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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诗社诗集序 

2019.10 

诗岂易言哉？一物之不识，一理之不穷皆有憾焉。诗之

为诗，古人云，诗可以追光摄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诗

是人类心灵与情感的记录，发乎情，止于礼义也好，汪洋恣

肆也好，总是诗源情而发。所以，“情”无动于衷，则无以

为诗。就是完成任务，如古人之“应制诗”，若不动一点感

情，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不是内容不好，而是形式上没有意

味。因为作者不是缘情而发，读者也就不会因情而感动。 

我们作诗，谁都可以作，我们作旧体诗词，也无可无不

可，但都不要忘了“缘情而发”四个字。旧体不好作，一是

因为格律的束缚，二是我们与古人习惯上的会通有一定的难

度。所以我们可以按格律的要求去作，但我们的语言习惯是

现代的，那诗写出来就不那么地道。所以，作旧体诗词，一

要“缘情而发”，二要熟谙音律，三要会通古人的词语习惯。

能做到这些，需要有一定过程的锻炼，只把文字按照诗律词

格填在里面，还真不能说是会做旧体诗。 

我们中财大的诗社，在老一代校友的倡导和坚持下，出

了很多的诗人和诗作，后来换届又有了一段中兴式的小高潮。

前此在山东泰安开了新一届理事会的预备会，会上大家为中

财大诗社起了一个名字叫“蓟门诗社”，因为我们中财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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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距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很近，大家都一致地认可

了这个诗社的正名。 

今适逢中财大建校七十周年庆典日，诗社同仁为学校庆

生，发乎对母校的热爱与祝福之情，以旧体新体各种形式，

写成了为中财大庆生的诗章。其情真挚，其势湧跃，其词优

美，其意感人。今由钱学宁秘书长，与粟雁飞、侯明君、姚

晓红诸君，在较短的时间内遴选厘定，订成一册，以为向中

财大七秩献礼之美文，亦吾中财大诗人为学校表示的祝颂之

意。诗固非完美，而心允为挚诚。是为之序。 

 

 

                        王强 2019 年 10 月 16 日 

於陕西考察途中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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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财大校友诗社关于诗社名称及第二届理事会名单的通知 

 

各位中财大校友、诗友： 

经向校友总会报批，中财大校友诗社正式定名为“蓟门诗社”，

同时确定第二届理事会名单如下： 

名誉理事：韩英、钱中涛、任侠、吕荣健、韩继东、李挺、武壮

德、陈玉芳、张淑文 

理事：王强、刘树勇、吴朝生、钱学宁、王光辉、黄飞龙、郝红

娟、王遥、张冰、王罡、粟雁飞、姚晓红、王朋、孙韶辉、陈慧遐、

聂无逸、马彦斌 

会长：王强 

副会长：钱学宁、王光辉、郝红娟、王遥 

秘书长：钱学宁（兼） 

副秘书长：粟雁飞、王朋、侯明君 

 

特此通知。 

 

 

                                         蓟门诗社 

                                      201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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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唱和《桂枝香》 

 

 

 

1 

【桂枝香·校庆将至有所思】 

散净居主人 王强 

风吹稻熟。 

看九畹丰兰，百年乔木。 

经了风吹雨打，树围花簇。 

蓟门烟树斜阳外，历沧桑、此情犹笃。 

且开门户，相亲桃李，子衿鸣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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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春蚕苦竹。 

问谁比高楼？谁有师祝？ 

大学立心明德，不惊宠辱。 

古来多少人才梦，又谁能、布好棋局？ 

至今庠序，笙歌院落，也无忧虑！ 

 

2 

【桂枝香·中央财经大学七十华诞】 

钱学宁 金融 88 级 

香山红透。 

正涤洗清穹，极目时候。 

沉醉桃李枝头，满山岚岫。 

探幽径菁菁木草，叶纤纤，蓟门岸柳。 

半潭秋水，九门城阙，万里云绣。 

 

忆往昔，黉宫初就。 

数上下风流，七秩元寿。 

岁月曾知，几度雨急风骤。 

莘莘学子携手处，案牍深，寒窗更漏。 

三分家计，七分国事，一生相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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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春华秋实】 

