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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晚 7：00，百年校庆文艺
晚会“匡时礼赞”在艺术中心准时举行。

>> 详见第三版

幕后，感谢有你

感谢有你，百年校庆能够焕发出如此
炫目光彩！

>> 详见第四版

流光 为你，我不惧风雨

百年上财，百年助力，谢谢你们，五
点钟出发的人。

>> 详见第七版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对话

“过去”和“未来”借 sufe 百岁生
日的契机，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对话。

>> 详见第五版

流光 那些过目不忘的笑容

嘿，亲爱的你！好想告诉你，你的笑
容，暖暖的，很贴心。

>> 详见第六版

百年上财

百年上财

百年上财

百年上财

百年上财

圆一日之愿 看百年风雨

看着穿上了志愿者服装的自己，
我知道，对这个选择我绝对不会后悔，
有幸亲身参与到上财的百岁生日里。
我觉得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
想起那天报名参加志愿者的情形，
仿佛一切都还在昨天，
但一眨眼我就已经站在了岗亭里，
帮助那些回家的校友。

6：00

今天来了很多的校友——
有的是刚毕业不久的奋斗青年，
也有的是白发垂垂的耄耋老者。
有一位 69 年毕业的奶奶穿着得体优雅，
过来向我问路，在我向她引路的过程中，
她告诉我那些她经历的过去的故事。
她说，那时最好的建筑就是荷花池，
满池的荷花会在夏日盛放，
还有一栋很漂亮的图书馆。
虽然在学校没有一段深刻的爱情，
但所幸有一生不断的友情。
也许最好的友情就是这样吧——
用青春陪你走过单纯，走到成熟，走向平淡。

不知不觉游园会已经开始了。
赶到时，已经是人头攒动的热闹非凡。
校友们领到了入场学生证，仿佛梦回昔日。
学院楼前看着校友们神采飞扬地跳绳，
自己也悄悄体验了一把；
绿叶步行街上玩着小游戏，赢取印章；
在绿叶街的尽头，把想说的话挂在枝头，
在一笔一划中注入了最深的爱意；
天气虽然阴沉，但抵不过你们
笑颜如花，昭似骄阳。

晚上，一场百年校庆的文艺晚会开演，
替入场的观众检完票，
站在后门维持着秩序看着舞台上的表演，
开场响起熟悉的曲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最后的校歌大合唱，让人不禁心中一热，
十分地自豪，因为自己是个上财人。
在领唱的男高音唱完最后一个音时，
全场都响起了连绵不绝的雷鸣般掌声。
第一次感觉到曾经抱怨着你小破财的大家，
都是那么的爱你。

真的结束了这身为校庆志愿者的一天
走出大礼堂，天空闪烁着点点繁星。
回顾今日，
从早起的慵懒到结束时的激动，
我想，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把自己
融入了上财百年华诞的欢喜气氛中。
育衡楼的灯亮着，红瓦楼也还在开放，
远方响起自行车的轱辘声，让人幸福。

10：00

14：00

17：00

流光 小红豆诞生记

小红豆一定给每个看过的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那么它们的创作者是谁呢？

>> 详见第八版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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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盛事之际，百年校庆游园会——
“如约而至”在绿叶步行街如期举行。
尽管气温骤降，可同学们参与活动的热
情却依然不减。人群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使游园会现场充满了温暖。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0：00，绿
叶步行街人头攒动，各社团成员忙着布
置摊位，校庆志愿者的靓丽身影随处可
见，这热闹的画面似乎诉说着 2017 年是
多么与众不同的年份——上海财经大学
建校一百周年。

在绿叶步行街的总服务
台处，所有游园会参与者都领
取了特制学生证，开启游园之
旅，其中不乏许多回母校的老
校友。

重捧学生证，忆昔日同窗
时光，现场的校友们都表示特
别怀念曾经的学生时代，也非
常想念昔日的那一群同窗老友
们。

现场还设置了抽奖区，
随着一个个大奖被开出，

现场发出了阵阵欢呼和呐喊声。

百花齐放，共襄盛会

在绿叶步行街尽头
还设置了温馨的照片墙
记录了一代代上财人的青春岁月
和与上财密不可分的情缘

下午 4:00，游园会圆满落幕，但对
百年上财的祝福却远远没有结束。百年
征程，百年风雨，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作为上财学子，让我们心怀对母校
的祝福，继承先辈遗志，继续为母校创
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带着希望和上财
共同开启新的百年篇章！

