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光 下礼拜或许会是个好天气

从数学的角度，气温和降水两个方
面，以及直观的图解来看，下周的天气显
然是越来越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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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又开始了部门生活

时间的流逝总是无情的，
不论多么热爱自己的假期，
大家总要面对着时间的一点点的消逝。

当一切完结，寒假画上句号，
新的篇章即将开启时，
每个人的心里
多少都激荡着喜忧交织的情绪。

第一次例会前还有些莫名的胆怯，
隔了好久不见面，
仿佛又感受到当初的紧张和激动。
而当我们终于聚在一起，
相视一笑时，
又找回了熟悉的感觉。

当我们又开始了部门生活，
发现大家只是过了个好年：
头发长了，肉也长了，
衣服也瘦了，
每个人都笑得有点傻兮兮。

聊一聊假期生活，
知道了大家原来都是吃货；
聊一聊上学期的课程，
一个个都在吐槽低得吓人的绩点；

比起有点羞涩和腼腆的上一学期，
每个人都笑的更加大声
也不怕破坏形象。

辛苦的工作，
熟悉的邀约，

都构成了重逢的喜悦。
我们彼此相知相识，
在炽热的心底，
学联化了，

是甜甜的味道 ......
那么，三月共处，幸运不已，
新的学期，还请多多指教啦 ~

两周的新生活也许带来了久违的疲惫感，
但更重要的是
又一次回归了部门大家庭的温暖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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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爱像棒棒糖，

甜甜蜜蜜

“ 亲爱的小哥哥小姐姐 
谢谢你的礼物 ”

“ 祝你像你送的棒棒糖
永远都是甜的，甜甜蜜蜜的 ”

一封封感谢信从贵州飞向上海，
指指相扣活动也迎来了尾声。

2017 年 12 月 6 日
志愿者总队在绿叶步行街
进行了 125 国际志愿者路演
筑梦行项目组展示了 69 个

来自贵州玉溪中学的小小心愿
一张张心愿卡陆续被认领

路演结束后
我们收到了大家精心准备的礼物
并统一发往贵州玉溪中学

2018 年一月初
礼物到达玉溪中学
每个孩子都欣喜地打开包裹
实现了愿望的他们，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他们一笔一划地写下了给
实现他们心愿的哥哥姐姐的心里话
学期初，我们收到了这一封封感谢信
——

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

谢谢姐姐……

非常感谢每一位参与“指指相扣”的你
你的爱心和你的行动

带给了山区孩子不一样的温暖
实现了他们愿望的你

是他们的天使

一张张心愿卡片
将上海与贵州紧密相连

大手小手
指指相扣

“
”

“
”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
以“爱”为名的精灵
或似春风般轻柔
或如大海般深沉

或苦涩
或甘甜
......

感谢每一位善待精灵的你，你的爱
像棒棒糖，甜甜蜜蜜。

新年之时，
一部《三分钟》纪录片，
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人。
不论是身在他乡的游子，
还是已经陪伴在母亲和家人
身边的归乡之人，
内心都被这样仓促却又深情的
新年相聚所深深打动。

当这位母亲从车上走下，
母亲和孩子眼中的喜悦
和那个大大的拥抱；
当列车还剩几十秒钟就要开走，
孩子却因为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坚持要背完九九乘法表时，
这位母亲眼中流露出来的爱怜；
当母亲重新走上火车，
她眼中对孩子的关爱
与孩子对她的不舍……

她是一个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人，
是一位默默无名的“巾帼英雄”。

她要服务守护每一位在火车上的乘
客，让所有在归途之上的人平安到达目
的地；但她也是一个母亲，那个会抱着
自己的孩子怜爱不已，在好不容易相聚
的夜晚与孩子打闹嬉戏讲睡前故事，要
孩子好好学习背过九九乘法表，照顾家
里的一切的孩子口中奶声奶气的“妈妈”。

