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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十九大倒数第二天咫尺     

这段人生的二十分之一，中国走到了
第十九步。

>> 详见第二版

咫尺 十九大倒数第一天

那风起的日子，我看了五年——上财
的守望者们。

>> 详见第三版

咫尺 十九大开幕！

十九大开幕！上财学子的梦与担当。
>> 详见第四版

流光研语 同学，夜宵约吗？

大家对新食堂的夜宵又有那些看法
和建议？且看如下调研——

>> 详见第八版

这天 举国同庆，难忘过去

两个人，两件事，两个速度。
>> 详见第五版

百年期颐这是上财窗里窗外的故事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
看你。明月装点了你的窗户，你装饰了别
人的梦。

>> 详见第六版

流光光影 夜深的每一条街道

有时候会忘记百年的背后总有灯光
照不亮的地方，

                    >> 详见第七版

上
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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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和
你
们
2.0

慢
慢
走
呀

上财青年于我是一处编织絮语的巢穴。
@司空不语

用指尖灵动的触感书写心情的日子
仿佛还在眼前，

像春水初生，春林初盛那般。
你存在的每个日子，阳光都明媚。

上财季，青年时，
春风十里，都不如你！

@全小欣

希望上财青年年年常新。
@曹大喵

【昨天，致那些过去的故事——

【明天，即是创造未来——

下一年，
还想和你们，慢慢一起走。

在今天，
邀你揭晓，上财青年 2.0

太阳下图书馆的猫馆长很慈祥，
雨后梯教芭蕉上的露水很晶莹，
清晨初醒春晖湖旁水上泛起的粼光层层，
还有黄昏微醺的老校门下在一起的身影，
想用相机和你分享我见到的每一处美好。
留光，用照片，记录留驻时光。

书页微吹，咖啡熏醅，今晚月色好美。
夜晚虽好，犹少故事。
在和你说“晚安”之前，
我想说说这个学校的故事。
一只老猫的自述，或是一段悄悄的情愫，
是他的故事，也是你我不经意的生活。
这里是“晚安”，在双周的周六：
我有故事，你想听吗？

上财那么小，事情却不少。
世界这么大，我只关注它。
每一件校园新鲜事，每一个热点话题，
都是这个学校与你相关的三两小事，
幽默的语言，独特的视角，
带给你不一样的上财新世界。

这是青研调研部的问卷发布专用栏目，
你关心的上财热点问题，我们为你聚焦。
以“语研”开始，
汇聚你的发声，凝聚你的思考。
“你好，我也要说！”

这是青研调研部调研结果发布专用栏目。
统计数据，深入分析，抽丝剥茧。
以“研语”结束，
用数字语言解答你关注的每一个问题。
“你好，这是回复。”

日历一天天翻过，依稀记得，那年今日，
那天往事未眠，那人音容宛然。
那天触动的心情，似乎没有逝去。
歌颂或缅怀，他们都是我们应认识的人。
迹忆，是历史的轨迹，是奔涌不息的回忆。
不忘历史，我们与你拾回记忆。
轻叩心房，记得你心中的那人。

近期热点，社会聚焦，时事新闻，
上财青年带你走遍世界，共议时事。
从此以后，人住学校里，天涯亦咫尺。

二 /财微 八 /他说

他说，她说，他们说，我们说。
生活不仅在长篇巨制的文章中，
还在日常琐碎中。
故事不止会写文字的人才拥有，
每个人都是生活主宰。
他、他们、我们，邀请你一起诉说。

九 /知书

你喜欢怎样的读书呢？
是匆匆扫掠，抑或细细思索？
我们在这里，与你读书，分享感动——
若于一粒沙中得见一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刹那即是永恒。

十 /拾影

与你一起，拾起一部影视，
寻找自己心中美的世界。

莘莘学子，分外鲜活。
莘活为你带来精彩纷呈的线下活动，
直击活动现场，
从前期到执行，从宣传到总结，
我们陪你走过一场场正能量的大会。
每一天都是活力饱满的开始



保安叔叔

“我们原来的时候，设备太落后，
在学校里巡逻都得骑自行车。现在学
校里面你看什么都有了，也有巡逻车
了，也有共享单车了，生活水平要提
起来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也知道小
黄车啊、互联网经济啊，但是想想啊
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吧。觉得，学校是
越来越小了。”

“你们小年轻啊，不懂得吃苦。
以前：‘取暖基本靠抖，找人基本靠
吼。’现在呢？一个个新的空调安上
了，都开起来了；手机什么的你看也
是新的了——现在买国产的啊，手机
好用还便宜，没得要跟着人家后面要
还没有我们好的东西。”

