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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 详见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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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八版

春晖湖畔，

回首上财历史，
一九一七年至今，

上海财经大学立浦江悠悠，观云起云落，
已阅百年风云，弦歌不辍。

百年之前，
学校草创现代商科教育，
汇巨儒硕学引欧美名宿，

为国富民强的民族重业贡献人才力量。

一九一七，
泛同侪微星启商学明光，

始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科。
五年转瞬，

移迁浦江之畔，拢于通商埠口，
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自此伊始。

遇见寒暑百年的你

国运维艰下，
学校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惟求以国内独一之
国立商科类本科高校之力，

建国内商科之轨辙，
立商科学子之端方。

新中国始，院系调整，
聚沪上名阁之荟萃，
集名山坛席之巍峨。
群贤毕至，百废俱兴。

1985 年 9 月 17 日，
改革长风直入万户，
驱翳散霰重拾商科，
“上海财经大学”，

至此定名，百年尘落。

2017 年 8 月 9 日晚 20：00，
上海财经大学校庆网正式公布：

百年，
岁月沧桑，无改初衷。
百年，
杏坛簇云，桃李天下。
百年，
师生互勉，共筑荣光。

百年之后，
承经济匡时之伟志宏韬，
扬紧跟时代之推陈出新，

莘莘学子奋发起而求学成为中流砥柱。

财出发 一日六餐不是梦

校内各大食堂美食介绍。
>> 详见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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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财大”团
队第六年奔赴贵州省
普定县开展爱心支教
活动和捐资助学活
动。从2004年至今，
“爱在财大”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已走过
十四个年头。十四年

“圆梦连心”
暑期支教义务实践
团由来自数学学院
的9名志愿者组成。
“筑梦圆心，你我
相连”诠释了队伍
的精神。每位成员
不仅为云南省孟连
一中的同学精心准

备了人工智能、博弈论等兴趣课，还将通过素拓、实践调查
等活动全面了解他们，融入其生活。我们将用热诚与爱为孩
子们带来上财学子的温暖，用思辨与创新为他们开启新世界
的大门。

圆梦连心7.11-8.2

国际工商管理
学院 Y&V 志愿者部
“马樱花开”系列
活动包括“一对一”
助学捐助、暑期支
教、贫困家庭回访
等活动。“马樱花开”
团队已连续多年对

云南姚安地区进行募捐与支教回访，已累计捐助四百余名当
地小学生帮助他们继续学业。活动开展五年来，在上海社会
各界都产生了非常好的反响，在今年也荣获了上海财经大学
优秀公益项目称号。

马樱花开7.5-7.14

爱在财大

来，团队成员和活动形式不断发生变化，唯独不变的，是那
份爱与坚守。

6.24-7.3

本次织梦之旅
我们将到湖北省十堰
市丁家营镇中学，为
当地的孩子们带来精
彩独特的世界印象。
我们将会给予孩子
们缺乏的接触课堂
之外知识的机会。 

织梦之旅7.30-8.11

通过与大学生接触，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课程主要以教授兴趣课程、心理辅导为主。

我希望成为你们最坚实的后盾，
如山岭无言，静静支持着你们；
如星悬空中，为你们的前路化作万点灯火。

他们的话：

1

2 真情的传递不会因为距离的疏远而衰减，
一封封书信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将志愿者与孩子们相连。

3 短短十天，如此短又如此漫长，
短的让我在离开的时候不禁去留念，
长的让我在回忆的时，每一秒都被放大，一帧一帧地查看，
突然明白，
为什么我们十四年不离不弃的坚守；
为什么我们希望用尽自己哪怕最微薄的努力。
因为我想再看一次他们大大的笑脸，
想再听一次他们清脆地叫一声哥哥姐姐好，
再为他们讲一次课。

