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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带着国旗去旅行国庆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旅行的时
候带上你，还有国旗。

>> 详见第三版

流光

小别离
陪伴你是他们的幸福，而遇见他们是

你的幸运。
>> 详见第五版

九月大事记
九月，国内国际大事知多少？

>> 详见第七版

釜山行

爱国之心不放假

从财大的秋色路过

《釜山行》——通往人性的列车。
>> 详见第六版

在金色的季节里，我在这里遇见你。
                    >> 详见第八版

迎新季
——  2016 开学迎新大事记

9 月 12 日晚 18:30
2016 级的迎新晚会
——青春起航，请听我说。
武东操场精妙绝伦的视觉盛宴
你还记得吗？
动感十足的舞蹈，
悠扬婉转的民乐，
精彩奇幻的魔术，
引人入胜的话剧，
相信这些节目一定给新生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为他们的大学造就
一个生活完美的开始。
同时，
一切的一切，
都要感谢幕后的工作人员
每一次熬夜的每一次改进
造就了一场盛宴
上财学联 
感恩遇见
期待与你共度未来美好大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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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语

汇声
9 月 7 日 -8 日
7 号，大雨磅礴。8号，晴空万里。
这两天，新生们怀着对大学满满的期待和深深的憧憬，踏进财大的校园。
接应他们的第一个人，就是上财学生联合会的志愿者们。
学联何其有幸，能在你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遇到你们。

迎新、招新大事记财微
    新生服务、迎新晚会。

>> 详见第一版
百团大战、学联招新、受聘大会。

>> 详见第二版

青
春
起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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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大学子的爱国情怀。
>> 详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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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一凡：“想与你看遍
外滩繁华，共筑盛世年
华。”

孙雨晗 &曹新悦：
“S: 带着国旗游西湖 西湖美国旗更美 
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T: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之上，祝祖国生日快乐。”

龚航：“我爱祖国，祖
国爱我。国庆，我要为
祖国庆生啦～～～”

哈丽拉·努尔达吾来提：
“用六十七年的沉淀，铸就今天的辉
煌，愿祖国母亲明天更好！”

何 香 妍：
“我在祖国
怀里成长，
祖国在我心
中扎根。随
处可见的国
旗， 亦 是
千千万万中
华儿女的爱
国心！
祝福你，我
的祖国，祝
你 生 日 快
乐，祝你繁
荣昌盛！”

叶志坚：“祝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 国家日益繁荣
昌盛。”

裴 多 菲：“ 纵
使世界给我珍
宝和荣誉，我
也不愿离开我
的祖国。因为
纵使我的祖国
在耻辱之中，
我还是喜欢、
热爱、祝福我
的祖国。” 

裘子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台风擦过，大陆最东端】

刘晓泱：“每件事情都有发生
的理由，可无法解释 遇见你。
祖国我爱你 。”

操 金 钥：“ 和
国旗来到西塘
体会廊情，在
大冰的小屋听
中国人的音乐
故事，中国，愿
你繁荣昌盛。”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旅行的时候带上你，
还有国旗

各社团

在绿叶步行街

展开表演

一展风采

百团大战

照片与文字

由社团总会传媒部提供

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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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28 日

绿叶招新

9 月 9-10 日
绿叶步行街上

燃满斗志的学姐 

热情非凡的学长

拉着你语重心长的介绍部门

整齐的桌子摆着琳琅满目的食物 

学姐学长们整齐的着装

与伶俐的口齿

你还记得吗？

9 月 28-29 日
或许艳阳高照 
或许大雨滂沱
对于旁人来说

也许只是平常的周三和周四
但对我们来说

这两天因为有了你们而变得与众不同
舞台上灯光耀眼

从老师手中接过主席的受聘证书
从主席手中接过部长的受聘证书
从部长手中接过干事的受聘证书

一纸聘书 传承责任与希望
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相知、相扶持

一纸一诺
上财学联 陪你度过美好的年华

受聘大会

学联

那天的绿叶步行街，褪去了往年百团时分的烟雨蒙蒙，
   却见秋日，不见昔日，偏见今时。
     满目繁闹，满心愉悦，今日的百团，为我们的大  
       学生活涂上了缤纷多彩的画笔，收到了来自学
         长学姐的殷切关心的爱心包，充分感受到了
           上财大家庭每一个角落的不一样的精彩--
             --- 触目皆是各社团的精彩表演。
               七十多路社团同一舞台竞技，横跨了
                  学术、公益、体育、文艺、实践
                     五大领域，为同学们带来了精
                        彩演绎。
                           百团有你，更加精彩。
                             为了最美的你们，
                               我们变得
                                 更好。

