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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山财大莱芜校区完成历史使命
原莱芜校区学生今秋新学期回归校本部

本报济南7月6日讯(记者
徐玉芹 实习生 许熠辉) 6
日，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做
客“老徐话高招”，透露莱芜校区已
完成历史使命，2020年将不再招
生。原莱芜校区学生今年秋季新
学期开学后将回归校本部。

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位
于莱芜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山财大街5号。2014年10月10日
经 山 东 省 人 民 政 府 鲁 政 字

〔2014〕186号《山东省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设立山东财经大学莱
芜校区的批复》文件批准同意设

立。2015年6月10日开工建设，
2016年完成一期工程并开始招
生，到2018年全部建成并投入使
用。到2019年为止，共招了四届
学生。有传言称，莱芜校区今年
开始将不再招生。

这个传言究竟是空穴来风，
还是确有其事？访谈中，赵忠秀
校长给予了坦诚回复。

赵忠秀表示，原来在莱芜校
区的商经学院5个专业的学生，今
年秋天将回到校本部。回到校本
部后，将根据不同年级分配到不
同校区，其中毕业班将回到燕山

校区或舜耕校区，回到他们原来
的学院；二、三年级同学根据安排，
有一部分可能要到圣井校区，与
校本部实现完全融合。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商经学院在莱芜校区
完成了历史使命。山东财经大学
2020年新生将不会再到莱芜校区
就读，也请考生和家长周知。

至于莱芜校区，现在是山东
财经大学独立学院燕山学院的
主校区。山东财经大学共有两个
独立学院——— 山东财经大学东方
学院和山东财经大学燕山学院。
赵忠秀表示，根据教育部和省教

育厅的工作部署，学校启动了独
立学院转设工作。为了独立学院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在符合国家
政策的情况下进行转设，学校对
明水校区进行了置换。现在燕山
学院的学生已经集中到莱芜校区
上课。眼下，莱芜校区是山东财经
大学燕山学院的主校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注
意到，山东财经大学官网关于办
学条件表述已经更改。新的表述
方式为，“学校现有燕山、舜耕、
圣井三个校区，占地3000余亩”。

“莱芜校区”已经从介绍中消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苏娟

翻看大一写的文章
仿佛就在昨日

7月2日，返校毕业，除了毕业
证、学位证，潍坊科技学院景丽艳
还收到一本厚厚的《足迹》。编写这
本书的老班主任因为上课没来，但
景丽艳心里却涌起一股暖流。

景丽艳所在的2016级财务
管理3班，共有45人，这本书每人
一本。而在2班，46位同学，每人
也有一本独属于他们的《足迹》。
两本书的页码加起来超过800
页，字数超过了70万字。

“翻开看了一下大一自己写
的文章，仿佛还在昨日，但看着
一字一句里的懵懂，才发现，大
学四年，真的成长了。”景丽艳
说，从大一起，班主任便让他们
每个学期写一篇总结，记录自己
一个学期的经历和感悟。“但没
想到吴老师真的把每个人的文
章都保留了下来。”

大一的懵懂与适应，大二的
混乱与成长，大三的理性与清醒，
大四的焦灼与忙碌，对超过千篇的
学生记录，吴莲香按学期排列，给
每个篇章都做了自己的总结，也总
结着91位学生大学的四年生活。

“其实四年走下来，很多记
忆已经模糊了，但它们都留在了
吴老师的这本《足迹》里。”翻看
着书中的班级活动照片，景丽艳
心里有些复杂，看着每一张照
片，都能想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其实景丽艳不知道，这些照
片都是吴老师精心准备的，有的
来自班级活动上吴老师的“偷
拍”，有的来自同学的朋友圈，四
年里，吴莲香随时都在记录着同
学们最真实的生活。翻开书，全
班人的大一证件照汇成一页。

