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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台前幕后，百年时转匡时魂     

和小年糕一起乘上第一班匡时魂列
车，一起驶向百年前的“十里洋场不夜天”。

>> 详见第二版

匡时魂 完美谢幕，但永不落幕

《匡时魂》的三日公开演出虽然结束
了，它留给我们的自豪与感动却并没有结
束。

>> 详见第三版

新声 欢迎你呀，新同学

让我们去回顾今天的入学历程，去看
看最初见到也是最亲切的人吧。

>> 详见第四版

流光财微 令公桃李满天下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 详见第八版

新声 你好呀，上财

父母的爱，大抵都是目送着你渐渐远
去的背影吧。

>> 详见第五版

新声 听说你又去占座了？

渐渐地，你融入了上财。其实，上财
也融入了你。

>> 详见第六版

流光财微 你见过这样的上财 100 吗

一起来找找校园里被大家忽略的、隐
藏起来的“100”，看看它离我们有多近吧。

                    >> 详见第七版

距离庆典的到来，
还有一小时

望着暮霭霭的上财，
远远的天光
给巨大的立板打上了橙黄色的光，
突然意识到
还有一个晚上，
这所学校，
就要一百岁了。

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
真的，
它真的要迎来一百岁了。

突然想拿上手机，
去拍拍静静等候天边破晓的上财，
愿不愿意陪我，
一起在 99 岁上财的街道上走一走，
找找那些与它生日相关的地方？

粉嫩、浅蓝交织的立板，
在南门静静矗立，
等待明天抖擞精神，
等待每一个经过的你，
给你一场
回忆的盛典。

绿叶长长的廊道，
你缄默不语，
剪影处仿佛
有音乐、
有舞动、
有数不清欢腾的人潮。
百团，百年，
合该也是一份因定的缘分。

等待明天，你将敞开，
许是笑迎——似故友，似远客。
你的一切，我不陌生。

现在，
距离你的生日到来，
还有一个小时，
嘘，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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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17，20：30。
当所有演员再次向所有观众鞠躬致意，
再次向幕后人员诚恳道谢，
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突然揭示了一个事实：
今晚，
《匡时魂》真的迎来了它最后一场公演。

完美谢幕
但永不落幕

一

三天里，似乎一切都很完美：
精彩的演出，
利落的收官，

满载的赞誉……

二
“

“

可依旧不舍，犹觉不够，
正因为短暂才更惆怅，
正因为相遇才会不舍。
正因为优秀带来无来由的自豪——
看啊！
这说的是我们的历史！
演出的是我们校友学子！

这种不知所以，总让人有一种热血沸腾：
三分体熨服帖，将故事娓娓道来；
三分陈年老酒，绵长却入喉知烈；
还余四分气吞山河，
于澎湃处激石堆千雪。

三

让我们再回忆一次那些
挥洒汗水的演员和幕后的工作人员吧。
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舞台上鲜活的角色。

四

角色让我们入戏，而演员让他们鲜活。
在前面的推送里，
我们认识了一个青春洋溢的方铮，
认识了温婉大方的名媛乙。
最后一篇访问，自然也要与众不同。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吧。

王健隽 饰 杨开才

对这个（大）角（反）色（派）
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吗？

Q

王健隽：
其实，演戏对我来说，其实是从 85

周年的校庆上——哎呀！暴露了我的年
龄了！ 85 周年的校庆的时候，我就已经
是跟着陈导在演戏，演了很多了。这次来，
我就跟陈导说一句话：“您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然后他说：“那你就演
这个吧”，然后我就演这个了。然后对
就是这样的。确实，我对这个角色确实
不能有什么感情啊哈哈！

但是就是在过程当中，越演越去琢
磨这个人物，给这个人物加一点适合这
个人物的戏。——当然，必须要说啊，
这个角色离我本人是比较遥远的！是
吧！这个必须遥远是吧！

这次表演跟我以前所用的方法不太
一样，以前把自己会代入得更多一些，
而这次是要更多从技术层面上去揣摩这
个人物、去扮演这个人物。其实这对我
来说是一种挑战，同时从我的戏剧人生
的立场上，应该说是圆满了——

从一开始，其实演过各种各样的角
色，但是就是从来没有演过任何的反派
角色，这次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

“是圆满了，但是也是一个挑战。”