她牺牲了这么多年自己与家人相聚
的日子，来陪伴火车上归家的匆匆行人；
她放弃了自己的新年，却为那火车上的
千万乘客带来了平安和舒适的新年归途。

而我们的身边，还有许多这样为我
们默默奉献的“她们”。

 你不必是“巾帼英雄”，
已然用身影打动人心

你也许见到她在食堂
匆匆忙忙给饥肠辘辘的你
忙碌地走过去走过来
只为盛你想要的菜；
你也许看见她在后厨
火急火燎的忙碌身影
然后将一盘盘的好吃的饭菜
端到你的面前；
你也许遇到她走在宿舍楼道
或者走进你的宿舍在你耳边叨叨着
让你打扫卫生收拾东西；
你也许看到她在垃圾桶旁边
将垃圾仔细捡拾
然后骑着那破旧的三轮车缓缓离开；
你也许看到她站在讲台上
轻柔抑或激昂地将一个个
听的半知半解的名词侃侃而谈……

她们，也许是默默无声的，
但是，她们是伟大的。
早上起晚要赶早课到了食堂排队，
阿姨记住了你报出来的一串早点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所有你要吃的东西拿到你的面前
然后神速算出该收你多少钱，
即使有的时候会拿错算错；
经过宿舍大门门口，
宿管阿姨突然叫住你叮嘱你

静水无声

她们不是载入史册的英雄人物，
却有着甘愿牺牲的英雄气概；
她们不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却为你更好的生活尽心尽力；
她们，
也许只是一个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却用那股无声之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这样的伟大。
所以，今天，
祝所有默默付出的她们，节日快乐。

在教学楼里走着，
遇到正在走廊楼梯上拖地的阿姨，
她笑着给你让开过去的地方，
当你经过后又弯下腰去继续干活；

上课走神看着老师的脸，
她的眉飞色舞，
她的沉吟思索，
她的平静淡然，
她因为备课眼周淡淡的黑眼圈
和长度正好扫在肩膀上的零散头发…
回过神来之后，
又开始好好记起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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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睡梦来临时
宿舍剧场要开始了

滴答滴答滴答，
秒针又划过表盘一圈；

白天的嬉闹渐渐隐匿在了
夜的安谧中，

匍匐已久的鼾声
悄然爬上了床头；

晚安之后，
新的剧目即将开场。

沉迷动画型 虔诚诵读型

中二晚期型梦中对话型

众人皆醉型

半夜迷迷糊糊起床上厕所，听见“小
公举”的一声大喝“不要动！有老鼠！”，
吓得瞬间清醒！“老鼠在哪儿呢？在哪
儿？”

室友的声音带着嫌弃的声音再次响
起：“老鼠抓不住！汤姆你这个笨猫！”
八人间的宿舍里，“白雪公主”仍然沉
醉在她的睡梦中，“七个小矮人”却全
部惊醒，哭笑不得。

第二天，大家语重心长地告诉这个
可爱的姑娘：“囡囡啊，猫和老鼠少看
点吧……”

“数学作业你写了吗？”
“完了我忘了。”
看似一组平常的对话，发生在两个

头碰头睡着的室友之间。其他室友原本
在黑夜中小声卧谈，空气突然陷入迷之
安静。

她们，不是，已经，睡了，吗？

半夜睡在对面的“神父”突然坐起，
念了一大段英文，努力辨识室友根据他
最近的行为讨论后得出结论，他在念圣
经！

“神父”的外号就这样诞生了！
“神父”后来真的成为了这样“神奇”

的人，握圣经从人群穿过，若带着上帝
神圣的光环。

“这就是我的超级能量！”
听到这句梦话的时候大概是辗转难

眠到了凌晨三点，室友忽然喊出这样中
二的宣言，心中竟涌出一丝苦涩，所谓
你的超级能量也许不是拯救世界，而是
沾着枕头就能睡着，在梦境中为自己铺
陈开巨大的舞台，披着英雄披风，挥动
着能力棒，将万物生死系于自己的肩上。