步行街两旁摊位的游戏也
是精彩纷呈。

在这里，有着最丰富多彩
的社团活动，有着最青春活力
的学联任务。作为主线任务的
学联摊位以及支线任务的社团
摊位有着各类趣味小挑战，让
众多校友和同学跃跃欲试，握
着手中的学生证穿梭在各类摊
位之间，把现场的气氛推向了
最高潮。

时光匆匆，引人流连；乾
坤独步，且歌且行。

步行街正中央处摆放着巨
大的签名板。上财学子和校友
们纷纷在空白处签下名字，并
写上自己的心愿与理想，对母
校的衷心祝愿。任时代潮水转
向，任岁月风云变迁，我们在
上财期颐之年，如约而至，并
祝愿她越来越好。

2017 年 11 月 18 日晚 19：00，上海
财经大百年校庆文艺晚会“匡时礼赞”
在国定艺术中心准时举行。学校党政领
导，国内外高校来宾、校董会校董代表，
海内外校友代表，离退休老同志及在校
师生出席了本次晚会。

晚会伊始，伴随着宏伟的《上财赋》
篇章呈现，演员用生动的情景表演将在
场的观众带入了上财百年的历史洪流中。

第一幕
如歌岁月

第一篇章“如歌岁月”揭幕，钢琴
重奏《风云儿女》用潺潺的乐声勾起了
观众们对往昔岁月的回忆。紧接着情景
舞蹈《野火春风》登场，校学生舞蹈团
学生的动人舞姿与老师的独白融合地恰
到好处，体现了青年学子肩负使命、不
屈不挠的精神气概。

随后是校友代表和校学生带来的阿
卡贝拉《记忆留声》，历届上财学子配
合默契，演绎一首首记忆中的经典曲目，
无伴奏的合唱更是触动人心。

第二幕
涅槃展翅

第二幕“涅槃展翅”以旗袍秀《海
派情韵》展开。校旗袍文化协会的老师
们身穿各式旗袍，步伐优雅、姿态婀娜，
与舒缓的音乐相得益彰，如梦如幻。

接下来是激情四射的社团集锦《缤
纷校园》，包含魔术协会、跳绳协会等
在内的八个校学生社团联合出演，展现
了在校学生多姿多彩的生活，彰显了青
春的风采和活力。

金曲串烧《那时花开》由历年校十
大歌手代表同台共唱，上财百年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

吟匡时礼赞吟匡时礼赞
百年诉百年情怀

匡时百年
风雨兼程

赞歌清越
久久回响

第三幕
岁月荣光

晚会的第三幕“世纪荣光”由民乐
合奏《丝绸之路》开始。校学生民乐团
的演奏悠扬而又苍凉，将人引领到了旷
远的沙漠，领略古丝绸之路的旖旎风光。

尾声
再创辉煌

伴随着徐润涛老师宏亮的歌声，校
学生合唱团带来的校歌合唱《共铸荣光》
拉开了晚会的最后一幕“再创辉煌”。

当全体合唱团成员高唱“鹏程万里，
共铸荣光”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我校百年校庆文艺晚会就此落下帷
幕。

情景歌舞《遇见美丽》由在校留学
生出演，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齐齐亮相，
彰显了多元文化的交融。

话剧团校友带来的诗歌朗诵《老师，
您还记得我吗？》声情并茂，展现了校
友对母校、对老师的深深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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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 莘莘学子匡时的礼赞