他们见过上财的高楼渐立，
见过 SUFE 变得越来越“新潮”。
但是他们的心里，他们最在意的，
还是与学生、与工作息息相关的
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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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五年，
我们的小家在变，变得越来越温馨。
匆匆五年，
我们的大国在变，变得更繁荣昌盛。
 
这不只是时代大举措频频发生的五年，
也是身边小人物息息相关的五年，
在上财，
有一群人度过了平淡而又多变的日子，
用自己的勤劳见证了上财的蜕变。

今天，我们将走进他们的匆匆五年，
走进上财的匆匆五年，
目睹他们的明媚时光。

这是他们的上财五年——

他们给我们的印象
似乎只是揣着报纸、
挤在小小栈亭里吞云吐雾，
但是这五年的经济变化、
学校的寸草纷缕，
他们都黯然于心。

食堂阿姨

“对面突然窜起来的白房子，咋
不吓人一跳！”

“于是我就寻思着，咱这食堂也
改变变了，来来去去几道菜，学生吃
了没营养的！

然后你看吗，咱新食堂刚修没多
久就又翻修啦。什么都能做了。比起
我们当时啊，甚至是五年前都要好啊！
确实是生活好了、生活好了呀。”

保安叔叔：
“十九大快到了，希望国家发展得越
来越好！”
 
寝室楼长阿姨：
“十九大来了，就希望人们生活更方
便、更安全！”
 
食堂阿姨：
“房价总应该降低一些，
医保总应该更好一些，
退休总应该提前一些。
面包应该有的，牛奶也应该有的。”
 
老师：
“希望能够出台政策减少未来学生的
就业压力吧。”
 
图书管理员：
“只有老人早一些隐退，
年轻人才能迅速顶上来嘛，
年轻人更能发挥热情。”

他们，
无私、博爱。
匆匆五年，

花白了宿舍阿姨的靓丽黑发；
佝偻了保安叔叔的英姿挺拔；

食堂阿姨愈发忙碌；
秋风几度褶皱了老师们的青春年华；

他们都是时光留下的人儿。
让我们为十九大倒计时，
让我们对过去笑别挥去，
让我们为未来举杯同庆，
让我们许愿下一个时段，
所有的奋斗都将得偿所愿。

宿舍阿姨

“原来那个校区勒，09年的时候，
只有国定路那边那个校区，后来才扩建
的。”

“那个 19 号楼原来是没有安烟雾
报警器的，洗衣机、烘干机去年使用还
要下载一个 APP，今年都换掉了，变成
了二维码，很方便的。”

时间，它不停下，
眼看着，十九大迈开步子走过来了，
有一个五年之约，与他们越来越近。

值此盛事之际，
这些上财的守卫者

还有话想对十九大说。

五年过去，我们在变：
从懵懂无知到饱读诗书，
从混沌叛逆到成稳大方，

我们在时间大踏步的追逐下，
见证了自己的变化，
见证了城市的变迁。

『倒数 1 天』那风起的日子，我看了五年
——上财的守望者们

『倒数 2天』这段人生的二十分之一，
中国走到了第十九步

时光匆匆，淹然去兮。
五年悄悄走过，好像抓不住任何的变化。
心血来潮写下了一张清单，
细数着过往一年的点点滴滴——

2012，仍被世界末日的恐惧支配；

2013，沉浸于最爱猫咪离开的悲伤；

2014，爱忙里偷闲的高一，喜欢装着大
人模样，叼着棒棒糖；

2015，文科生爆发期，感觉到处都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处都是非洲大草
原上奔跑的角马，做梦都是红色的尼罗
河；

2016，在地狱式高三中煎熬，但是也会
在黑夜里寻找来自未来属于自己的星；

2017，所有的坚持、不舍、激动最终都
归于平静后，带着轻简的行李，重新上路。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如果一百年就足够了，
那么人生的二十分之一也过了。
有些变化日积月累也不小了，不是吗？
人生的二十分之一，
他们这样度过——

人生的二十分之一，他们这样度过。
那么，

你的五年，是怎样的呢？
有着怎样的色彩，怎样的纹理？
有些事也许太远了，记不清了。

那至少，
下一个五年，

人生的二十分之一，
我能和你一起见证吗？

下个五年，
还想与你相守，

下一段人生的二十分之一，
陪你，走完这第十九步。

版面编辑：陈伟

“过去五年钱花得越来越快，以前
还要带厚厚的钱包，看着它由厚变薄，
至少可以感觉到花钱的过程，现在只要
一个小小的指纹就能轻松进行消费，不
知不觉钱就花完了。新时代的科技真是
越来越便捷了！”