吕世杰 经管 86 级 

七十大寿。 

与祖国同龄，举天同奏。 

菊花初香，学院南路闻瘦。 

花开花落多少事，不曾忘，宿舍老六。 

令今秋浪，找回得意，笑谈铜臭。 

 

尚犹记、烟厂霸够。 

听书声依旧，你我邂逅。 

今非昔比，万朵祥云铺透。 

游子四海归来急，又相逢，歌轻舞秀。 

祝福母校，创它一流，春华秋就。 

 

4 

【桂枝香·秋祝】 

吕世杰 经管 86 级 

金秋大幕。 

映碧日当空，徐徐开露。 

千万学子报到，笑颜如簇。 

七十年里万果硕，看今朝，奠基成户。 

好花人驻，财经崛起，事达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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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往昔、豪华竞逐。 

率万众弟子，驱逐烟絮。 

沙河新区以就，又添新处。 

但得旧事随流水，远方已无跎蹉路。 

种一棵树，用来思望，嵌肠扯肚。 

 

5 

【桂枝香·贺母校七十华诞】 

王光辉 会计 92 级 

学院南路。 

渐玉露金风，丹桂香怒。 

大都遗址尚在，几多光顾。 

青春做伴长河岸，正同赏、蓟门烟树。 

大钟鸣晚，云开月放，银光如注。 

 

忆往昔、财经黄埔。 

号财政金融，三系始祖。 

八字忠诚校训，创新开路。 

四年旧事随流水，梦中财、珠泪盈目。 

至今七秩，情怀家国，普天同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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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校庆感悟】 

陈玉芳  财政 65 级 

凉秋折茂。 

友散走千程，摧肺抽寿。 

拣尽寒枝慢走，斗眸沧旧。 

寂幽沙候偏寒冷，一分秋，十分憔瘦。 

黑烟尤袅，素笺恨切，雁飞回就。 

 

觅良策，奔流激骤。 

接一树香风，观月情厚。 

雨打林啾，花发一朝先后。 

菊篱独自熏香袖，一流张设星罗秀。 

至今书子，时时犹唱，母怀依佑。 

 

7 

【桂枝香·贺母校七秩喜庆】 

齐麟 政府管理 2011 级 

拨云散雾。 

日月变新天，莺歌燕舞。 

万里河山肃穆，乐章无数。 

蓟门宝鼎难得铸，整青衫、入相逢处。 

銭塘东眺，南园梦启，流年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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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十月，金秋玉露。 

美酒醉来人，同窗相诉。 

遥忆京城，小院那年曾住。 

迷人景色芳华路，梦悠悠，思绪长驻。 

再三十载，蓦然回首，百年风度。 

 

8 

【桂枝香·双庆】 

仵学儒  会计 94 级 

己亥年国庆在望，适逢母校同庆。回望 94年入校，情景如昨。

由南京北归，瞰幽燕璀璨夜景，晃然如沧海桑田。母校变化亦如是矣。 

午夜归北。 

瞰京津夜色，璀璨舞魅。 

煌然霓虹耀月，光华相酹。 

时光倥偬尤相似，舞丝绸、应看我辈。 

万里山河，次第看取，绿翠红葳。 

 

犹记得，少年秉穗。 

为静心明志，夙兴夜寐。 

南北平房，银杏金黄缀翠。 

岁月如歌七十年，与我中财共举杯。 

师生共襄，家国民族，飘飞衣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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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桂枝香·蓟门喜庆】 

翠梦斋主 武壮德 会计 65 级 

荆公沉稳。 

桂叶溢芳醇，诸君思忖。 

八斗才高颖敏，叶声援引。 

遣词造句堪严谨，醉神魂，酒徐徐润。 

笔峰如羽，星河碧落，至臻一瞬。 

 

翠枝蕴，香飘阵阵。 

蓟门唱欢欣，金秋雷震。 

黄埔财经，代代被环球认。 

天南海北声名起，喜洋洋，赞誉真信。 

若须评价，公允论定，许能高分。 

 