据“匡时礼赞”总导演介绍，100 周
年的庆典从 99 周年校庆就开始筹备，从
策划创意设计修改到最终晚会呈现耗时
将近一年。

通过讲述人讲故事的形式将上财百
年的历程展示给观众，每个节目的名字

每一位参与者全心全意的投入，每
一位观众真心诚意的欣赏，这便是对财
大百年辉煌最好的礼赞。

宣传组的工作大概从十月底开始，
因为内容和材料都很明确，所以宣传组
尽可能地用有限的材料最大程度上做出
新意。

不管是形式的创新还是技术的跟进
都是一个耗时耗力的过程。

上财青年部长张述绮在学业繁重考
试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一边学习新的技
术手段，熬夜做出精美的推送，为校庆
宣传工作增添了许多亮点，也使百年校
庆收获了更多的关注。

Sufe100，每一抹财大红的背后，
都有我们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
感谢有你，
百年校庆能够焕发出如此炫目光彩！

百年上财，这是一座匡时兴国的学府；
百年校庆，这是一场穿越百年的盛会；
百年荣光，这是一份已逾世纪的传承。

所有的目光聚集在
11 月 18 日的上财，
100 年一次的盛会，
每一个恭逢其盛的人

大抵都怀着
得之我幸的珍惜

与对百年辉煌的诚挚敬意。

“如约而至”的热闹非凡，
“匡时礼赞”的感动震撼，
“草坪音乐会”的和谐天籁，
校友接待工作的井井有条，

这一切的一切背后
汇聚了太多智慧与灵感，
凝结了太多的心血与汗水。

校庆当天的宣传工作也进行得紧锣
密鼓，弘毅楼内集结着新闻部、调研部、
上财青年等各大学联组织的部长和精英，
他们在最短时间内整合来自分布在学校
六十多个宣传点的资料，平均每半小时
在微博平台上发送一篇实时报道。

深夜、外卖给了这群为百年校庆宣
传工作的奔走的青年最深的情感联系。

社团总会部长张传龙先后承担策划
组和执行组的工作，忙碌在整个校庆系
列活动中。

从十一假期结束开始策划，到十月
底最终定稿，每天熬夜开会身体真的会
吃不消，然而最大的动力就是大家都在
一起努力做好的决心和想要百年校庆这
个特殊日子为校友、在校生留下美好回
忆的真挚愿望。

张传龙坦言，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
感动，不管是在弘毅楼见到团委老师每
日的繁琐事务，还是主席们和部长甚至
部员一样做这做那，不管是一同熬到深
夜的宣传组、志愿者组，还是在校庆当
天顶着寒风工作了六小时没有怨言的小
部员，都让他感到亲切难忘。

游园活动中的每一位校友的笑脸便
是幕后工作者们最大的愿望与最深的欣
慰。

幕          
后感
谢
有
你

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反复思考琢磨，虽
然整个过程中遇到许多的困难和问题，
但是整个工作团队一点点克服困难、解
决问题，最终向我们呈现了一出盛大与
震撼的“匡时礼赞”。

期待 如约而至你的笑靥

你的 了解是我付出的全部意义

我们是过去的他们，他们是未来的我们
现在，“过去”和“未来”
借 sufe 百岁生日的契机
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对话。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百年太久，
是四代人的时光，

我们只争朝夕。
一百年太短，
弹指一挥间，
青山依旧在。

在百年校庆活动中，我们有幸采访
到数位财大的校友，听他们历数财大多
年的风雨变迁 。

01、80 级校友
记者：您是哪一年毕业的呀？
校友：84 年。
 
记者：您学的专业是什么？
校友：金融，那个时候叫财政金融系金
融专业。
 
记者：您以前是在哪个校区呢？
校友：我上学的时候还不在这，在中山
北一路那边，84年以前都在那边，这个楼，
这个学校好像是 85 年以后建的，你还不
知道这个历史吧，我们毕业以后听说这
个地方要盖新楼了，然后又回来看的，
剪完以后回来看的，好像是 85年开始的，
这一部分开始造新楼。
 
记者：您以前在这里上学的时候，有没
有什么记忆最深刻的事？
校友：我没在这里上过学呀（笑）

有人说：入学的时候上财很大，

慢慢的就小了。

总是笑称上财是“十分钟大学”，

其实是因为没时间慢慢走。

直到今天陪着校友在寒风里走走，

才恍然，

原来，它是这么大，这么多

02、83 级会计校友
记者：您好，请问您是哪一年什么专业
毕业的校友？
校友：87 年，会计学。
 
记者：那时候您是在哪个校区学习的？
那时候在财大学习的感受是什么？
校友：我们是在昆山路那面学习，而且
我们一般是可以不上课，自学成才的
（笑）。我们都是自己看书，把这本书看烂，
然后再来考的。而且我们当时及格率很
小，就 20%~30%，高等数学甚至就 10% 左
右，一个教室里就考出来2个学生（笑）。