他们的话：

情暖凉山7.4-7.20

我们是来自上海
财经大学统院的“情
暖凉山”支教队，将
前往四川凉山的烂坝
小学进行为期两周的
支教活动。团队的使
命与理念在于关注当
地发展并了解其综合

状况从而促进城乡交流，并在教育方面以大学生正确的人生价
值观引导当地孩子们的思想并助其拓宽眼界、提高学习能力。

他们的话：

“励志之旅”扶
贫帮困项目旨在帮助
安徽省金寨县青山镇
的贫困学生，带领他
们走出大山，来到上
海，开阔眼界，打开
心扉，通过志愿者的

励志之旅7.4-7.10

引导，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并鼓励他们努力实现。之
后志愿者与孩子们长期结对并保持联系，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
助，团队也会对其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

1 七天的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成为最亲密的伙伴。在
一起制作海洋瓶，绚丽的色彩，丰富的形象，都是美好
的回忆；还有陶艺，虽说样子可能有所偏差，却都是真
情的流露；英语情景剧的排练也别有一番成就感，小朋
友们从开始的胆怯，变到最后的投入。我们还一起看了
外滩的夜景，欣赏了琉璃博物馆的杰作。
这一切，想必在你我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2 书面上的意义和收获可以写很多。
但都抵不上那些真真切切流过我们内心的触动
和一起看过的日出日落。
我们的旅程，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他们的话：

1 我们这一路，
从东向西，2000 多公里，历史 50 小时；
我们这一路，
从上海到姚安，6位队员，40 位小朋友；
我们这一路，
虽已结束了所有的旅程，但是我们已经将梦想与希望的
种子播散，努力让他们相信可以走出那个偏远的地方去
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便已足够。

2 那个提起见不着父母时忽然哽咽的小丫头，那个回答着
自己爱看书时渴望眨巴的大眼睛，还有那个低着头缄口
不言的大男孩都触动着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想
要抚慰他们隐处的伤痕…

他们的话：

1

他们的话：

1 从小心翼翼的试探，到主动出击的触碰，
一方降下了防卫的壁，
才让另一方倾城而入——
我大约是输的那方，
不知为何，满心都是你们明亮的眼和笑。

蜀地的连绵山峦，夜晚的满天繁星，盛大的篝火狂欢……
当“触手可及”的，变成“历历在目”的，
才突然知道，离别的分量，是说的时候轻轻飘飘，
而后在渐行渐远中一点点积累的沉重。

1

2 遇到你们，我们也在改变，变得说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我又拿起了手机，打开了朋友圈，
一遍遍刷过这几天不断温习的足迹，
一次次点开看过好几遍的图片，
群山、星夜、原野、校舍、心愿、火把，都倒映在我的眼里。
正如我的笑脸倒映在反光的屏幕上。

2 希望我们的支教之行给孩子们带来的不仅是一些有趣的技
能，更能让他们见识到外面的精彩世界、给予他们出去看
一看这个世界的念头和勇气。

3 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
心无论多么遥远，总还连在一起。
这就是——圆梦连心

4 于是这么多天过去，
我们也变成了高超的棋手，
明面上摆着的，精心的布置、新奇的点子；
暗地里布局的，我们认真谨慎的一步接一步。
为你们，
我们心甘情愿承担呕心沥血的苦。

十天里，我们是他们最喜欢的伙伴，他们会拉着我们和他
们一起晚间散步；他们会给我们讲他们班里的故事；他们
说将来想要和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甚至是同一所学校…

2 他们每一个人都眼神坚定地告诉我们，他们要努力考出去，
他们也要去看外面的世界时，我们就相信，我们的所作所
为是有意义的。

3 在回程的列车上，
我们轻轻唱起无声而熟稔的旋律——
For auld lang syne,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你不知道的暑期实践
——共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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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那么大，
        我只想看你

苍空中飘落的雨滴成线。
故乡的雨啊，
一定又洗刷出一个明净的村庄——
麦浪在乡亲的梦里滚翻
绿树中的一角屋檐冒着袅袅炊烟
梦里的思念爬上故乡的山头……

这几天四处瓢泼的雨
让回家之路的艰难堪称风云变幻——
有多少人都在回家的漫漫归途上受挫
气候突变后夜宿机场的航站楼，
一改再改的高铁票，
焦急安抚的通话……

但即使是再难过、再焦急，也不改决心。

我要回家。

回到那记忆里最温暖的港湾。
回到那里，
就会洗涤一切的不愉快，重新振奋。
回到那里，
就会回到那记忆中繁星点点的所在。

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
”