这次排练的时间因为比较紧张，
对大家的负荷可能也不轻。面对
这种情况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Q

王健隽：
我觉得怎么说呢？说实话还是比较

累的事情。特别是这两天要，因为我是
没有 B角的，所以就是要和 A角撘一遍，
在和 B 角搭一遍，就每次要搭两边，特
别是我们的“郭校长”，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蛮累的。
我觉得从毕业之后，特别是工作之后，
我是一个很希望躺在床上啥事都不干的
那种人。回过头来的话，还是很累的一
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对于演员
来说，你还是要有这种责任心和责任感，
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另外一个就是，要
用心为学校，为陈导，为这个团，去付
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就是我觉得能帮到
这个团，能帮到这个学校，能帮到这次
演出，尽自己一份力，希望能做到这样子。

“演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

《匡时魂》的三日公开演出虽然结束了，
它留给我们的自豪与感动却并没有结束。

铮铮，彼青年傲骨清嵘！
谢幕，但感动永不落幕！
过去，匡时局而魂承继！
未来，我辈与卿共勉之！

五

民国十年，于断墙残垣中，
一所学府的建立受到群贤鸿儒重重诘
问——
“大学乃做学问的清净之地，
好一个冠冕堂皇的发展商业，
若将市井铜臭之风带入学校，岂不讽
刺？”

百年之后，处朱壁瓦绿中，
一群青年人不卑不亢，
对百年前发起回应——
“我始终认为，教育的革新势在必行，
商学的发展    
也是我中华复兴的必由之路。”

今天，在老师娓娓道来的引言中，
和小年糕一起乘上第一班匡时魂的列车，
一起驶向百年前的“十里洋场不夜天”，
看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小”人物，
识一段荡气回肠，
品一分世事无常……

话剧讲述了 1921 年上海商科大学创
立始末。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归国
的郭秉文先生，致力于在贫弱的中国发
展实用之学、匡扶社稷。

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拨款无法落实
的情况下，在上海重商推诿责诘之下，
力排众议、多方筹资。最终他促成了上
海商科大学在上海乃至全国立足……

梗概：
一切还要回到 1921 年的那个夏至

作为一部耗时颇丰、心血倾注的话
剧，全剧最令人感到精彩的是它是以郭
公为一原点，辐射出去，能看到每一个
与他相关人的故事。可以说，这是一部
出色的群像剧。它在更宏大的时代背景
下，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故事中自己的
主角，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这让故事
底蕴更雄厚，人物塑造更丰满：

经历丰富、矛盾复杂的方铮；
大胆创新、隐藏出身的丁祎宁；
家道中落、憎恶商人的陈汝安；
误入歧途终殒命的邹善；
从中作梗、阴险狡诈的皖西特工杨

开才；
圆滑小气却又深明大义的末代徽商

刘存喜……
于是，每一个人都不是白纸上的符

号，变成了可以感知的所在。

亮点：
所有人都可以是故事的叙述者

台前幕后，百年时转，
匡时不息

所以就是说在开始的时候，你在看
到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
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是有他的意义所在
的。包括之后，有一幕是他需要去和大
帅去谈判的，那一幕里其实他对大帅是
很有一种个人情感在里面的，但是他没
有把这种感情带进他和大帅的谈判里，
就是一个公和私孰轻孰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说……的有点乱啊（笑），就是
他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人，不会把公私给
混淆在一起的一个人物，就差不多这样
吧。

他当然是这部剧里比较重要的，也
是推进情节发展的一个角色。男二吧！
就是他身上有很多责任，也经过了很多
事情，虽然他很年轻——就是他所体现
出来的情况时那种，比较——我个人认
为是比较纠结的情况。就是他经历了很
多而且很矛盾，比如说他自己开的当铺
倒闭了，然后他所心爱的女人结果是他
所痛恨的敌人的女儿，这就让他很矛盾。
就是这种层层矛盾，塑造了这么一个人
物。

幕后：
总有一种别样的感动

对你自己的角色有什么理解呢？Q

《匡时魂》的首演大获成功，
在此，
要感谢每一位参与《匡时魂》制作的同学、
老师、领导——
每一条凌晨两三点钟的回复，
正是你们辛苦付出的见证。
因为有你们日夜不息的排演，
才能为我们献上了这么优秀的一部作品，
在百年校庆的历程中添上了浓墨重彩一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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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说
父母的爱，