在不知不觉里钱就花完了

看到钱包由厚变薄再到不需要钱包

过去五年钱花得越来越快

“而作为刚刚经历过上海新高考的
学生，五年来给我带来最大改变的当然
是这次高考改革啦！我真实地受益其中，
以前的“3+1”到最后更像是三门主课加
物理，高中老师们都在说选物理对未来
发展的好处，现在上海的考生们终于有
了更多选择，可以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
学科，这无疑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变化了。”

因为这次高考改革

可以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学科

我们终于有了更多选择

“现在生活远不像以前那么单调了，
过去小区周围废弃的土地这几年终于开
始改造，现在在小区门口就有两座广场，
供老年人散步、闲聊；跳广场舞的也终
于有了自己的领地。”

现在生活远不像以前那么单调了

各种设施的建成

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什么？
这五年的变化？
长胖了呀！
你看我胖了好多，我可以说是因为

来到上海以后才突然变胖的吗？

长胖了呀！

这五年的变化？

什么？

以前觉得社会是很大的概念，现在
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一些
小的事情就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了。

很快就要十九大了希望十九大顺利
召开，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以前觉得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现在更多的认为

自己是社会的一份子了

进入大学带给我最大的变化是独立
这意味着更多的压力
却也让我们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独立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是

进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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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一
日

这样的十月一号，
是不是和原来的印象有些不同呢？

十月一号，
不仅是共和国的生日、欢庆的日子，
更是见证着我们不断发展的日子。

我们也不能忘记
在跨越了百年维度的中国近代史中、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为人民、为科教、为兴邦，
为众多未知的领域
奉献自己、坚定道路的人们；

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已是残影的过去中
掩映在灰尘下的屈辱和艰辛，
将它们化为动力不断前进。
忆苦思甜、百转回甘，
这般国泰民安的盛世之道
由太多人的鲜血铺就，
国旗上熔铸着这片土地经历过的一切，
国歌中激昂着我们上涌的奋斗。

十一，
祝你安康无虞，
祝你兴盛昌隆，
祝你国泰民安，
祝你生日快乐，
我敬爱的祖国。

两 件 事

68年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
谈及十月一日，
第一个跳入脑海的印象
都是共和国的生日吧。
每一年的十月一日，
大街小巷、高楼琼宇
都会成红色的海洋。
各大媒体、小媒体和自媒体
满目红色，
共同染上节日红火的气息，
为祖国的生日举国相庆。

小年糕今天也要来讲讲国庆，
不过或许我们可以
换一个角度来说说
这个特殊的日子……

这天
2017 年 10 月 5版面编辑：张雨晴

1931 年 10 月 1 日，九一八事变后不
足半月。日本人开始在东北拼凑伪政权。
同日，上海商界宣布不买日本货。此时，
中国国内情形一团乱麻：南方正在大规
模集中军队“剿匪“，先总统蒋公气恼
于各地军阀的自行其是，利用”剿匪“机
会乘机派遣嫡系军队控制外省军阀的地
盘以促成中国的真正统一；但此时东北
风雨飘摇的情势和国内日渐高涨的反日
情绪又让他头疼不已。

不久，东北全境沦陷。清逊帝爱新
觉罗溥仪在日本人软硬兼施下，前往大
清的龙兴之地长春建立伪满洲国，改元
康德，为中国历史又贡献了一个不被承
认的年号。

1878 年 10 月 1 日，著名民主人士黄
炎培出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先生掷地铿锵有声的言语，直直撕破了
暴徒的丑恶嘴脸、粉饰的天下太平，以
其卓然之气度，将目标放在了尚显稚嫩
的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
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时候，他在陕北的
窑洞中和毛泽东畅谈许久，讨论中国共
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周
期律”，才给民族带来真正的繁荣。

1841 年 10 月 1 日，第一次鸦片战争
正如火如荼。

此时，英国军队已经开始入侵浙江。
这一天，定海城陷落，清军多名将领壮
烈殉国。这场战斗在“一鸦“中并不显
得重要。但随后英军陆续攻占了镇海、
宁波等城镇，最终与清军在浙东进行了
大规模的战斗。