10 

【桂枝香·校庆忆旧 用散净居主人韵】 

李挺 财政 65 级 

蓟门遥瞩。 

正故国秋深，烟柳霜菊。 

七秩迎来双庆，满园芳馥。 

旗旌猎猎青春色，沐朝阳、旧栏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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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苍乔木，参差瑶草，间黄还绿。 

 

忆往昔，桃林野簇。 

聚四座楼台，幽径藤穆。 

几届青灯苦读，亦何匆促。 

浮云蒼狗惊风雨，记沧桑、劫余重续。 

阔楼高厦，哲人思虑，桂魂金曲。 

 

11 

【桂枝香·贺中财大七十华诞】 

张淑文 财政 65 级 

缤纷满目。 

贺七秩生辰，学子同赴。 

荏苒时光，丹桂花开几度。 

青葱岁月西楼影，矮松墙，娓娓闲步。 

织机轰响，淮河惜别，梦魂曾逐。 

 

谁料想，烟窗高矗。 

任风雨飘摇，不畏荣辱。 

龙马精神，凝铸财经黄埔。 

芬芳桃李满天下，感师恩，双燃红烛。 

神州崛起，初心不忘，再谱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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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桂枝香·贺母校七十华诞】 

张元成 国金 64 级 

冸宫高矗。 

正秋日微凉，璀璨呈目。 

城郭苍山列阵，景清庄穆。 

蓟门古韵金风里，领科研、猛追硅谷。 

大钟回荡，财经黄埔，辟雍灵玉。 

 

忆昔日，雲飞浪逐。 

治乱引兴衰，杏坛颠扑。 

霸入烟倉，文革遍遭凌辱。 

惊雷立引新天地，校风清、群芳华馥。 

喜迎七秩，环球桃李，共鸣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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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香·贺母校七十华诞】 

粟雁飞 国金 97 级 

秋光流绚。 

正桂子飘香，凝露兰苑。 

碧洗长空万里，卷舒云淡。 

蓟门胜景楼台外，郁葱葱，四时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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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风学府，弦歌七秩，寄笺归雁。 

 

聚同窗，点滴重现。 

数几许飞扬，几许轻憾。 

更谢师恩，何幸一路长伴。 

青衿怀有乾坤梦，世尘无令初心暗。 

平生不负，年年佳日，共书华诞。 

 

14 

【桂枝香·贺母校七十华诞】 

黄飞龙 国保 83 级 

皂君庙宇。 

金碧广厦云集，遍地鲜花招惹。 

京都遗址变幻，几多风云。 

青春做伴旧烟堆，随处落、健牌长乐。 

大钟鸣响，云雨热浪，残阳如血。 

 

四道口、金融精英。 

创立保险学系，继熊寒松师。 

操场土坪三横树，朗朗书声。 

四年往事随风烟，忆中财、十分印象。 

时至七秩，缅怀家国，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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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桂枝香·贺母校七秩喜庆】 

黄飞龙 国保 83 级 

皂君庙地。 

宇楼己云集，英杰相聚。 

多少风流难却，桂枝香溢。 

蓟门烟树曾经在，梦依依，闪光灯细。 

高歌吟颂，财经霸气，校风沉毅。 

 

贺庆典，同窗共喜。 

旧事未隨风，思师同忆。 

难忘青春，罢课赶烟厂去。 

难得校庆年年有，笑从容，七秩回首。 

蓦然惊异，风华正茂，迷人情趣。 

 

16 

【桂枝香·七秩校庆】 

姚晓红  会计 91 级 

金风玉露。 

看梦幻京华，花团拥簇。 

处处莺歌燕舞，笑颜如玉。 

沧桑岁月峥嵘路，看从前，不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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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遗址，落霞孤鹜，蓟门烟树。 

 

自别后，相思如缕。 

叹岁去年来，多有虚度。 

七秩华年不易，莫提荣辱。 

杏坛桃李如春水，忆东风，学院南路。 

后生前辈，经国济世，引人注目。 

 

17 

【桂枝香·贺祖国母校七十同庆】 

冯月娟  财政 65 级 

凭觞醉忆。 

叹似水流年，云卷潮起。 

昨夜梦游西海，放歌遥寄。 

金秋十月双元庆，贺祖国、庠宫同喜。 

巨龙飞舞，校园双屹，梦圆心冀。 

 