至于最后这个有着超级能量、心系
苍生的救世主做了什么拯救万物的事情
呢？

她去学习了如何“经济匡时”来施
展自己的超级能量。

“你们都不要说梦话了！太吵了！”
兄 dei，难道只有你一个人醒着，我

们都活在梦里？
我们快醒醒啊，别再说梦话吵到我

们唯一清醒的室友了！
“众人皆醉我独醒”说的是室友本

人了！

或而扮演斗士，
喊着冲锋的口号；
或而发泄愤怒，
叹息和哀号；
或而表演口技，

模拟出各种神奇的声音；

深夜剧场里，
无意识排布的演出

白天被拼凑成室友们口中长期的笑料，

黑到天荒地老

曾经，小年糕只觉得——
选课一时爽，退课两茫茫。
现在，在经历了第一周的洗礼后，
小年糕觉得——
大家总是希望遇见对的人棒棒的老师
而这周的他们，
也许正是那群颜值智慧情商超群的老师。
一开始也只是抱着听一听试试看的心态，
半信半疑地遇见他们。
也许你也有试过，
只是因为一句话，一个人，
那节课就不知不觉间让你决定留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
走进他们美妙的课堂！

所有所有的老师都是极好的，
小年糕的选辑也因篇幅原因
难免不能介绍所有老师的风采。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
不辜负超级棒老师的心血
和自己的青春哇。
只一句话，我决定不退课了。
和新学期的学分作战到底（加油）！
期待和明天神采奕奕的你相遇。

只一句话，
    我确定了不退课

一
周橙老师

西方经典音乐作品鉴赏

周橙老师敲级漂亮，超级认真负责，
绘声绘色，很有活力，仿佛为我财的音
乐品味注入了一股清流 ~

 “这估计是我见到大家最齐的两次
了，下一次就是期末考试了。”

“这个电影真的就是音乐渲染的好，
不然一点不恐怖（伸手关声音），你看，
这风和日丽的，再配上一段中国风，简
直中国旅游宣传片嘛”

二
张立柱老师

数分课

总是充满了满满的儒家味道，讲述
中国古汉字手到擒来，性格温和，循循
善诱，对待同学的问题细细讲解。

“这是乾卦，这是坤卦，乾坤之力，
阴阳调和，这就是莱布尼兹公式，二进
制等在古文中的来源 ...”

三
徐圣龙和刘洋老师
电影中的哲学思辨

徐圣龙老师放的片子以及他的思辨
思考充满着激情和哲理，也期待着后面
刘洋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这门课很多同学都觉得是看
电影的，嗯，对，我们这门课就是看电
影的。”

四

经济中国可是请到十位各个学院（甚
至外校的）名牌教授共同来打造中国品
牌的高校课程。大佬云集的群师讲解，
是同学们赚了赚了哇。

章忠民老师：“记得我去乌克兰基
辅大学时，看到了我的冬妮娅（《钢铁
是怎么炼成的》女主角），一位女老师，
我冲上去和她合影，看情形不对，就又
随便拉了路边的一位男老师，这样的合
影就可以发出来了（大笑）”

章忠民，曹东勃老师
经济中国

他思想深刻犀利，解放了思想，显
得博学而幽默。年少意气风发，自诩小爷，
老来自称本座，个性不羁。

他也很浪漫，去他办公室的时候，
一栋楼安安静静，但到了四楼，传来他
放的哐哐哐的交响乐。

他很和蔼，没有架子，读了许多书。

“这个世界不美好的原因，是你相
信了不美好的东西。你把人类对于美好
的追求，当作互相踩踏的理由。”

“当代社会角色转换是很快的。强
行运行的话，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固
化越来越残忍。”

刘新老师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五

六
张永超

数分

他性格温和，儒雅，十分关心同学。
最感动的一次——开学第二次上课的时
候，发作业本，硬生生把每个作业本发
到了对应每个人的桌前。这年头，这样
的好老师上财有。

“我们还有几分钟，然后就打下课
铃了 ...”没事的，老师你可能也讲不完
（捂脸）。

七

这是一个有孩子的男孩纸，无数女
同学开始痴迷，他趁着下课，努力地将
每个人的脸庞和名字对应上。

“假设我很有钱，假设我很爱学
习 ...”同学们心里默默念叨着假设我门
门 4.0，嘻嘻。

刘可清老师
中微

八

“你们开卷还是闭卷啊？”
“闭卷，那我打算跟教务处建议开

卷考；开卷，开卷才更能看出真本领。”
这一定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教师。

孙鹏老师
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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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前倔强地立着一株孤樱
风起时 花瓣打着旋儿

