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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学科复建 30 周年暨校友返校日活动】 

学术活动暨庆典大会隆重举行 

自 1985 年上海交通大学恢复建立土木工程专业至今，土木工程系已走过三十个年头。

10 月 24 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恢复建系三十周年学科发展战略论坛在船建学院木兰

船建大楼二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出席论坛并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安胜，交大土木系 1949 届校友、中国科学院孙钧院士，中国工程院

葛修润院士、江欢成院士、卢耀如院士，交大土木系 1951 级校友、中国工程院董石麟院士，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马锦明，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夏小和，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

会总工程师刘千伟，上海市建设协会会长黄健之，上海市环保工业行业协会理事长赵国通，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院长杨建民，外专局千人计划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Anil Misra 等出席了本次论坛，参加本次论坛的还有来自国内各兄弟

院校的领导、上海地区和相关行业的专家领导、上海交大部分部处领导以及交大土木工程系

校友代表、土木工程系离退休教师和在校师生。会议由张卫刚主持。    

 

聚集一堂 

 

张杰代表上海交通大学致欢迎辞，对土木工程系恢复建系 3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并对

各位领导、土木工程领域专家和社会各界朋友、交大土木系校友以及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他表示，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前身铁道工程专科班是我国最早开设的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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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走出过严恺、张光斗、孙钧、刘建航、沈祖炎、董石麟等 30 多位两院院士，他们和

众多校友一起，奠定了中国土木工程及其相关学科的人才之基，在中国近现代工业进程中做

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土木工程系恢复重建，30 年来，土木系师生潜心教学与科

研，无私奉献，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将他们的学识与国家建设、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近年来，

学科的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连续四年入围世界大学 QS 排名百强，2015 年位列世界第

29 名。他衷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土木系继续秉承优良的办学传统，紧紧抓住机遇，把

时代精神、家国情怀转化为投身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新的贡献。    

土木系毕业校友代表、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总工朱毅敏致辞。朱毅敏介绍说，自己 1991

年从交大毕业，母校为他 24 年的工作经历和点滴成绩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同时朱毅敏

也表示，自己非常愿意支持交大学生培养工作，也真切盼望上海建工一建和交大进行广泛的

科学协作，努力让双方在创新建造技术方面走在行业前列。    

校友们虽已从交通大学毕业多年，但仍不忘支持土木工程学科的建设。上午 9 时 30 分

许，校友捐赠仪式正式开始。恢复建系以来土木工程系首任系主任、黄金枝教育基金会理事

长黄金枝教授发表讲话。黄金枝回顾了交大土木工程系建系以来的发展，并感叹三十年来，

土木工程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在国际

上也获得了较高评价。黄金枝表示，如何让土木工程学科进一步创新发展成为在世界上有影

响力的学科，一直牵动着校友们的心，在“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指导下，校友们愿

意为土木工程系的发展出一份力。    

据了解，在本次

论坛活动中，黄金枝

捐赠人民币 205 万元，

主要用于土木工程系

劲智工程实验室的建

设；土木工程系上海

校友捐赠人民币 200

万元，成立土木学科

发展基金，用于土木

工程学科建设和发展，
黄金枝教授捐赠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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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师资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工作；土木工程系 1995 届校友共同捐赠人民币 7.5 万

元，用于资助本科贫困学生寒暑假期间往返学校和家乡的交通费。    

随后，黄金枝、土木工程系 1994 届校友代表史文清、1995 届校友代表朱熊依次上台，

与船建学院院长杨建民签署了捐赠协议，张安胜分别为捐赠人代表颁发了捐赠证书，并合影

留念。    

土木工程系系主任沈水龙为与会嘉宾做了详细的土木工程系系情汇报。沈水龙介绍说，

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历史悠久，早在 1907 年学校就设立了铁道科，成为我国历史上

最早设立土木工程专业的院校之一，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最好的土木工程专业之一；同时人才

辈出，校友包括茅以升、林同炎、张光斗、孙均、刘建航、沈祖炎等著名院士学者。1952

年国家高校院系调整并入同济大学，1985 年恢复建立土木工程专业，近年来步入快速发展

轨道。   三十来，交大土木工程学科白手起家，从专科/本科、硕士点、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

动站，一路走来，无论是教学、科研成果，还是办学规模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

同时，木工程学科方向特色鲜明，基础与应用研究并举，产学研合作卓有成效。围绕城市建

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已在海洋土木工程、地下工程、大跨空间结构与新型结构、结构全生命