大抵都是目送着你渐渐远去的背影吧。
那大约是，

不想让你站在身后，
看到父母不再年轻吧。

和你在上财的街头走一走，
手牵着手，温度触碰，

于是微湿的寒意也大抵消了大半。

大大小小的包裹装着的，
是永远觉得没有装够的担心，

是满满溢出的不舍。

然后呀

也许岁月让他只能追在你的身后，
但是，多想陪你多走一程，
再一程。

她早已过了在学校的年龄，
但这一次，她也许比以往都要认真——
其实只要是有关你的点滴，
她都倍加留心。
微笑着享受一切安定之后的时光。
还不想再见以后如何，
现在，我们想把握当下。

镜头所触及不到的地方，
感情仍在延伸——

在食堂认真评论饭菜咸淡的父母，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大厅外焦灼等待孩子

办理
却不进入大厅的父母，

在学校各处都想为孩子拍照的父母，
……

而这一切只是——
为了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可以想起你吃的是什么口味；
为了见证你可以独当一面的解决问题了；

为了在看见相似景色的时候，
想起你的模样……

想对你们说

在父母离开前，
再陪陪他们去吃一顿饭，
去转一转上财，
去聊聊你有四年同程的可靠室友，
去说说你有热心帮助的学长学姐。

最后

于是，终于明白所谓别离，
是指拖着行李离开家的时候，
你的故乡只余冬夏，再无春秋。
不能再肆无忌惮地撒娇，
不能再倚靠熟悉的臂膀。
你挥别了青涩与稚嫩，
任凭时间携裹着洪流，
将你冲进了成长的未知航程。
也会明白在大声地说：“再见”的时候
从来没有不用“不见”，
就能“再见”的分支选项。

再和父母合张照，
再和父母拥抱。
笑着说再见吧。

最后的最后还要潇洒地说一句：
你好呀，上财。

在我心里，您永远的一往无前
是我无所畏惧的来源。
于是再长的路，再宽广的天地，
我都可以突破。
微倾的雨伞下，方寸即是心安。

你好呀，上财
从这里开始

在细雨迷蒙中，
我们迎来了如约而至的你们。
在匆匆熙攘中，
短暂的同行也要迎来离别。

当手中握上了那封录取通知书，
便知道，
这是一张路途长长的单程票——
起点是只余冬夏的家乡，
终点是魂牵梦萦的大学。

第一次远离了至亲相识，
第一次开始在异乡别地。
这是新的冒险：
即使不知道，前途是否会是星辰大海，
但这是新的开始——
去遇见新的事、去邂逅新的人、去看看
新的世界。

一切，
都从入学这天开始。
让我们去回顾今天的入学历程，
去看看最初见到也是最亲切的人吧。

欢迎你呀，
新同学

1
接车人：
请出示你的“车票”，我们即将启程

一个很多人也许还沉浸在梦想中的时间，
有一群“彼得·潘”挥舞着手中的接站牌，
在你可能会到达的
3号线江湾镇站（出口处）、
和10号线新江湾城站（3号出口处）等候。

他们是前来接站的学长学姐：
你可以——
听着他们的娓娓道来了解学校，
在专线大巴中回避外面瓢泼的雨，
在你还意犹未尽时，
上财，近在眼前。
彼得·潘带着年轻而追梦的人
进入最美的世界，
他们则带领着年轻而追梦的你
进入等你的上财。

【2017 年 9 月 7 日 7:00——】

【7:00——19:00】

12 个小时的等待、期许与迎接，
是否听见他们俏皮地问：
请出示你的“车票”，我们即将启程。

2
志愿者：
忙碌的一天从天蒙蒙亮开始

在雨意连绵的早晨，
一群身着学联字样白色衣服的人，
匆匆奔赴不同的站点：
国定门口、教材服务中心、
大学生活动中心、武川门口……
每个地方都有他们奔走忙碌的身影——
12 个小时的等待、期许与迎接，