入学路、此生铭记。 

望西外红楼，一世缘系。 

五载芳华何处，京都马集。 

栉风沐雨如云去，古稀年、得享安逸。 

笑迎华诞，高擎美酒，普天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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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桂枝香·七秩双庆魁城随想】 

郝红娟  金融 88 级 

天阔云闲。 

枫情染层林，漫山红遍。 

湖面夕阳尽处，几行归雁。 

异域共沐金风露，庆重阳，万里同天。 

乡关何在，吾心安处，风正帆悬。 

 

行路远，终觉书浅。 

忆惜时同窗，风华当年。 

朝经暮史，夙兴寐晚。 

韶华不负蓟门柳，喜折桂，欢聚群贤。 

此气清幽，不慕三春，独领秋妍。 

 

19 

【桂枝香·龙马深忆】 

张学良  法硕 2010 级 

晨熙初沐。 

北国雁栖梧，芳草怜树。 

十月流光寄路，繁华声曲。 

犹承春念涵秋绻，饮东风，万里潮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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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鸣鹤，西川骁虎，麒麟舞鹿。 

 

岁同此，乾坤锦顾。 

予天昂藏志，瑶词琪诉。 

学府七旬，千丈廊声音许。 

画堂台尺语东窗，道蹊桃李莘莘处。 

五星赋鉴，南斗游寰，桂香如缕。 

 

20 

【桂枝香·双庆忆中财大】 

方中兵 金融 64 级 

繁花锦簇。 

正桂枝凝香，丹枫黄菊。 

京都红旗尽舞，彩霞浓沐。 

放歌七秩双元庆，喜频传，八方相祝。 

校友情烈，吟潮起叠，画图堪酷。 

 

亿往昔，魂牵五腹。 

念幽幽小楼，历历心目。 

处处芳华结谊，梦甜香馥。 

盈门桃李思泉涌，恩重重，灼灼红烛。 

期如宏愿，龙腾马跃，再歌新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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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桂枝香·贺母校七十华诞】 

王遥  国企 92 级 

学堂院塾。 

伴懵懂少年，瀚海耕读。 

龙马长风傲首，礼容清肃。 

大师授道经纶赋，慕同窗、菊梅兰竹。 

旧园诗画，似秋叶舞，似春花馥。 

 

纵别离、翩翩秀木。 

揽落日星辰，晨雾山瀑。 

远望舒怀天下，国兴家睦。 

风华学子青云路，更欣然情意如夙。 

畅挥文墨，七旬华诞，咏歌遥祝。 

 

22 

【桂枝香·母校 70 周年庆】 

张喜芳  会计 91 级 

飞云乱渡。 

看漫霞竞天，寒露初顾。 

龙马奔腾七秩，大荒吞吐。 

钟声杳杳青春梦，念韶华，未曾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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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烟雨，星辰众列，在回眸处。 

 

雪后晴，晶莹透出。 

忆年少芳华，时景凝目。 

前路遥遥修远，不思辜负。 

同谱术业情犹在，再重逢、华发无数。 

苍茫风雨，扬鞭策马，从容逐鹿。 

 

23 

【桂枝香·寄同窗】 

张元成国金 64 级 

秋风渐起。 

正暮色苍苍，残阳迷丽。 

去岁相逢何处？约承德市。 

古稀之会同窗友，宴珍馐，北国御艺。 

赋闲同乐，传杯接盏，叙别言趣。 

 

念往昔，八方汇聚。 

誓学贯中西，一身豪气。 

庭院书舘，皆处处钻研地。 

文革风暴硝烟起，寄行装，怱赴荒域。 

悠悠岁月，沉浮宦海，笑畄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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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桂枝香·贺中财大 70 年寿】： 

聂无逸 国资 91 级 

 

秋云吹彻。 

纵鬓染微霜，心旌还掣。 

书捧眉头春梦，白衣成雪。 

垂杨系马楼台外，看桃花、双眸清澈。 

少年豪兴，悲欢如诉，怅然心热。 

 