记得夏荷初芰，蜻蜓立时，
三五伙伴相邀，在家乡小路间奔跃嬉戏。

记得隆冬初融，梅落枝头，

圆圆滚滚一团，在雪堆坡地上掷雪滑冰。

你的家乡是什么样的？

是大漠中戈壁上灿烂的莹莹绿洲？
是山林里脉脉芭蕉竹有节的雨地？
是曲水畔小桥青石下的乌蓬水乡？

也许你的家乡是闻名于世的古都旧国，
也许你的家乡是清雅避世的世外桃源。

也许你们家乡偏好食不厌细的精美点心，
也许你们家乡盛产大碗尽兴的肉面酒饼。

仔细想，
你的家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细节让你牵挂？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有不同的家乡与文化。

食有南甜北咸，居有山中海边，
语言各自不同，景色大相径庭。

每多了解一个地方，
就像在华夏大陆上驰骋旅行。

这
是
一
份
让
你

一
日
六
餐

不
是
梦
的
攻
略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上财有一个让上海各大高校都
尤为艳羡的特点
——美食云集的中心。
除了背靠五角场美食大圈、
脚踏大学路小资情调的优势地理位置，
上财在它精致的占地面积上
竟然大大小小分布了
六个风格各异的主餐厅！

缤纷谷2

进入门口有一栋非常可爱的二层小木屋，
那就是缤纷谷。
花蔓绵连的篱笆架，三两攀谈微笑的人，
屋外阳光倾洒的黑铁小桌，
屋内温暖的黄色灯光
氤氲着咖啡或茶的香味。
听到外面响过自行车铃清脆，
选一本好书为伴，
语言的意义也不太重要了。
在这里，你既可以在一楼享受西餐美味，
也可在二楼领略日料的清冷丰盛。
如果你也喜欢风和阳光，
相信你也会喜欢这里的。

作为吃货广州人，
遇到全校唯一一家卖港餐的绿叶
绝对是小年糕最大的惊喜。
坐在绿叶长桌边，任凭自己陷进沙发，
看着窗外人来人往。
偶尔拿着一杯奶茶，
摸摸门口躺着的财大猫。
感觉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舒服。
再加上一份酱汁浓郁的叉烧套餐，
配一笼甜点，
觉得整个人都充能百分百了。
于是又是一个干劲满满的下午。

绿叶餐厅1
由原本的生乐餐厅转变而来的新餐厅，
专门提供清真食品。
食物分量充足、价格厚道、风味独特。
如果你也喜欢兰州拉面、羊肉馍馍，
想要感受西北风情，
可以过来尝试一下哦！

清真餐厅3

新园餐厅4

盛环餐厅的下方的新园餐厅
也是一个美食云集的地方。
除了快餐、盖浇饭、饺子和面点。
另有夜宵如生煎、肉夹馍、韭菜饼等。
临近新园门口有奶茶店和小卖部。
最重要的是晚上盛环已经打烊的时候，
右手边的小卖部还有汉堡等夜宵出售！
真是广大错过饭点的同学的一大福音啊 ~

盛环餐厅5

位于武川校区的盛环餐厅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师傅们的热情奔放的吆喝声
与美食的香味融合成了
一个热情奔放、
类型变化跨度大的独特的餐厅
除了对于川渝同学
这辣得也许还差些火候，
内容丰富、口味宜众的盛环餐厅
绝对值得
喜欢麻辣一点口味的同学前去品尝。

新食堂6

位于静思苑门口右侧，
有一栋拔地而起的三层红楼，
那就是新开业的新食堂。
新食堂不但外观新颖美观，
内里的食物之丰富，
也是令人叹为观止——
你能在一楼
品尝手抓饼、烧饼的清香浓郁，
品尝各类鲜美面食，
能在二楼快餐区享受丰盛的大分量美味，
也能在三楼自助餐区
享受一顿独揽高处的舒适。
总之，
不想费神去思考
去哪个食堂可以吃得最满足，
就来新食堂吧！
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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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一夏，
你还需要一本 悬疑小说 