淡淡地落着 
窗前映着每一位中微学子的熠熠目光

伟大的偏导和拉格朗日乘数法
也在偷偷望着你微笑呢

武东小小的树林下
紫霞般的二月兰伴你走着，
别名“诸葛兰”的它，

会为你带来小诸葛般的聪慧加分 ~
走向一教二教梯教，走向成功每一天

右侧的灌木丛中，
绿叶映着新芽，
焕发出勃勃生命力

阳春三月的英贤图书馆在花的尽头等着
您呢 ~

武川草坪
的粉红心

和你今天的快乐心情
让我们相约周六延时区相见 ~

到了春天，最大的主角还是桃花了。
原先还只有稀疏的几个花瓣，

似乎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群芳争艳的盛景。
淡粉入翠绿，格外极富意趣。
同学们驻足欣赏这久违的景色，

青春飞扬脸庞被它染色，
正是契了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

我不知道这种花的名字，
它们也只是开在不起眼的角落。
但是它们依旧用自己的生命

点缀着这个季节，
让这个校园的色彩不再单调。

这么看来，
春的气息确乎是在上财周旋了。

你看，如此这般，
花开期中也超靓，
花谢期末亦不凉。
学期过去四分之一，

期中考试要来了，期末还会远吗？
上海“期中期末一起考”大学的称号

可不是乱起的
我们和我们许是枯燥许是艰难的习题里

在日渐的融会贯通中
和着花香成为我们的明天

花，无言静好

不知道是伴着风声雨声
还是朋友圈里大家发美图时的

啧啧赞叹声，
上财校园里，

樱花、玉兰和千万朵不知名的花开了

春分已过，
正如王维在《田园》里描绘的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
花朵不仅将明媚的色彩带给大自然

更用活泼的生机
点染每个学子的缤纷心情

然而，
三月接近尾声，

作业也在不断地增多着。
有的毛概老师出了
四千字的平时作业 ~

有的数分课平时作业海量增加 ~
花香雨声夹杂着老师的板书声，
声色荡漾在刷锻人的脚下和心间。

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吧，
从初春学到烟花三月，

从含苞待放学到娇艳盛放。

如果你也常常走过二教和教技大楼
一定会情不自禁驻足

——望向那一抹无法忽视的倩影
是如云如雪的单瓣樱花梢

跳跃着的春意
是风过弯腰捡拾落花的孩童

眼里映着的喜悦

酌一壶樱花酒

默默陪伴我们成长进步的
不只老师的叮咛 好友的督促

更有无言的春之使者
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你：

一年之计在于春
花开无声，花落寂寂

嘘——
拍照时

也不要打扰到旁边学习的同学们哦

温一本数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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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学的角度，
气温和降水两个方面，
以及直观的图解来看，

下周的天气显然是越来越好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
就像经济学理论中的假设之多
使得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高层
敢完全听经济学家的意见一样，

当我们在统计模型中加入了“地处上海”
这个因素，

我们也就不敢完全指望
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了。

不过总的来说，
下星期，也许会是好天气。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可以做许许多多过去几个月来

都做不了的事情了，比如：

刷锻！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值得庆祝的，
那应该就是
爱打球的同学不会再被
局限在武川校区的室内体育场；
爱拍照的同学可以走遍校园，
在太阳光下拍摄抽枝新芽；
不用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臃臃肿肿，
走在路上一眼望去都是大白的身材比例；
还能解放双手
——至少每次洗完澡可以少洗两件衣服。

春天早就到了，
温暖的日子却总是姗姗来迟。

但终究是赶上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不光有诗和远方，
还有数分和高代，

以及活动越来越频繁的猫咪们。

距离上一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被一只跳上餐桌的猫咪吓了一大跳

已经有小半年时间了，
距离下一次被吓到恐怕也不远了……

想想是不是还有点小激动？
以及

不用再每天到阴冷的一教二教和四教
找没有情侣的教室自习，

图书馆有大把阳光正好的地方等着你；
坐在温暖的自习室，
阳光随着移动的笔尖

照在各类大部头的教科书上。

春寒料峭和炎炎夏日之间的时段，
恰好是学习的好时候 !

活在 sufe，忧伤的事情无非三件：

一、忧每学期要刷的锻越来越多，
二、忧过了许多礼拜也没刷下几锻，
三、忧刷锻时白白多跑几百米却没被
记录。

那，你占了几条呢？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值得高兴的事。

下星期，或许会是个
好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