清军不出意料溃败，道光皇帝被迫
选择与英军媾和。

这两件事相隔一百一十年。
在这两天都发生了一些不大不小，
却别有寓意的事。
当时的人们自然想不到
多年后的这一天
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
但在后人看来，不免唏嘘。

1922 年 10 月 1 日，享誉世界的华裔
物理学家杨政宁出生。他与另一位华裔
科学家李政道合作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
摘下了 1957 年的诺奖。就在今年，他恢
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1978 年，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进
行了环东南亚国事访问，主要任务是保
证邻国对中越争端的中立态度。

访问日本期间，他忙里偷闲乘坐了
1964 年 10 月 1 日通车的日本新干线，发
出了“好快哦“的感叹，并提出中国的
改革也应该像这样快。

1998 年 10 月 1 日，仿佛是谶语，对
应着 34 年前通车的新干线，中国火车提
速。对照那年朱镕基的九八新政，似乎
象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速度也在进一步
提升。而那时，邓已经去世一年有余。

勿忘曾经

两 个 人

两 个 速 度

这两个人都属于生活成长于中国最
为贫穷落后年代的两代人。他们不约而
同地在不同领域为中国做出了卓越的贡
献。当他们得知 1949 年十月一日开国大
典的消息时，这两位出生于那天的优秀
人才心中是何等的感慨与欣慰？这些后
人已经不得而知，但从那巧合的日期来
看，或可推测一二。

国同庆举

版面编辑：杨凯杰

十九大开幕！上财学子的梦想与担当

站在时代改革前沿，
我们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
作为青年学生干部，
我们是以身作则的典范。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
一届届学联人带着自己的责任，
肩负起自己的担当。
一年年学联人爱岗敬业、诚信友善，
秉持“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
践行为学联争光、为同学服务的理念。
我们踽踽前行，我们乘风破浪，
我们与国家一起迎接十九大，
一起坚定学联人的责任与担当。

请听！这是学联人的十九大感悟。
请听！这是我们的责任与担当。

张雪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接
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在这一时
期成长的青年，我们深深体会到了自己
的幸运，而作为学生干部，我更深刻的
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面对新时期的
新变化，我们要坚持用新时代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时刻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重要的，我们青年人一定要有文
化自信，坚信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不忘初心跟党走，这是一条无
比正确的道路，而新的中国故事，也将
由我们新青年来创造。

斯一凡
今天，我国召开了十九大。其主题

深深吸引了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国共产
党在奋斗着，我们也是。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一名新
时代下的青年学生，不能忘记选择每一条
路的原因！路上有很多分叉路口，选择
了这条路就注定放弃另外一条路，不走
回头路，朝着目标前进，迈向一条更好的、
我们自己创造的辉煌之路，和伙伴一起，
和国家一起，走向另一个更好的五年。

肖雪儿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站在新
的起点。历史，掀开新的篇章。点开朋
友圈满满都是对十九大召开的祝贺以及
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身为一位新时
代的青年人、学生干部，我深深的被这
样的氛围感染着。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
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目
睹着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沧桑巨变，感
到无比自豪的同时身为青年人的我们更
应该明白中国梦更是青年梦，青年兴则
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能有前途，
民族就会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每一位青年人的责任也是梦想，我们要
坚定理想，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一代
代青年人的接力奋斗终将使中国梦变为
现实。

陈映邑
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报

告中呼吁大家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
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我想，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
学生干部我们有责任起到领头作用，从
自身做起，将此信念铭记于心并付出行
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续弘扬创
新精神，让创新伴随青春一路成长，为
社会、为家乡、为学校作出更大贡献，
让人生更精彩更美好。

刘勇
中国作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中

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
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每次召开都注定全党
期待、全国关注、全球瞩目。

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干部，我们要坚
持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遵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
持原则、敢抓敢管，要不断强化责任意识，
认识到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王心雨
获得，源于付出，实在改变；获得，

细如颗粒，也跟深入地。自从党的十八
大召开以来，一系列改变，上至产业改革，
下至社区新貌，大大小小的改进不断在
上演，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青春
喜迎十九大，接续奋斗中国梦。

值此十九大召开之际，近年来社会
的发展也让我越发感受到了从点滴改变
做起、脚踏实地地干实事的重要性。学
生组织的干部更应担当起改变和实践的
职责，传递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做出
自己的贡献。

这条路，风雨相继。
这条路，也许微幽僻静，
但是也留下了前人的指引，
这条路，也许前途未明，
但是也开拓着后人的大道。
 
“责任与担当”已经不是个问题，
——它就静静依附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也许是熬夜的咖啡，
也许是第 N份策划，
也许是喜悦的笑声，
……