“挨个看看，都是一脸的懵懂，能

把所有照片保存这么完整的，也
只有吴老师了。”景丽艳说。

笑读过往
眼泪却在打转

“一边看着，一边傻笑，看那
些傻傻的瞬间，笑着笑着，眼泪
却开始打转。”刘逸清是潍坊科
技学院2016级财务管理2班的学
生，在成书的最后时刻，她其实
也帮着吴老师做了一些排版的
工作，但再翻开这本《足迹》，刘
逸清却总是难以自抑。

“看着自己曾经的文字，感
慨大一时的信心满满，第一次从
书里知道舍友对我们的第一印
象，在同学们一段段的文字里，
也重新拼凑起了大学四年的生
活。”刘逸清说。

“每个学期一篇文字，有些
简单的文字也许只有学生自己
看得懂，有些记录一次出游，有的
记录和同学们的故事，但不管写的

是什么，这都是他们当时的心境，
是属于他们的大学记忆。”吴莲香
说，其实她并不是一个记录者，只
是用心帮同学们保存了他们曾经
的生活。

“早上不到六点起床就为了
在图书馆占一个座位，跟小吴一
起学习、相互交流、相互鼓励；和
傻猪莹、六金、小周一起忙里偷
闲去北集吃小吃……图书馆的
人来来回回，有的人改变了目
标，有的人放弃了努力……”

当再次读起大四上学期的生
活，王文静总是莫名被自己感动得
哽咽，“书里每个字都是沉甸甸的
回忆，是我们的大学记忆，也都是
吴老师对我们深深的感情。”

四年的承诺
最后一刻才完成

7月2日毕业典礼当天，因工
作调整，从大四上学期就不再担
任两个班班主任的吴莲香因为

课程安排没能参加同学们的毕
业典礼，但在晚饭和晚上开课前
的半个小时的间隙，匆匆与同学
们见了一面。

“好在这个四年前的承诺兑
现了，只是想给大家一份一生中
可以用来回忆的东西，就像我为
我的孩子整理他成长的记忆一
样。”吴莲香说，在实行导师制的
潍坊科技学院，吴莲香是班主任
也是学生们的导师，2016年的秋
天，她曾承诺要给学生们一个特
殊的记忆，四年里，她认真读过
每一个学生的文字。

在李若颜的《大二期末感想》
里，记录着自己一段时间的孤独
与无助，那一个月里，吴莲香鼓励
她跑步，在操场上制造一次次的

“偶遇”，陪伴她走了过来。“在阅
读中，我也感觉到自己在参与着
他们的成长。”一千多篇文章，在
每周要上20多节课的大四下学
期，已不再担任两个班班主任的
吴莲香几乎每个节假日和周末都
在回顾着学生们的一个个故事。

“四年里，我用另一个角度
见证了他们的成长，有过失恋的
伤，也有过成绩不佳的沮丧，也
有过家庭变故的经历……“在书
中，同学们的很多故事也只有吴
莲香才能读懂。“但是不知不觉
中，他们长大了、成熟了、稳重
了。”吴莲香说。

6月26日晚6点17分，经历了
几乎一个学期的加班加点，两本
书、70多万字的电子版尘埃落定。
那天下午，吴莲香午休后坐在座
位上就一动没动，“当书稿最终完
成的时候，心里一块石头才终于
落了地，也感谢学校出资印刷装
订，终于在毕业典礼前一天，把书
印了出来。”吴莲香说。

7月2日晚上8点40分，当晚
上最后一堂课上完，吴莲香又接
到了学生们打来的电话，本应回
家的他们还在等着他们的吴老
师，做一次最后的告别。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磊

7月2日，本报报道了潍坊
市峡山区王家庄街道冢子村、
东宿戈庄村等多个村庄洋葱滞
销的困境。不少爱心企业和个
人看到后纷纷来电，表示要购
买洋葱帮葱农渡过难关，当地
政府也积极行动，联系部门和
企业帮助解决洋葱滞销难题。

“我们之前就买了几万斤
洋葱，这次看到齐鲁晚报的报
道后，决定再次购买6万斤洋
葱。而且，这次购买的洋葱将以
一分钱十斤的价格半卖半送给
平台客户。”山东优选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经理杜浩告诉记
者，他们公司旗下有一款叫交
运优选的微信小程序，专门为
客户提供同城配送和社区电商
服务。“购买洋葱加上运费、装
卸费和分装费等费用，公司大
概要亏2万元左右。但是这样能
帮助葱农，也能让平台客户得
到实惠，值！”杜浩说。