03、经济系老校友
记者 :请问下您是什么专业的呢？
校友 :经济系
 
记者:那您当时是就在国定校区这里吗？
校友 : 没有没有，那时候不是六几年的
时候嘛，那时候还叫财经学院嘛，是在
老校区，就在那个虹口区，就在那个上
财外国语学院的对面，鲁迅公园过去。
 
记者:那以前的校区现在是干什么的呀？
校友:不知道呀，以前的校区我去过了呀，
人家不让我进去，是研究生读书的地方，
然后把我赶出来了。
 
记者 : 那您对比当年的老校区还有我们
现在这个校区，感觉怎么样呀？
校友 : 哦呦 ~ 那是大的多了呀，以前的
那个校区小多了，那个人也少，那时候
我们考进去的人很少很少。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     
对话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
与校友们欢聚一堂，
望见了平凡日子里的不平凡的一瞥，
这是他们的上财，纵使不是往昔的模样，
在他们的时代后，所幸我们没有错过——
你一百岁了，没错过你的气象万千，
没错过你的日兴夜煌。
生日快乐！我们共同的上财！

记者：您最难忘的科目是什么？
校友：难忘的科目是……自学考试考高
等数学。高等数学很难的，为什么难呢？
高等数学本身题目不难的，但是呢四门
课放在一起考，高等数学上、下，还有
线性代数和概率论，这四项一下子要得
到 60 分以上，所以这个科目我是记忆犹
新，我考了第二次才考上的。
 
记者：有没有什么关于爱情和友情的故
事吗？
校友：我们都是老一代嘛，都是分配在
厂里，顺其自然吧。

记者 : 那您以前上课的时候最难忘的是
什么呢？
校友:我们那时候念书条件也比较艰苦，
然后我们学的书都是基本从图书馆借的，
不像现在条件那么好，那时候念书我们
只要交些书费就好了，不用交学费的。
但是毕竟那时候小孩多，念书全部靠自
觉呀。像你们现在条件好多了。我毕业
以后分配到重工厂。我发现，这个学校
有一点好，就是我们的老师。后来不是
文革了嘛，还是要到工作中自己去实践，
光靠念书是没有用的，一定要做，做了
以后你才知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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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当天的天气，
虽然云一直徘徊不散，
但是有小红豆的笑容，

整一天心里都是新鲜的阳光。
嘿，亲爱的你！
好想告诉你，
你的笑容，

暖暖的，很贴心。

上财百年的庆典
刚刚落下帷幕，

我们的单反相机中也记下了
志愿者小红豆

那些美丽的瞬间。

手里拿着一杯热热的奶茶来抵抗寒冷，
嘴边漾着一抹忙里偷闲的满足。

小姐姐就这男女比例三比七的牌子，
挡住后面的女生，
用小红豆的方式为上财打 call

为校友递上一杯热水，
温柔而大方。

那些过目不忘的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
还有帅气的小哥哥，

在干嘛？

大概在替校友寻找
“偌大的”上财”