叹弦歌、门前不绝。 

剩前世尘缘，今生萦别。 

四载相逢一瞬，短长成阕。 

悠悠往事东流水，白驹过隙空留辙。 

等闲儿女，飞扬气度，一时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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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庆酬唱实录 

1 

行香子·贺中财大七秩芳辰 

方中兵 金融 64 级 

菊吐金黄，枫展红装。 

倚东风，豪兴徜徉。 

中财七秩，尽沐阳光。 

看彩旗舞，凯歌奏，笑声扬。 

 

历经沧桑，龙马腾翔。 

争朝夕，斗志轩昂。 

财经黄埔，不负期望。 

喜雄心展，信心足，决心强。 

 

2 

贺中财大——为母校建校 70 周年而作 

粟立恒 财会 64 级 

不忘初心忆中财，光阴七秩风貌改。 

四合老院起高楼，今非昔比乐开怀。 

沙河校区启新篇，精英学子接踵来。 

书窗骋望谁言志，龙马云天栋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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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蓟门感怀二首 

武壮德 会计 65 级 

一树桂枝处处香，蓟门簇锦好时光。 

风云依旧春秋去，胜境渐新岁月长。 

未忘初衷求进步，尚思変化梦翱翔。 

能期龙马精神在，浩荡东风趆海疆。 

 

能期节日大团圆，届届同窗入校园。 

宾客如云多显要，友朋无数尽因缘。 

春秋多少悠然去，岁月迷离未可翩。 

思绪茫茫凝夜月，豪情难却梦缠绵。 

 

4 

龙马精神代代风 

武壮德  会计 65 级 

五月羊城花火红，中财校友乐融融。 

南来北往欢欣语，四面八方赞美声。 

巧遇论坛云可意，恰逢宴会月朦胧。 

蓟门岁月同窗谊，龙马精神代代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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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母校 70 年华诞 

武壮德  会计 65 级 

黄浦美誉早闻名，龙马精神迷宇空。 

辈辈贤师常煜耀，莘莘学子若繁星。 

初衷未改东风劲，豪气长存立古城。 

盛赞校园春意在，期得成就更恢宏。 

6 

祝校庆 

孟繁金  

天挺教育立国本，华夏丛出栋梁材， 

七十周年校庆日，中财龙马骏雄来， 

迈向世界五大洲，改革创新发展派。 

 

7 

七十嘉辰同一贺 

邓敬佳 基财 82 级 

唐初诗杰思琴瑟，今夕重逢且尽觞。 

龙马精神通粤海，财经事业醒南疆。 

杯头光影风云聚，䄂里乾坤日月长。 

七十嘉辰同一贺，可能圆梦在吾乡！ 

 

8 



27 
 

中央财经大学七十周年志庆 

黄飞龙 国保 83 级 

风云激荡七十年，硕果桃李香满天。 

财经黄埔出英豪，金融普惠血脉传。 

敢教天地换新装，天上人间不沧桑。 

散开穹顶满天星，聚合成火暧温情。 

 

占龙出渊，天满其苍， 

神马鸣谷，地行其黄， 

雄鹰展翅，穹顶翱翔， 

精英奔放，灼耀其光。 

七秩大庆，生气蓬勃、 

风流人物、神彩飞扬。 

 

9 

蝶恋花•校庆 

姚晓红 会计 91 级 

烟柳蓟门学院路， 

财政金融，卧虎藏龙处。 

十月与国同庆祝， 

满庭桃李芬芳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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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峥嵘回望顾， 

风雨如磐，经事济民路。 

龙马乾坤精气塑， 

大荒吞吐新阳沐。 

 

10 

浪淘沙•喜相逢 

姚晓红 会计 91 级 

日月焕新天，弹指流年。 

相识初见恍如烟。 

把酒咨嗟昨日事，意兴阑珊。 

 

新秀正扬帆，无限明天。 

风流年少续新篇。 

且待他年回望顾，犹记今天。 

 

11 

校庆三首 

姚晓红 会计 91 级 

初心 

风雨沧桑七秩年，命途多舛倍艰辛。 

而今迈步从头越，磨染不应是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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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 