【清晨整装待发的他们】

【无处不在的他们】

他们是门口不惧倾盆大雨的人，
仅裹一身薄薄塑料雨衣，
冲进雨幕涟涟中
为前来的家长和同学们指引想要前往的
地点；

他们是大活任凭唇干舌燥的人，
用尽全力只为解答疑问，
悉心向置办电网空调的同学讲解每一步、
每一份表格填写的规范；

他们可以作为严谨可靠的解说，
也可以成为和你谈天阔地的知心人，
甚至还能来几张合照留念。

他们像是乌云下的一束光，
用热忱安抚你离家的不安，
用微笑照亮你初到的期待。
他们，
就是学联的迎新志愿者们。

他们在每一个岗位上敬职敬责，
用温暖的笑向你诉说自己坚定的执着：
“风里雨里，上财等你。”

【风里雨里，上财等你】

3
教职工人员：
你们学习生活，我们关心备至

除了学生组织的志愿活动，
你还不能忘记你顺利入住上财的背后，
还有辅导员老师、宿管阿姨、食堂人员、
保安大叔的辛勤付出。

他们比所有人都要更早的
进入上班的状态，
在他们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等待新生的到来：
报道、入住、饮食、安全，
他们的不同工作
为你安稳地住进学校提供保障。

【坚强的后盾】

【前记】

在这个秋雨微濛、寒风乍起的日子里，
你走向了我们。
这是属于你的新冒险：
虽然不知道，
前途是否会是星辰大海。
但是，
财遇见你，就很合拍：
因为纵然风雨兼程、雨打芭蕉，
你也一路走来、不辞辛劳。
你的热情不曾被秋雨浇淋，
不曾被寒风吹熄。

我看到你的未来——长风破浪会有时。
这也是我们的未来——会挽雕弓如满月。
欢迎有梦上进的你加入上财。

最后，想再说一次：
欢迎你呀，新同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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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
你们又去占座了？

每逢开学伊始，
老生总会胸中升起熊熊斗志，
一边高喊着：
“均绩 3.7，斩落奖学金”，
一边信心满满想要抢夺
自己早已了然于心的教室座位制高点。
最后，才会发现什么叫，
“初生牛犊真的虎，座位全无心里苦。”

1

“我们只是没有午觉直接去上课而已。”

当最后五分钟
一路狂奔把老胳膊老腿跑散架的老生说：
新生，听说你们又去占座了？
新生微微一笑：
占座？不存在的。
我们只是没有午觉，直接去上课而已。

2

“我们有精准的生物钟呀。”

新生也许分不清国定梯教和武东梯教到
底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可以凭借着早上精准的生物钟，
天蒙蒙亮就冲出宿舍，
在漫长的搜路之后
依旧能够在 7点 30 分稳稳坐在教室里。

3

“我的饭点？我也不知道啊。”

偶尔想早点上早课的学长学姐们十分绝
望地想：
为什么连饭堂都会被占领？
到底几点钟是这群新生的饭点？
为什么从六点十五到七点四十五，
选任何一个时间去任何一个食堂都是人
山人海？

4

 一般还是观景最好的连座票。

上课最怕一个宿舍的新生选了同一节课：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去了教室，
就相当于同一排的 3 到 4 个座位要预定
满座了——
一般还是观景最好的连座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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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大约就是青春吧！”

这几天总是会
在早已习惯没有自行车疾驶的校园里，
看到熟悉的小黄车
成排碾压而过的情形。
侧身让过后，想：
啊，这大约就是青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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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占座时，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所以，要占座时，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饼干面包奶茶，吃的摆在桌上；
室友隔壁老乡，好友倾情帮忙；
笔记笔盒笔盖，大小不是问题；
心中学习至上，其实真的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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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座。

学长学姐嗷到：
到底有没有没有新生们不会占座的课
啊？
答曰：有。
学长学姐惊喜：是什么课？
答曰：体育课。因为，没有座。

开学的第三天，
知道几点出门可以沾到最喜欢的座位，
熟悉了往哪走是附近最近的食堂，

三教和教技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多的小黄车，

在要经过的途中
在哪里可以买点什么

……
似乎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得心应手，
越来越成功的

杜绝了学长学姐占座的机会。
喜欢这样活力满满的你，

因为渐渐地，
你融入了上财。

其实，
上财也融入了你。

嘿
！

你
有
看
过
这
样
的

上
财

100
吗
？

印象里，
“100”一直是既遥远又宏大的，
它总是和一些很特定的场景相关：
暮暮老人，乌月晦深，秉烛达旦……
总之，是离我们很远很远的。
但是今天，小年糕要带着大家去找找看，
校园里被大家忽略的、隐藏起来的“100”，
看看它离我们有多近吧。