的方向吧！

甲：

乙：

终于到了一天中难得的休息时间！
手里捧着一箱的午饭，

笑得像个捧着宝藏的孩子。

他站在这里，
随时准备自己最好的笑容，

于是行动范围
只有一个岗亭的方寸之间，

洋溢着他耐心地
为校友们提供帮助的热情。

这样的笑容，
每一个都让人过目不忘。

校庆当天，天真冷啊。
谢谢那么多的你们，

为了校庆，
让笑容抵御了寒风，
热情驱散了冰冷，
让每一个前来的校友

都感觉到心里一股暖流涌过。
谢谢你们，

那些美好的笑容。

绿叶步行街前的小姐姐

SUFE 100

 五点钟出发，为你，不惧风雨
                                                     

——接机志愿者大揭秘  
校庆日当天除了我们随处可见的志愿者，
还有一群不为很多人所熟悉的志愿者。

他们清晨就要出发赶赴机场，
负责来宾的接机工作，

这群志愿者个个都十分出色，
不信你看这份选拔表！

·英语水平出色、沟通基本无障碍、
跨文化沟通能力强的志愿者主要分配给
我校重点战略合作伙伴院校，如

A. 世界一流名校；
B.与我校合作建立孔子学院的院校；
C.与我校建立中外合作专业的院校；

·中英双语流利、沟通能力出色、
应变能力强的志愿者主要分配给港台院
校、对英语水平要求不高或中文基础较
好的外方院校……

没错！
这一群可（da）爱（lao）的志愿者，就
是我们接待港澳台及国外学校校长的：
接机志愿者！
我们有幸通过各种渠道采访到了几位接
机的志愿者们，听听他们在工作过程中
的心路历程吧！

0 1

想为财大的百年校
庆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对话

Q：那我直接问你啦 ~
A：好 ~

Q：为什么会参加这个项目？
A：在百年校庆志愿者报名的时候，根据
具体的岗位要求，我觉得自己比较喜欢
也比较适合这个岗位，也很想为财大的
百年校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报名了
这项志愿者工作，最后有幸被选中，很
开心。

Q：是怎么样选拔的呢？是会先告诉你有
什么类型的志愿者让你自己去选的？还
是他通过面试直接分配的哇？

A：志愿者总队通过校内的公众号平台发
了报名推送，推送中介绍了各个岗位的
工作类型，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和兴趣填
写的报名表，我这个岗位是直接分配的。

Q：会有什么很独特的面试吗？
A：有一些岗位是要面试的。我们也有，
但是还是很常规的。

0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写了大英的期
末成绩

对话

Q：会很注重什么外语表达吗？
A：我问过接待日本的大学的志愿者小姐
姐，她们是会日语的。因为我是上学期
报的名，记不清报名表里有没有“兴趣”
这一个栏，不过有外语成绩这一栏。

Q：怎么看呢？【掐了小语废小年糕想去
的心】
A：有雅思或者托福或者其他的。【仰望
大佬的眼神】哈哈哈别，我只写了大英
的期末成绩。

“
0 3

冷冷的天气里是我
迫不及待的喜悦。

对话

Q：你们都是几点钟开始工作的哇？
A：我是八点出发的。

Q：自己过去吗？
A：dei! 自己过去。东吴大学落地是十点
五十在浦东，我们要提前两个小时过去。

Q：你们会有什么接待的指导老师之类的
吗？
A：有的有的。因为没有见过，而且也没
有在港澳台到达的地方接过机，就很怕
没接到他们。
所以孙义老师和我一起的，他在机场等
我，我到了之后跟他汇合。

Q：wow，老师去的也很早啊！
A：其实他在我之前已经接过一班西班牙
的学校了。所以老师起得比我还早，特
别不容易。

“
0 4

多么幸运，遇到可
爱和互黑。

对话

Q：那天出门的话，天气怎么样？
A：那天的前一天下过雨有一点冷，然后
接到他们，他们也说跟想象中不一样。
因为他们校庆前的一个月来过上海，那
个时候感觉还很暖和，以为这一次也很
暖和。王主任还说被打脸了。特别可爱
特别好的一群人。

Q：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时候特别觉得
与设想中不同的吗？就是会不会发现了
这些老师们不为人知的特别有趣的一面，
与我们想象中不一样的？
A：我以为老师们会是很严肃的，实际上
很活泼——会互黑。

Q：www ？
A：王老师说最近老了出门都要带保温杯
了。
然后三个老师中最年轻的那个老师，忽
然反应过来说：“我记得保温杯是我最
开始带的吧？”特别好玩哈哈哈。
Q：真的超可爱了。
A：对的啊，简直是吃可爱多长大的。  