秋风秋色焕新天，游子归来鬓已斑。 

回首前尘多少事，算珠声里忆旧年。 

追梦 

逐梦京华几多艰，学院南路最情牵。 

四年求索财经路，际会因缘爱诗坛。 

 

12 

《梦忆•中财大》 

王光辉 会计 92 级 

九月的高天流云飞淌，我打起行囊离开故乡。 

站台上挥别了爹娘，分手前的回望满眼泪光。 

学人自此北上，火热的青春在中财绽放。 

 

那时的校园灰瓦红墙，风中挺立参天的白杨。 

记忆里的南北平房，我们翱游在知识的海洋。 

粉笔刷刷作响，讲台上有我白发的师长。 

 

宿舍的兄弟大小排行，熄灯后不睡吹牛抬杠。 

筷子常把饭盆敲响，架子床的吱嘎谱就乐章。 

一日三餐食堂，安乐居的酒香只是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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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泻下银色月光，是谁将那破吉他弹响，心爱的姑娘你在何

方？ 

我多想借那路灯的昏黄，轻吻你的发香，星下憧憬那诗和远方。 

那时的思想有些荒唐，做事偶尔稍显乖张，年轻和稚气写在脸上。 

以后尘面鬓霜，依稀还是年轻的模样，四载同窗初心不忘！ 

 

无悔，担当，中财大领航，永远是我们前行的方向！ 

 

13 

1965 级的中财大记忆 

冯月娟  财政 65 级 

    题记:  欣闻今秋丹桂飘香时节，将迎来母校七十华诞庆

典。我们这一级学员也都已是年愈古稀，常爱萦迴往事的年

纪了。惟中财大的五年，常会想到忆起。那是我们的芳华时

光，也是中财大的韶华年代；那是我们憧憬未来的起点，铭

刻在心的难忘经历，那也是中财大坎坷历史中一段很不平常

的时光。抚今追昔，不由提笔写下下面简短的回忆文字，记

录那些年我们不平坦的求学经历，表达对青春依依的惜别与

怀念，对母校深深的眷恋和感恩，亦借此祝福母校七十华诞，

永谱盛世华章，桃李经年，再创新的辉煌！ 

 

五十四年前的九月金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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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困难时期后的 1965 年。 

从南北西东的十多个省市， 

我们荣幸地考进了中财院。 

来到梦寐以求的伟大首都， 

住进西直门外的简朴校园。 

美好的梦想将从这里开始， 

青春的烈焰将由这里点燃。 

 

怀揣着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 

憧憬着对知识和美好前程的渴望， 

我们跃跃欲试， 

兴奋地踏入了中财院神圣的殿堂。 

 

由高中的数理到中财的讲堂， 

财政金融听起来与天书相妨。 

上政治经济学大课， 

三把斧子可以换一只绵羊？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这是会计原理之基础条纲。 

一学期下来， 

刚刚明白我们学的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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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充实的校园生活， 

朝气蓬勃，积极向上。 

我们就像是饥渴的小羔羊， 

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琼浆。 

认真聆听老师的谆谆读讲， 

遨游在财经知识的大海洋。 

在无悔的青春里努力学习， 

企盼实现报效祖国的理想。 

 

丰富的课余活动， 

充盈在中财院不大的操场上。 

白杨树下、林荫道旁， 

有娓娓细语的促膝谈心和相帮； 

篮球场上、乒乓台前， 

是生龙活虎的体育锻炼和对抗。 

 

还记得 

第一次参加天安门国庆盛典时， 

 

迫不及待奔告外地同学和家长。 

白天- 我们举花组字，融入到红色的海洋， 

晚上- 我们载歌载舞，狂欢在幸福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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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静的四合院 

是老中财人最难以忘怀的地方 

在那里 

记录了中财学子的苦读与追求； 

在那里 

留下了中财学子的情思与梦想。 

岁月悠悠逝去 

仍然忘不了那四面围合的红楼瓦房， 

那是我们魂牵梦绕留恋难忘的地方！ 

 

东西南北楼，小院草木深 

雨洗紫藤绿，雪笼杉树青 

松径连四座，芳丛舞蝶蜂 

依稀闻燕语，应是读书声 

青春年少气，娇骁存倩影 

„„ 

 