周期可靠性、工程结构安全防灾、绿色建材等学科方向形成研究特色。土木工程系坚持实行

高起点、小而精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借土木工程学科

复建三十年的纪念盛会，土木工程学科将力争在建设工程的工业化、工程建设 BIM 技术、

海洋土木工程、绿色建材与结构、土木工程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形成更加鲜明的特

色；结合国家的“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力争将土木工程学科建设成国际

一流学科，在恢复交大土木工程学科过往荣光的基础上，再创极致、再筑辉煌。    

会议最后，与会人员一

起听取了孙钧院士的精彩报

告。作为交大的老校友，孙

院士回顾了自己在交大求学

时的岁月，他感恩母校把知

识传授给了自己，感谢学长

与老师的谆谆教诲。对于土

木工程系今后的发展，孙钧

院士提出了三点期待：首先， 孙钧院士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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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 

土木工程虽然是一个传统学科，但离不开新技术的更新改造。他希望在今后的学科发展当中，

土木工程学科可以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适应学科发展新态势。第二，他希望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学生关心国内外发展的前沿动态，运用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

题。最后，孙钧院士对高校的教师提出了自己殷切的期望，希望老师能够将自己的科研、学

习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给学生带去更加新颖的知识内容。孙钧院士的报告引发在场师生、

校友的强烈共鸣，报告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交大土木人将继承老一辈土木人的奋斗、奉

献精神，将母校土木工程学科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土木工程系恢复建系三十周年校友座谈会举行 

10 月 24 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恢复建系三十周年学科发展战略论坛在船建学院

木兰船建大楼隆重举行，土木工程系历届校友代表也都回到了母校。下午 2 时许，在木兰船

建大楼 A206 室举行了一场

校友座谈会，上海交大党委

宣传部部长胡昊，上海交大

招投标管理办公室主任、船

建学院原副院长周岱，国家

青年千人计划学者、土木工

程系教授杨健，土木工程系

副系主任陈锦剑，土木工程

系历届校友代表及 2013 级

土木工程系学生参加了此

次座谈会。座谈会由周岱主持。 

座谈会上，周岱对各位回到母校的校友表示衷心的欢迎。此次座谈会主要邀请了从事土

木行业施工、设计院、监理方、甲方等不同就业方向的优秀校友，他们均毕业 10 年以上，

已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打拼一段时日并做出一定成绩。 

91 届校友、上海建工集团一建朱毅敏结合自己在施工单位工作多年的丰富经历，向学

弟学妹们介绍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他提到，土木专业的基础知识在工作阶段都会得到重要运

用，因此在校学好基础知识，打好专业基础很重要。同时，朱毅敏也感慨，当时和他一起进

入一建集团的同事或转行或跳槽，他能够做到今天的成绩，正因为他对土木的坚持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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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届校友、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朱熊在座谈会上强调了平台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他表示，交大学子在学习阶段已经拥有了上海交大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在今后工作阶段，

大家也应寻找一个能够促进自己进步的优秀平台，从而在工作阶段继续提高能力。 

96 届校友、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张晓松讲述了自己自毕业后的工作历程，他

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现状，表示中国城市未来会在地下通道的建设上做出大量工作。96 届校

友、上海市建通工程咨询监理公司彭雪燕告诉学弟学妹们，土木行业并非最赚钱、最光鲜的

职业，但是只要在工作过程中秉持谦虚、谨慎、认真的工作态度，就会取得成果。同时她也

告诫即将走上职场的学弟学妹，最好在参加工作后的前五年内，制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96 届校友、上海市市政工程设计院钟俊彬则表示，随着时间的推进，交大土木学子在

行业中的表现均体现出交大土木学生的高素质，交大土木系恢复建系三十年来校友们的优秀

成绩使得交大土木系也逐渐被同行认可。 

在接下来的座谈中，其他几位校友也根据自己在校的学习感悟以及从毕业工作初期到现

在的工作经历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讲述，强调了在学习阶段对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在工作阶

段对自己从事行业的热爱和坚持的重要性。校友们指出，土木行业或许不是一份趣味性很的

职业，但只要能够坚持，沉下心去进行研究和工作就也一定能取得成果。 

校友们精彩的分享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现场同学也表现的非常积极，热情提问，

踊跃发言，就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土木行业新政策的施行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等与校友

们进行了交流。 

胡昊和杨健在座谈会上以老师和学长的双重身份给了土木系学生们一些建议，同时也提

出了自己对当前教育的一些感想，并希望校友们为在校的学生提供更多就业和实习的机会，

加强校企合作。 

座谈会现场气氛轻松愉快，此次大会不仅让在校学生学习了交大土木校友在工作岗位上

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还增进了校友与母校、与在校学生的感情，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校友活动集锦】 