早上——6：30

【刷锻时的 100……】

天还刚蒙蒙亮，
早早出门，
走出宿舍深深呼吸一下，
逛逛学校，
一个不小心就走成了“你”的样子。

【100 只喵……】

路上遇到了大爷般的喵星人，
傲娇地回过不接受愚蠢人类的投喂，
吾等热情的铲屎官
只能看着壁画的一百只喵叹息了。

早上——7：55

【100 扇窗户……】

快要上课了，
一位合格的老 sufer
可以自信地在课前五分钟内安全上垒。
从宿舍到教室，
一路上匆匆跑过那条经过无数次的长街：
在上面，
我也至少遇到过一百扇窗户吧——
宿舍的窗是夜，
教室的窗是昼，
交替着铺满我的整个生活。

正午——11：55

【POS 机上的 100……】

吃土的下半月，
从只能往卡里充一百元开始。
不过，
一百元也有一百元的奢侈。
吃一顿绿叶的米线、尝一尝盛环的香锅。
每一口都是一份小确幸。

傍晚——18：00

【快递中心的 100……】

我无措地举着快递，你随意地踩着踏板，
神采飞扬地问：“喂，需要帮助吗！”

快递和车轮，会变成一个独特的“100”，
就和你我一样，
是奇妙却合拍的搭档。

夜晚——20：00

【门牌的 100……】

从东南门出去，
通往隔壁的旦旦。
有时候会偷偷跑去听听讲座，
冲上去和教授们探讨，
快意笑答。

【图书馆的 100……】

从武川门出去，
通往英贤图书馆。
突然想拿起第一百排的左边的书，
翻开它的第一百页，
读读一篇清隽小巧的小诗，
享受一下难得的诗性……

Emmmmmmm…
读读一页计算公式好像也不错？

凌晨——1：00

【凌晨 1:00 的 100……】

干完最后一口 82 年的咖啡，
写完了最后一个字。
时间在 1:00 稍微停驻，
看着满满当当的笔记，
一份知足的懒蜷涌上心头
现在，可以对自己说一声：
“晚安”。
醒来又是新的一天。

每一张图片的介绍都有一个……
一切都未完待续，
一切都还有可能。
如果有兴趣的话，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去找找你身边隐藏的“100”呢？



当你为了绩点选择了
更容易的却不感兴趣的课
可能你会在期末得到一个不错的绩点 
但是你真正的收获却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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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

今天是 9月 10 日
一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我们身边最最敬爱的老师
从小学、初中
到高中、大学
老师的教诲穿插照亮我们整个青春

还记得
他教给我们正直与责任感
还记得
引领我们走进宇宙和历史的时候，
他出神入化的阐释
还记得身体不舒服时他温暖的关怀
更记得因为有他们
我们才来到了上财

如今又是一年大学季
又是一年选课时
对大一宝宝来说
选课的学问…真的不简单
新生群、选课群
被私戳的学长学姐
本科生教学一览
大概都会被疯狂咨询

一些同学认为的 "好老师 "
应该是怎样的呢？

专业课老师—
希望他能寓教于乐、生动讲解、
作业最好不多、考试最好不难

选修课老师—
希望他能不点名 
作业是一篇不超过两千字的论文  
期末如果考核的话 开卷最好

同学们会在群里、票圈里求排雷
问给分好不好、老师严不严
这大概是每年选课的常事了
其实这样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兴趣

大学的选择是双向的
这与初高中不同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自主地选择老师

上财从不缺少好的老师
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是经过精挑细选得来

课堂上侃侃而谈的老师可能是专业领域
的顶尖学者 
概率论、经管机 
多难的知识都为你保驾护航
为你讲解儒道佛、毛概思修哲学的他
可能有着渊博的学识
就连体育老师 
都可能是全国冠军 
助你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大学的我们
逐渐成为成年人
老师可能不会像以前对你嘘寒问暖
关注你的点滴成长
师生之间
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大学之精神就在于师生之间的思想碰撞，
精神共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老师、教授会更多地讲述思想和方法
而你则需要静心领会
这大概是大学的不同之处吧

是的 我们在不断成长
但人生的不同阶段老师都是重要的角色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喝彩的人群

给老师发个问候的短信吧
问问他们工作生活可好
和他们聊聊你的新变化
这将会是独特的学习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