我们沉浸在， 

积极向上的中财大校园氛围中， 

寒假后迎来了新学期开张。 

然而一纸教改的紧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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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呼家楼的北京毛巾厂, 

成了我们半工半读的地方。 

读报代替了自习，宿舍就是教室， 

这里完全没有了学校的模样。 

轰鸣的机器，三班倒的劳作， 

学知识的渴望变成了奢望„„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 

文革”的旗帜开始飘扬。 

忠于代替了理性， 

狂热淹没了思考。 

我们也曾那般冲动和荒唐， 

荒废了学业、耽误了时光。 

我们也曾迷茫彷徨， 

但却坚定地要跟着党成长。 

 

一九六八年 

六二到六四级的学长， 

陆续分配，奔赴他乡。 

热闹的校园突显空旷， 

只留下焦虑的六五级， 

还有挨过批斗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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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能够快快复课， 

重回到校园书声琅琅。 

 

一九六九年深秋 

形势陡然间紧张， 

祖国要准备打仗！ 

“深挖洞 广积粮”， 

就在学校的操场。 

又是一声命令， 

全体师生紧急撤离京堂， 

奔赴五七干校河南信阳。 

 

在那淮河之滨的农场， 

秋去冬来、春种夏收。 

我们经历了严寒， 

我们播种了希望， 

我们锤炼了意志， 

我们收获了坚强。 

 

一九七 O 年 

终于迎来了毕业的曙光， 

抖擞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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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好重新出发的行装： 

《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 

这就是我们奔赴的方向。 

我去了青海、他去了西藏 

为祖国寻找石油勘探宝藏; 

我去了辽宁、她去了黑龙江 

东北的严寒不能把我们阻挡; 

我去了云贵川， 

那里的大山需要我们去丈量; 

他去了湘鄂皖， 

考验我们的有艰苦的军垦农场„„ 

 

没有庄严神圣的毕业典礼， 

也没有依依惜别儿女情长。 

在那个酷热的七月， 

告别淮滨五七农场， 

我们各自踏上征程， 

奔赴祖国四面八方。 

 

陌生的工作，艰苦的生活， 

再没了同学间的纯真， 

也没了校园歌曲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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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传来你我的消息， 

一声久违了“你还好吗”？ 

顿时就会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在学校， 

我们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在社会， 

我们没有可依赖的靠山和臂膀。 

不肯服输的中财学子硬是通过： 

母校给予的抚育，不懈的学习； 

默默耕耘，实干搏击， 

终于收获了属于我们的荣光！ 

 

我们从青年步入了中年， 

也从青涩的学生， 

历练成各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 

我们没有给中财大丢脸， 

没有辜负师长的培养、学校的期望。 

我们为着共和国的富强添加过砖瓦, 

我们兢兢业业地站完了最后一班岗。 

 

如今的六五校友均已愈古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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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了工作羁绊和利索名缰。 

或颐养天年， 

或饴弄儿孙， 

或发挥余光， 

我们继续谱写着夕阳的乐章。 

 

中财的五年 芳华的时光， 

有风亦有雨，有争也有辩， 

但更多的还是: 

雨后的彩虹，云过的阳光， 

理解与宽容，相扶和相帮。 

 

中财五年的朝夕时光， 

同窗的情谊永难相忘； 

中财五年的风雨历练， 

母校的情怀常记心上。 

 

 

七十年砥砺求索，  

七十年筚路蓝缕， 

藉此七十周年华诞， 

我们又能相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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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新校园的巨变， 

回味老校园的景象。 

 

感恩博大的母校， 

代代相传的教诲， 

就在这中央财大学堂， 

锤炼了我们勇敢面对， 

教会了我们不馁自强。 

 

感慨盛世的母校， 

走过岁月的风雨， 

喜看今日： 

双一流的中财大世界名扬！ 

 

祝福我的母校， 

龙马精神奋进， 

代代相传不息， 

培养强国栋梁， 

岁岁桃李芬芳！ 

 

五年朝夕，母校哺育， 

我们骄傲，我们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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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中财人！ 

我们是中财大一九六五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