不约而同齐返校，缘因同是交大人 

——记 1995 届土木、2005 届土木 2 班和 2005 届船海校友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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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届土木系校友返校合影 

 2015 年 7 月 4 日，船

建学院 1995 届土木、2005

届土木 2 班和 2005 届船工

70 多名本科校友不约而同

选在同一天重返母校，传承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

交大精神，齐聚一堂，共话

同窗情怀，回忆青葱岁月。 

上午，迎着小雨，各地

校友来到闵行校区，自行参

观偌大的校园，感慨这十

年、二十年之间校园发生

的变化。随后参观曾经的

本科宿舍，一起追忆四载

的宿舍生活。中午，校友

们在二餐集合，母校为每

位校友准备了食堂简餐，

体会当年食堂就餐的感受，

依依深情，不溢言表。 

下午，校友们齐聚木

兰楼，促膝长谈。返校座

谈会上，校友们在一起回

忆往昔，畅谈现在，展望

未来。在温馨而亲切的气

氛中，大家侃侃而谈，有

船舶海洋工程界的发展动

向，有为人父母的点滴感

悟，也有分享各行各业奋

斗的经历。大家结合自身

2005 届船工系校友返校合影 

1995 届土木系校友返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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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实验室 

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纷纷表示交大的本科教育对他们的发展十分重要，交大注重传授知识，

重视实践能力和力求创新精神，让他们受益终生。座谈会后，母校为每一位校友准备了一份

小礼物，礼轻情意重，希望各位校友，努力拼搏，常回家看看。校友们纷纷表达对母校的感

激之情和身上肩负的使命感。 

回首数十载，岁月长悠悠。欢迎各位校友常回家看看，期待校友们事业有更大发展，为

祖国、为母校贡献更多力量。 

1995 届船海系校友毕业 20 周年重返母校 

7 月 19 日，船建学院 1995 届船海系校友及家属共 100 余人重返母校，参加毕业 20 周

年返校活动。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船海系系副主任薛鸿祥，学院校友工作专职老师魏燕共

同出席本次活动。 

校友们首先参观了闵行校区西区教学楼与当年的宿舍楼，夏日的菁菁校园，别样的美丽，

处处都承载着一段段美好的青春回忆。随后又致勃勃的参观了闵行校区的海洋深水实验室、

风洞实验室等，校友们纷

纷感叹实验室设备的先进、

功能的齐全，为学院和学

科的大力发展感动由衷的

高兴。  

中午 11 点钟，校友们

在木兰楼二楼报告厅，聆

听张卫刚书记和薛鸿祥副

主任的介绍。张书记介绍

了学校和学院这些年的整

体发展情况，薛主任着重了船海系近年来的重大发展等。船建学院十分重视校友，每次返校，

不仅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接待和支持工作，还为每位校友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和齐全的资料。校

友们以示感谢，特意派校友代表为各位老师送上了一份小礼物。随后，校友们前往食堂就餐，

重温大学的食堂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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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楼前合影 

毕业 20 年来，同学们虽分散在世界各地，但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书写人生成就，为母校

增光添彩，为祖国贡献力量。20 年后重逢于此，校友们祝福母校，并将继续关注学校和学

院的发展，在学生资助、培养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199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毕业 20 周年重返母校 

10 月 17 日，船建学院 1995 届工程力学系 20 余名校友重返母校，参加毕业 20 周年返

校活动。 

校友们参观了国家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

程力学实验中心，和实验中

心主任余征跃进行了深入

交流和沟通。随后，大家回

到当年的宿舍楼参观，再前

往食堂就餐，重温大学的食

堂味道。秋日的菁菁校园，

别样的美丽，处处都承载着

一段段美好的青春回忆。 

下午，校友们与昔日班主任龚震震老师促膝长谈，茶话会欢声笑语。活动结束后，校友

们兴致勃勃地与在校学生联合举行了足球友谊赛，通过体育比赛，与在校学生进行了交流。 

1985 届船海系校友导师项目首期启动仪式顺利举行 

10 月 17 日，1985 届船海系校友导师项目首届启动仪式在木兰楼 A1002 室隆重举行。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安胜、校团委书记方曦、校友总会办公室副主任桑大伟、船建学院党

委书记张卫刚、院长助理朱惠红、学院学生党总支书记许艳出席了本次活动。40 多名 1985

届船海系校友、10 多位入选项目的本科生、学生辅导员黄柳楠、校友联络负责人魏燕参与

了启动仪式。活动由船建学院副院长夏利娟主持。 

张安胜校长在致辞中指出，成为校友导师，可以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与学院进行良性互动，