# 被窝好暖啊 #
Q : 平时几点起床呢？
A：有早课七点十五，没有早课八点。
Q：（震惊）起得很早嘛！
A：（突变）其实有的时候九点半 kkkk

# 大四的森森“爱意”#
A：然后觉得现在的大一新生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进学校三年然后学校都在施工嘛，
各种吃土，然后今年就好多了。真想让
他们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时候啊哈哈哈。
嗯嗯，好好学习吧！

百年校庆，百年荣光，
虽历寒风，虽未黎明。
朦胧在五点的天光，
远远地模糊着你脸边的轮廓。
但仍有热情如火，驱散了瑟瑟寒意，
百年上财，百年助力，
谢谢你们，五点钟出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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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豆诞生记
  ——小红豆的爸爸的采访

在刚刚过去的校庆周，
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随处可见的上财红岗亭？
百年一遇的大规模庆典？

四方云集、有老又少的校友？
还是，

可爱玲珑的百年校庆志愿者卡通形象
——小红豆？
抑或是，

寥寥几笔浓抹淡描的黑白版手绘上财？

相信这几个憨态可掬的小红豆和简
约大方的手绘上财，一定给每个看过的
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肯定会好奇，
它们的创作者是谁呢？

现在，
小年糕要向大家郑重地介绍给小盆友们，

他，小红豆之父，
手绘上财的设计人，
17 级公管本科生——

王佳宇
这位画龄十年的手绘大触，

在这条创造的道路上
又有怎么样的坎坷心声呢？

以下是小年糕的
独家采访

听说校庆志愿者需要一个吉祥物，
需要我们上财青年来设计。我觉得我应
该尽自己所能为学校百年校庆做一些事
情，就踊跃参与了小红豆的设计。

这次的设计工作是要用到手绘板，
而我却是第一次使用手绘板。我一开始
是很不适应，画出来的效果很不好，但
在与‘他’磨合一段时间后，慢慢克服
这种不适，效果也就慢慢的变好了。

   小红豆设计初期，我想到它是一个长
长的豆，于是设计成了长的形状，但在
构图后发现有些差强人意，所以就放弃
了这个构想，另辟蹊径，思忖着把它设
计成一个圆圆的形状，并配上了可爱的
表情。后来又想着在头上加上了两片小
叶子，再给它来件披风披在身上，或者
是让它穿上志愿者的制服。

   一开始我还有点忐忑小红豆会不会不
受欢迎，后来听大家说它很可爱，我也
很高兴。

岁月易逝，
红墙绿瓦
终会斑驳。

但在白纸黑字上，
却保留了原汁原味、
日新月异的校园。

除了“红豆”以外，
王佳宇又手绘了独特的上财风光
并加以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增修。

红色的校园在他笔下由黑白色调所取代，
别有一番风味。

对于手绘上财，我们的小红豆之
父又有怎样的‘别样’经历呢？

手绘上财是我接到的第二个手绘任
务，我原本打算继续小红豆的简单可爱
的画风，于是就用简单的线条画出了部
分建筑的第一版。但，我们的指导老师
告诉我，这样的画风不太适合我们百年
校庆的风格……

【王兄所说创作黑历史初稿设定】

以后我又描了边，以此来给手绘上
财奠定一种比较古朴基调。后来我还是
觉得画出来的建筑物立体效果不够好，
便琢磨着怎样才能更好地表现出百年上
财古朴稳重与新颖激进并存的特点……

好在当我毫无思绪的时候，部长鼓
励我并给我展示了“建筑系大佬”的图。
启发之下，我对手绘上财进行了进一步
的改造，对的，就是改造 ~ 最终的定图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即便是有这样那样
的困难，我们也将它一步一步克服，我
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挺感动的。”

当然，创作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
顺，正是因为有一次次的修改才换来完
美的作品。

虽然因为要完成这些手绘熬了几个
夜，但是看到最后的作品很不错，还是
很开心和欣慰的。通过参与这个活动，
我间接加入到了志愿者的行列，参与了
庆祝母校的活动。最后，我想说（害羞~）
我感到很自豪，很开心。

感谢王佳宇设计了可爱娇小的小红豆，
也感谢他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
记录下了跨越百年的学校，
留下了黑白美好的记忆。
相信在熬过的日日夜夜里，

他也收获了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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