1“他害怕那些与自身过去经历有关的人出现，因此小心谨
慎，如同在河边制作砂器的孤独的孩子，人生因此变得脆弱而
溃散。”

——《砂器》

作为一名常年在底层人民群众中摸
爬滚打闯出一番事业的松本清张，同为
悬疑推理文学三大家的他的小说更有一
种细腻而又近乎冷酷的对人性的披露的
特点。

《砂器》从一个本不起眼的谋杀案
牵扯出一个身份叠换的悲惨故事，其中
更体现出了早年他写作历史人物类作品
的功底，把时代与个人紧密结合。无论
是从结构、逻辑、人物刻画上这都是松
本清张早年的佳作，有很强可读性，值
得一阅。

器砂

『小年糕珍藏的悬疑小说书店！』

4系列亚森罗平

“你使我成为骑士。从此我变得不可战
胜，随时都可给敌人以迅猛打击。
出来吧，敌人们！我已登场了！”

——《卡格利奥斯特罗伯爵夫人》

——莫里斯·勒布朗

看多了英式的端庄沉稳，换个口味
调剂一下，尝试一下法式的温柔浪漫。

作为后世千千万万侠盗义盗的祖师
爷，被尊称为“国贼”的罗平这个人物
刻画得饱满而生动。（古龙的“盗帅”
楚留香就是受到他的影响而诞生的，007
也从中获取了颇多灵感。）

总的来说，侠盗系列推理性虽然不
强，但胜在故事环环相扣，富有戏剧性。

注：其中有罗平和福尔摩斯对决的
情节，但是出于当时的法国爱国主义，
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崩坏。

2圭吾东野
《嫌疑人 X 的献身》

《白夜行》
《新参者》

这三本小说的共同点都是他们隐藏
的温暖——

互相守护的温暖、
默默付出的温暖、
慈悲和爱的温暖。
这些构成东野所有小说里最让我动

容的部分，都颇有口碑，可以一看。

3悬疑国内

《檠花怒放》《紫菀盛开》丝丝相扣，
作为推杠把子，这部上下集的连续小说，
社会派杰作。

江离——

《乱神馆记之蝶梦》乱神馆记第一
部，以女性主角视角写的小说，富有中
国古代风韵，每个案子都扑朔迷离，而
且作者文笔优雅，学识广博，豆瓣评分
8.9，值得一看。

水天一色——

其实我一直觉得古龙写的不是武侠
而是悬疑。这两大系列也是很有名了，
陆小凤的义官情怀还有楚留香的盗帅风
骨。我觉得除去古龙的文风令人难以忍
受，故事情节还是很好的。当然不建议
常看，平时消遣即可。

古龙——
《陆小凤传奇》
《楚留香传奇》

他

她

他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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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萧萧兮易水寒……

       ——从秋瑾到闻一多

时光仓皇，
百年过隙弹指间。
多少英雄都沉入往事，
再不被记得，再不见踪迹。
只有稀疏几人
还在简单的解说中漫不经心地流逝着。

“谁是秋瑾？谁是闻一多？”
年幼的妹妹疑惑地问我。
我一时语塞——
秋瑾是怎么样的？
闻一多是怎么样的？

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110 年前的今天，
凌晨的绍兴轩亭口
还是雾蒙蒙不清楚的样子，
一位“不做红妆爱武装”的英奇女子，
昂首阔步气宇轩昂，
踏上人生最后一片战场。

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
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71 年前的今天，
他不畏暗处的鹰鼠爪牙，不畏那些刺痛
的威胁，
拍案而起，怒斥枭猊，
明天下之昭昭，继李公之厚望。
遇伏击，霰流弹，
斑斑累累铭记着他坚持的正义。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她有许许多多的称呼