社团

国庆
2016 年 10 月版面编辑：何志远 3



留光
2016 年 10 月版面编辑：张文慧

小别

孩子走在阴凉
里研究着手里的地图
身旁父母拉着大包小包
陪伴在其左右

离

   为你遮阳打伞
   为你整理宿舍
   仔细聆听你想说的话
   提着大包小包帮你安排
   跑前跑后，面面俱到
   近看是你父母的模样
   远看是所有父母的模样                                  

   提着包包在校园里穿梭着
   终卸下一身的疲惫
   坐在路沿石上休憩
   享受片刻的轻松
   那一份会心的微笑
   有对孩子大学生活的憧憬
   对即将离开的孩子不舍
   对那熟悉面孔的留恋

陪伴你是他们的幸福，而遇见他们是你的幸运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

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

　　每个做子女的，不管成长到几岁，

都觉得自己依旧活在父母的羽翼下，面
对风暴时，习惯躲在父母身后，面对挫
折时，习惯找父母倾诉，面对伤害时，
习惯找父母哭泣。　直到看到父母的第
一根白发，父母掉落的第一颗牙齿，父
母越来越浑浊的双眼，才会真正明白，
我们真的长大了，父母，真的老了。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类。
　　努力吧，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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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喊苦不嫌累
陪伴你是他们的幸福
而遇见他们是我们的幸运

是在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是在聊天新学期安排？ 
是在思考路怎么走？
无乱如何
与你们共度这时光
何其有幸
三个身影，一个家庭
融在那家人之间的爱中
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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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釜山行》
        ——通往人性的列车

    
    

　　撇开电影技巧以及影片对于环境问
题、家庭问题的审视不谈，看完《釜山行》
之后，我最大的感受便是：真实。
　　在这场危难面前，形形色色的人被
推了出来：善良单纯的小女孩、自私的
基金经理、外表粗糙内心却细腻正义感
爆棚的胖大叔、温柔体贴的准妈妈、乐
观开朗惦记同伴的棒球男孩和女孩、懦
弱胆小的流浪汉、年迈却感情深厚的姐
妹、自私自利的常务大叔，以及车厢内
一群不知所措的乘客……
　每一个人物就像生活在你我身边，每
一个人都似曾相识。
　　

　　人性是复杂的，没有人全是善，也
没有人全是恶。
　　我们没有资格去苛责别人，因为假
如是我们自己身处丧尸之地，我们又会
怎样做呢？同样，我们也会害怕，也会
不知所措，或许也会只顾自己而拒拒绝
帮助别人……
　　没有什么英雄，也没有所谓的救世
主，每一个都是平凡人。我们没有权利
批判，却又不得不为那些影片中屹立不
倒的形象所叹服：在危难面前，找回最
初的自己，不再有小爱，而是拥有大爱，
关心自己安危的同时想到去帮助他人，
团结一切力量去战胜困难。
    丧尸血噬，生死挣扎，闪耀或者泯灭，
美好或者丑陋……
　　人性最难能可贵也最伟大之处，便
在于善与恶之间的正确取舍吧。

　　对于整辆列车来说：

　　不幸的是，只有她们活了下来。
　　所幸的是，还好她们活了下来。

　　活下来就是希望的延续。我想不久
之后，一个叫允书新的生命将会诞生，
她会明白，她的父亲的伟大。而她，也
会将这种人性的光辉传承下去。

　　她们是谁？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或许你会亲眼
去看一看。
                        文 | 罗子涵

　　这部电影同样在揭露灾难面前所展
现的人性的光辉：原本只顾自己安危的
基金经理在女儿和胖大叔的感染下开始
反省自我，重拾良心；原本懦弱胆小的
流浪汉在最后关头挺身而出，为孕妇和
小孩挡住如潮水般涌来的丧尸；极端自
私的常务大叔在被感染后想到的是他妈
妈还在家等他 ...
　　这个世界并不只有黑暗面。人的本
性也并非只有保护自己。

