上面还带着吃着外卖手不释卷时，
不小心溅上去的菜香味……
为什么对它们念念不忘？
因为那些陪你走过寒暑、
那些走过的灯火通明的深夜。
它们占据了大学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

高数这门学科实在是让人难以言说
多年以来，
它的版本变了，
封面变了，甚至内容都变了，
但唯一沧海桑田都不变的，
就是考试时带来的的窒息和压迫……

第一个上财的考试，就是英语。
每个礼拜最有穿越感的，还是英语。
种类繁多的课本，
同样种类繁多的考核模式，
以及各种”用之不竭“英语作业。
是否也给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很久以后，考过四六，走过专八，
还是总会想起
在 sufe 英语教室里每一个的
绞（临）尽（时）脑（赶）汁（着）做
pre,
带着耳机听听力的日子。

大家心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 feel。
没错，这就是让绝大多数信院男女
都闻声惊惧的 C++ 程序设计；
让无数人把它奉为开学选课票圈首问，
最后还是只能自己哭着读下去的经管机。
上面的老师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
底下的同学双手并用眼花缭乱
两门只能自学的课，
两门确定是要自学的书——
因为你根本跟不上老师“表演”的速度，
因为你根本记不住上节课的操作。
没事，坚强的说一句：
“大学，本来就是自学的啊。”

年轻人，
你以为你到 sufe 来只是上专业课的吗？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还有许许多多课外读物，
等着你去一探究竟。
无论是选修课、限选课还是专业课，
赶进度的时候，写论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书柜上摆满了各式的书——
有可能是社会学的一学期读物，
有可能是神秘的物理学，
有可能是每周讨论一次的战争志，
有可能是看一行查三个词的 case。
突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原来我已经读了这么久了呀。
Sufe 诞生已有百年，一百年里，
形形色色的教科书
如过江之鲫在时光里蹦蹦跳跳。
一百年的上财，却不止一百本书，
细细密密的，
还有你我、曾经、未来的记忆。

上
财
的

们
BOOK

你见过这么多高代书吗？一

大英！大英！二

据说只能自学的书们三

既有让人昏昏沉沉、
据老师说学得很好炒股票依然亏得一塌
糊涂的《政治经济学》，
有一听名字洋气十足、
来自大洋彼岸落户上财的《商业银行管
理》，
与心理毫无关系、通篇都在讲市场的《消
费心理学》，
大一的时候第六版还能用，
大二就已经变成第九版的再版狂魔曼爷
的《宏观微观经济学》。

我们财经院校的杀手锏四

一些不是在课上用的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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