于是，为了这些，
你才会发现：
这条路也许真的难走、
也许挑起了担子，
但是我依然甘之若饴。
因为这已经变成了我的情难自禁，
变成了独特的信仰，
因为我还有与我同行的人。
 
希望，十九大的未来，
我还能与君同行，
共筑青年梦，共担天下事。



     夜深了，

而我终将走过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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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里
窗

外

这
是
上
财
的

总喜欢在手机里加上各种效果的滤镜，
但是从来没有试过透过窗户去拍照。

窗里窗外，倥惚世间。
在人来人往的上财里，
我偶然一次停留，
于一扇窗前伫立，

便是一眼与众不同的风景。
于是，

犄角分明的围栏却没有停下情感的蔓延。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
明月装点了你的窗户，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

昼夜变更，
你总是步履太快来不及，回头看一眼，

你不知道在她的视角里，
再被窗户拘束的世界里，
一声：“阿姨好”，

一抹微笑，
你的欢声笑语，
也足以让她安心。

早八的数分
不远处国定正门
窗触摸着我的目
成了风景，
为了看你。

阿姨的指间
攥着勤劳和朴素味道
将饭食送出高高橱窗

给饥肠辘辘的我
饕餮大餐开始了

在黄昏将暮未暮的时分，
那光恍如银河，

泻下在这如滔天的神殿，
我怀着虔诚的素愿，
等待数分的洗礼——

哈利路亚。

春秋冬夏，你不知道在她的心灵里，
早已把这狭小的房间认定为家，
把这逼仄的校园认定为故乡，
一百年的故乡，乡愁杂着回忆，
掺进了少女迎着太阳的碎步里。

这，是你家，
也是我们家的门，和窗。

高耸而辉煌。走进去，生命变得不一样。
走出去，人生变成新模样。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是
清照丽婉娇容的疲惫。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
茶。”是少翁戏观百态的洒脱。
　　窗外，是别人的道路。
　　窗里，是我心的声音。
　　听窗的故事，走心的坦途。
　　映着 sufe 的一百扇窗户，
　　昂首阔步踏在这俊杰天骄之领地。

上财的夜色，
如山岚的风，
呼啸着静谧；
如心底的鱼，
冷风灌不满的心绪。

小小窄窄的窗，
分割着蓝蓝亮亮的天和大树，
窗里窗外的美自成一派

在某个温煦的下午，
日光缓缓洒进窗棂，

洒进少女望向窗外的瞳人中，
少年骨节分明的手被日光镀上一层金色，

时钟滴答飞跃，
窗外香樟沙沙作响。

一扇窗，记录多少如诗的少女情怀。

一半是窗外
灯火通明的校史馆，

一半是窗内
空无一人的梯教，
冷色与暖色交替间，

窗记下了
白日里的灯火辉煌。

夜里的灯光像太阳
我想就着它
走过这里
每一条街道
趁着还来得及

问候夕阳
和每一缕余晖
问候每一棵树
和每一次的清风
带着一天的倦懒

留驻在这每一条街道
静静窝在夜晚的缤纷谷

 也是一种小幸福

白天熙熙攘攘，绿叶的街
此刻也幽静万分
它也一定沉睡在，

百年的梦里
白色的路灯滚烫过砖红、黝深的墙壁，

透过叶缝的缝隙，
将亲切的问好铺撒在斑驳的石子路上。

但是上财的夜
从来不会是安静得惹人熟睡的摇床，

周围渐渐喧嚷、灯光渐渐灼热
夜晚 才真正开始

夜深，声悄
“敢于直面灯光
也敢于行走黑暗”

我背对着灯
看着慢慢似乎无尽的路

眼前的路和百年的辛酸苦辣
渐渐重合了

有时候会忘记
百年的背后

总有灯光照不亮的地方
但更多是坚信，百年的前方

总是那样磅礴辉煌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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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人们
并不因为夜色迷蒙

而丝毫懈怠
远逝的车尾灯
摇曳无声的守候

跳跃的黑色剪影
任光把神色湮没

但是进球后一声声划破上空的呐喊
也许青春合该如此

我还没有走完这里的每一条街
但我想，以后、不久或很快

我终究要走过的
然后我要迎接，明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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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夜宵约吗？
近期，上财新食堂开始在晚七点到十点半供应各色夜宵，有多少同学

已经去尝试或者想去尝试？大家对新食堂的夜宵又有那些看法和建议？
且看如下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