进一步密切校友和学院之间的联系，增进校友和学院之间的了解和感情。希望通过校友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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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项目，给我们的本科同学们的成长带来更多的帮助，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使得校友导师项目

成为船建学院持续传承的学院品牌。 

张卫刚介绍了首届校友导师项目的总体情况。本次校友推荐 10 位导师中，分别从事与

船舶、土木、供应链研究、机械、金融等相关行业，50%具有博士学位，其中 4 人在国外工

作。校友导师资深的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对学生的专业学习、择业，甚至人生规划和发展，

将有长远的影响。 

校友导师代表、

中国再保险集团产险

国际部首席承保官和

总经理徐珑发言，感

谢学校和学院对此次

校友导师项目的高度

重视，表示校友们将

竭尽全力，把该项目

做好、做强、做精。 

入选导师项目的

学生代表曾亚东表达

了对校友导师崇高的敬意，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向他们一样，干出自己的事业，为母校，

为学弟学妹做一些事情，用行动履行“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 

随后，张安胜、方曦、桑大伟与张卫刚分别向校友导师颁发了聘任证书。启动仪式结束

之后，校友导师与学生进行了自由交流，气氛热烈，久久不愿结束。大家自发组建的微信群

成为了沟通利器，即便天涯海角，导师与学生的沟通联系仍在继续。 

【饮水思源】 

我院校友 2015 年下半年年度捐赠一览表 

姓名 毕业年份 捐赠时间 

集体捐赠 

史文清等土木工程系 1994 2015/10/24 

1995 届土木工程系 1995 2015/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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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捐赠 

郑明成 1952 2015/12/31 

柯纯 1951 2015/12/29 

陈阜生 1950 2015/12/26 

柯纯 1951 2015/12/26 

忻元庆 1952 2015/12/25 

钱仲庸 1960 2015/12/25 

陈国彬 1999 2015/12/23 

林春 1962 2015/12/22 

蔺光振 1960 2015/12/16 

王义在 1954 2015/12/11 

黄辉 1964 2015/12/3 

顾耀军 1961 2015/12/1 

徐作斌 1949 2015/11/29 

李林森 1952 2015/11/27 

徐兆康 1963 2015/11/6 

忻洁仪 1964 2015/11/5 

钟维鑫 1962 2015/11/5 

侯世俊 1963 2015/11/2 

周惠南 1952 2015/10/23 

顾履恭 1952 2015/10/21 

谢国华 1964 2015/10/18 

李良辅 1963 2015/10/16 

杨佩昆 1953 2015/10/16 

顾耀军 1961 2015/10/13 

胡祖芳 1963 2015/10/9 

胡祖芳 1963 2015/10/9 

王少池 1949 2015/10/9 

孙光二 1953 2015/9/24 

顾嘉麒 1953 2015/9/23 

杨周隆 1952 2015/9/19 

张显明 2001 2015/9/18 

张维麟 1982 2015/9/17 

张维麟 1982 2015/9/17 

袁建文 1984 2015/9/15 

陈建群 1968 2015/9/15 

   数据统计起始：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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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仪式 

【校友风采】 

2014 年 11 月 14 日，“The new billions”——中美创业新贵硅谷峰会暨 2014 创业邦年会

在美国硅谷圣克拉拉会议中心(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成功举办，风和投资董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工程力学专业 1985 级校友吴炯当选为“2014 中国年度天使投资

人”。该奖项是中国天使投资的最高荣誉，获奖者构成了中国超级天使的明星阵列。  

吴炯学长曾供职 Oracle 公司（甲骨文公司），同时还是雅虎美国搜索引擎技术的缔造

者和专利拥有者。他于 2000-2007 年担任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总监（CTO），主导了阿里

巴巴、淘宝网以及公司的其它产品的技术平台设计，创立了阿里巴巴美国办事处。2014 年,

吴炯收获多多——阿里、聚美上市, 他成为 4 家上市公司的“天使”； 挂号网也融资 1 亿美

元。除此之外，他还是汉庭、聚光科技的投资人。  

吴炯学长心系母校，对交大创业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经在 2009 年学校开学

典礼及 2012 年“创新与创业

大讲堂”上与学弟学妹分享

成功经验。2015 年，吴炯先

生与夫人、携程联合总裁兼首

席运营官孙洁女士，捐资 1000

万美元设立吴炯孙洁永久基

金，用于全方位支持交大密西

根学院长期蓬勃发展，根据学

院发展需要，基金收益部分可

用于支持讲席教授基金、奖教

金、奖学金、学生创新基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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