人在危难面前，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安
危，这是人的本性，无关善恶，不分对
错。有的人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心
中溢满了悲痛与失望，人性的丑恶被如
此赤裸裸地披露出来，让人喘不过气来。
然而，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世界本来就
是如此残酷。现实中的人常会带上面具，
隐藏那些不为人知的丑陋的面孔。若非
危机关头，谁愿意暴露？

　　一部叫《釜山行》的电影刷爆了朋友圈。
   影片大致讲了一个带点悲剧意味的故
事：一个被感染的女人扑上前往釜山的列
车，迅速尸变，开始咬人。被咬者也会立
即发生尸变，转而攻击其他活人。瞬间，
丧尸数量爆炸增长，车厢内惨叫连连，鲜
血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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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4 日至 5 日，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
峰会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
包容的世界经济”。作为世界盛会，
2016G20 杭州峰会不仅仅向世界展示了我
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与共享经济发展成
果的决心，更彰显了中国经济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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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2 日，宝钢股份发布公
告，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武钢股份，合并完成后，宝钢集团持股
52.1％，武钢集团持股 13.48％。两者合
并后总产能有望超过河北钢铁达到 6000
万吨，总资产超过 70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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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9 日，北京市出台户
籍制度改革方案，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
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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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12 日，支付宝发布公告
称从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支付宝将对
个人用户超出免费额度的提现收取一定
比例的服务费。

国 内 外
九 事月 大 记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克
里于 9 月 10 日在瑞士日内瓦就叙利亚冲
突各方实施新的停火协议上达成一致。
俄美在叙利亚反恐取得共识，将为解决
叙问题创造新机遇。

   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大会
开幕式 9 月 12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行。习近平在贺信指出，标准已成为世
界“通用语言”。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
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中国将积极实
施标准化战略，以标准助力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指出：马航
客机是被来自俄罗斯的导弹击落。马来
西亚政府依然维持立场，坚持肇事者必
须在适当与有效的提控机制下，受到法
律制裁。

   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日前公布一项调
查显示，尽管德国经济近年来开始稳步
增长，但贫困儿童比例也在上升。据调查，
目前有近 200 万名儿童生活在需要领社
会救济金的贫困家庭。这些贫困儿童大
多来自单亲家庭或多子女家庭，贫困儿
童的分布呈现“东西差异”。

   日本央行决定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将
政策目标从此前的货币“供应量”转向
“利率”。在维持现行负利率政策的同时，
新设长期利率目标为 0% 左右。日本央行
同时宣布，将继续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直
至通胀率“超过 2%”，这显示了长期持
续宽松的姿态。

9 月 7 日，26 岁的女演员徐婷因患
癌症在北京去世，据悉，徐婷生前曾拒
绝接受化疗，选择采用刮痧、针灸等中
医疗法，且中医让她吃素。徐婷去世后，
其生前治疗方式引发了新一轮“中西医
大战”。然而，要了徐婷命的未必是中医，
更像是打着“中医”幌子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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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财大的秋天

路过

他们说秋天萧瑟，花枯叶落。

他们说秋天无情，雁飞云离。

我们告别了青葱的高中岁月，

告别了盛夏光年。

我感到悲伤，

因为我离乡万里，岁月不回头。

我感到欣喜，因为在金色的季节里，

我在这里遇见你。

初秋是最完美的季节

花未落，草未枯

微风不再沉闷

炽热的太阳也学会了温柔
@siyifanxsy

别再等下去了

时间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你珍惜

花还没落，她还没走
@感觉身体被掏空

猫君，你要去哪里？

校园里的猫君有很多

可我认得你
@云梦泽

叶子落下，太阳下山

才发现错过了什么

这就是青春吧

用力地浪费，用力地后悔
@Tiny

云彩擦掉夕阳的痕迹

留下回忆满天
@感觉身体被掏空

看树叶泛黄，风卷云高

纵相隔万里，晴天是你
@彭璞

树梢不能永远拥抱着树叶

时间也会在指尖如烟

我迷失在这里

等待再与你相逢
@R

这就是我们收集到的秋色，

在上财这座不大的校园里，

每天都有着各种个样的故事上演。

找一长椅，静静地看树叶泛黄。

又或是跟着猫君，漫步校园。

欢迎在金色的季节来到财大，

期待你书写下一个金色的故事。

文 | 吕博钊

原谅我先泛黄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要走在你前面

为你保驾护航
@何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