“我们领导看到了你们报
道，特意安排购买洋葱帮助葱
农。”7月6日上午，潍坊万声通
讯有限公司物业的何晓敏经理
联系到了记者，提出要购买爱
心助农洋葱。何晓敏说，她联系
了各个餐厅和商铺的负责人，
很多人都积极响应购买洋葱，
并且准备将洋葱发送给员工作
为福利。

在本报组建的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爱心助农群里，像这
样的热心企业和个人还有很
多，比如曾购买救命萝卜而感
动山东感动中国的丁翊龙又站
出来帮助葱农、比如积极协调
客户每天帮助葱农解决30多吨
滞销洋葱的洋葱代购杜林森，
还有成百上千的齐鲁壹点壹粉
也纷纷伸出援手。

与此同时，针对峡山区王
家庄街道的洋葱出现滞销，峡
山区管委会领导先后到相关种
植村进行了调研，并就解决该
问题制定了方案。“我们广泛动
员全区机关干部、教师，开展献
爱心自愿认购，助力脱贫攻坚。
按0 . 2元/斤价格，每人定量购
买100斤左右，预计消化35 . 18万
斤。”峡山区农林水利局副局长
陈名文告诉记者。

同时，峡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梳理全区相关意向食堂、
饭店、大型商超，按0 . 2元/斤价
格，每个经营主体购买2000斤；
峡山区新闻宣传中心、三产办
整合抖音、快手、网红、微商等
新媒体平台资源，赴王家庄街
道田间地块实地直播宣传、带
货销售；联系寿光蔬菜集团、峡
山优先有限公司、潍坊交运优
选有限公司、潍坊农创集团等
销售渠道，积极销售。

为了方便爱心企业对接，
王家庄街道安排专人具体负责
组织洋葱销售，积极与前来对
接的部门、单位沟通，仅7月6日
一天已消化滞销洋葱50吨。

政府企业齐伸援手

帮葱农打开销路

班主任编70万字《足迹》为毕业生送别
两本书，800多页，记录下91名学生的大学四年成长足迹

着急的洋葱

葛相关链接

莱芜校区学生

回归校本部咋安排
继续享受保研等政策

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设有
山东财经大学商经学院，现有经济
学、经济统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旅游管理5个专业。

因地域原因，莱芜校区录取分
数线通常会大幅低于校本部同类
专业。以2019年为例，2019年山东财
经大学校本部普通文史类录取线
为570分，莱芜校区为549分，分差为
21分。理工类录取线分差则更大。
过去四年间，莱芜校区常常被当作
考生进入山东财经大学的捷径。以

低于校本部同类专业的分数考入
山东财经大学莱芜校区，如今却与
录取线高于自己的校本部学生成
了同校同学，赵忠秀形容这是给莱
芜校区学生送了个“大礼包”。

至于莱芜校区的学生回归校
本部后如何安排，赵忠秀说，因
为莱芜校区的教学计划、专业等
与校本部还是有些区别，所以他
们回归后还会在原来的行政班。
但回到主校区后，要完全融入主
校区的人才培养过程。“无论是

新毕业班还是高年级同学，学校
会帮助他们做更好的规划，比如
未来是考研，找工作，还是出国
等。同时会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学
习环境、学习方法等。”

赵忠秀还表示，回到校本部
后，原莱芜校区学生继续享受保
研等政策，“总之，尽最大可能帮
同学们更好地过渡，上一个更高
的平台。”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徐玉芹
实习生 许熠辉

两个班，91名学生，对潍坊科技学院2016级财务管理2班和3班
的同学们来说，在毕业证之外，每人都收到了一本来自老师的《足
迹》，她陪伴他们将近四年，在离别之时，也送给了他们一份独属于
他们的大学记忆。

吴莲香（中）和今年毕业的学生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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