——是鉴湖女侠，是白萍。
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取得极好，

对极了她这个人。
她是如侠客的刀剑般

利落锋利、明净如洗的；
却也如侠客一样，热情洋溢。

她不是孤高在上的梅，
而是一抔深深依偎在泥土中的萍草，

感知着世事的变换。

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
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
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

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
他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直是

那样瘦削的脸庞，
风霜刮出的刀，

不留情面地
砸在他历经颠簸的额角、颊边。

但头发是很固执的疯草一般
散乱而浓密的，

就像太极一样，执着而有生命力。

<1>

<2>

<1>

<2>

她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时间那么残酷，

把他们早早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
时间也许也是厚待，

让他们永远是我们记忆中
所熟知的那热忱坚毅的模样，不会变色。

惜生不逢时，
今日再相念，骨销透，愧招魂。

要怎么简单地说秋瑾和闻一多？
是说他们“清操厉冰雪”
“慷慨吞胡羯”的气概？

是说他们“武丁继成汤”的伟大事业？
是说秋瑾

率先扯起女性解放第一旗，
成为女子革命的

“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还是说闻一多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
革命热情？

我思来想去，最后一句话盖棺论定——

“他们是最顶天立地的人，
但也是最温柔以待这天下的人，
最与祖国命运心心相系的人。”

窗外的知了高低鸣和地叫起来，
灿烂的斑斑光影打落在芭蕉的叶尖，

屋里的空调开起来，
一杯冷饮、一碟小食、一首悠扬的蓝调，

一切都是那么惬意自在。

夏日来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小阿宅，
想要慵懒而又快活地渡过一个暑假，
如果你也喜欢读书、
喜欢去追逐一个悬疑的异次空间，
那烟雾弥漫的伦敦街头，
那唯一明亮的烟斗里的火星，
那呼啸而去的东方列车，
都是我童年难以释怀的喜爱——
而如果你也喜欢这些，
那么，欢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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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
你知道上财的网红鹰吗？

然而同学——
你知道上财百年校庆之际，

上财诞生了一只可爱的吉祥物吗？
这只吉祥物

以不同于上财大爷喵的积极向上形象，
活跃在各种校庆周边上。

这就是财大
名副其实的
网红鹰，

严肃又可爱的
“大白”——御风。

佩戴着单片眼镜又颇有学者风范，
展现“厚德博学”的校训。

身着西服马甲与条纹领带，表现出
职场精英的形象以及绅士精神。

（原设计者语：其实是看到校园里
招聘季的时候有很多穿正装的学长学姐
于是就画了…）

“大白”御风的名字出自《庄子·逍
遥游》：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意指乘风飞行。与鹰的形象相符，蕴含
着自由翱翔的含义。鹰象征着自由与力
量，奋力翱翔于天际的姿态与财大学子
在学校里、社会中拼搏的姿态无异。

底座基石上刻有“百年上财”、
“1917-2017”字样，寓意上财的百年
校史厚重积淀。

爱书爱思考，
爱吃米线，
御风尽显

“不爱思考的吃货不是好学者”的
上财气质。

这么可爱的御风，
正在等待你的前来，

一起分享百年上财的欢乐。必须要佩服设计者的想象力，
说实在看到这座雕塑，

真的很难和可爱软萌的御风
联系在一起。

小编最后在这里顺便提一句 !
这只设计灵感来源于国定路校区的

雄鹰雕塑的吉祥物，用其圆滚滚的体型、
憨态可掬的神态，轻而易举俘获了大家
的喜爱，最终在“百年校庆吉祥物征集
评选活动”中超过另外 43 件投稿，勇夺
一等奖，并最终成为百年校庆吉祥物 ~
是不是很厉害呢 ~

【鼓掌鼓掌！】

如果说到上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吉祥物，
大家心中想必浮现了无数或坐、或瘫、或撒娇、或高冷的上财喵的形象。
除此以外，你又可否会想到上财网红鹰的存在呢？

“ “

下面，就让小编来给你隆重地介绍
一下他吧！

御风

品种：鹰
性别：男

出生地：上海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