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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周年校庆暨校友返校日】 

交大 119 岁生日，船建学院 220 余名校友返校庆贺 

2015 年 4 月 11 日，正值交大建校 119 周年，船建学院 1965 届、1966 届、1974 届、1985

届等 220 余名校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交大，为母校庆生。毕业数十年后再相会，令多

年未见的校友们感慨万千，学院的迅速发展也让校友们欣喜不已。他们牵挂学院，并鼓励学

弟学妹们奋发向上，为学校和国家贡献力量。 

  毕业数十载，220 余名校友校庆来相会 

“各位学长，欢迎回家。”4 月 11 日，准备从徐汇校区乘班车到闵行校区参加学校校

庆大会的船建学院老校友一大早便在校园里遇到了来迎接的老师和志愿者。65 届老校友们

已经离开交大五十年，跨越半个多世纪，在校学弟的一声“学长”听起来格外亲切。老校友

中，不少同班同学多年未见，此次见面，当年意气风发的少年虽已成为头发斑白的老者，但

气度上更是多了一份安宁与沉稳。 

上午 10 时许，建校 119 周年校庆大会在闵行校区新体育馆隆重举行，校友们一起回顾

了交大以往的辉煌历史，重温求学时光，了解到了近年来母校的发展和成就。大会期间，校

友们不时起身，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校庆大会的盛况，为自己是一名船建人、交大人感到无比

自豪。 

  与校长合影留念，感慨学院变化大 

下午 1 时 30 分许，校友

们午餐后聚集到木兰船建大

楼门前的广场上，一起在木

兰楼前合影留念。正当大家

拍照叙旧、回忆求学的点点

滴滴时，张杰校长来到了老

校友中间，他和校友们亲切

握手交谈，并对老校友们的

到来表示感谢，希望校友们

常回家看看。随后，张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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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同校友们一起拍摄了合照留念。 

随后，老校友们乘车分别参观了水下工程实验室、水声工程实验室、风洞循环水槽、船

模拖曳实验室，实验室展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先进设备激发了老校友的研究兴趣，老校友不

时向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提问交流，老一代船建人和新一代船建人的思想相互碰撞，激发无限

智慧火花。 

  老学长座谈，勉励学弟学妹为船建腾飞作贡献  

一部分老校友参观

实验室之时，另外一部分

老校友则来学弟学妹们

中间，和他们近距离交流。

65 届校友、“船舶设计大

师”马运义应邀在木兰船

建大楼 A206 举办校友讲

座，和船舶与海洋工程系

本科学生探讨舰船发展

的意义与趋势。他分析了

我国目前的海上安全形势，并以南海问题为例，展示了我国海洋权益与海上生命线遭受的重

大挑战。他鼓励船建学子立志将自己培养成为优秀的舰船科技人才，为建设“海洋强国”而

努力。  

 

在 65 届、85 届船

舶与海洋工程系，8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座

谈会上，校友们分享

了自己离开学院后的

发展经历，并深入讨

论了学院的学生培养、

学科发展。学长们表

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母校教育所带来的扎实基础都让他们受益匪浅，而交大赋予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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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也一直支持着他

们在各个领域奋勇拼搏。

他们心系学院，对本学科

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好建

议，帮助船建学子更好地

提高自身，适应当下对人

才的需求，也希望船建学

子努力奋斗，为船建事业

的腾飞贡献力量。 

1965 届校友跨越半个世纪重聚母校 与青年学子亲切交流 

4 月 11 日下午，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1965 届校友座谈会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2

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友声，船建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 1965

届校友施福生、唐元虎、黄庆德、赵邴初、李国振、陈增良及部分船建学生代表出席了座谈

会。 

张卫刚代表学院向阔别母校半个世纪的老校友们致以诚挚的欢迎。他表示，在这样一个

特别的日子里，能够邀请各位校友与学生们深入交流，对船建学生而言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

会。何友声介绍了全国各校造船院系的历史与现状，并指出，1955 年院系调整期间，交大

逐步汇聚了各高校的精英力量，形成了实力雄厚的船海系。 

毕业后进入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公司 719 所

从事核潜艇研究的校友

黄庆德对在毕业 50 年

之际回到母校感到格外

亲切，他真诚地感谢母

校教给他的知识与思考

问题的方法，并鼓励在

座同学积极为国家核潜

艇事业做出贡献。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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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在 719 所工作的校友陈良增也表示，自己从事了一辈子核潜艇事业，迫切地希望更多

优秀的交大学生能够投身国防事业，助力国家的发展与腾飞。毕业后进入上海长江轮船公司

的赵邴初则动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求学生涯，并勉励在座同学们在扎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重视

实践能力的培养。 

毕业后留在交大从事教学工作的三位校友施福生、唐元虎和李国振也向在座同学表达了

自己的殷切期盼，鼓励同学们培养自学能力和创造性思维，努力学习前沿知识，拓宽视野、

明确定位，积极投身祖国的各行各业建设。 

此次座谈会为船建学生提供了与老一辈船建人面对面交流的平台，帮助学生感受老一辈

船建人的精神与力量，鼓励同学们投身国家国防事业，为国家发展尽绵薄之力。 

119 周年校庆暨校友返校日活动工作总结会议召开 

2015 年 4 月 15 日下

午，船建学院在木兰大楼

A1002 会议室召开 119 周

年校庆暨校友返校日活动

工作总结会议。学院党委

副书记杨建军及全体行政

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院长助理、学院党委办公

室主任朱惠红主持。 

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充分肯定了本次返校活动的各项工作，并对各位老师的辛勤付出表

示感谢。朱惠红老师和与会人员一起回顾了 4 月 11 日返校日前期的筹备工作和返校日当天

的各项活动及接待工作，她表示，校庆活动得到了学院领导、全体行政人员和各系老师的大

力支持，老师们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积极参与校友接待工作，使接待工作圆满完成，非常感

谢大家的支持。 

随后，与会的每一位老师对各自的校友接待工作做了总结，并就接下来如何更好地开展

校友工作展开热烈讨论，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学院校友工作老师魏燕全程详细记录了老

师们的建议，这些好建议为 2016 年即将到来的“120 年校庆暨校友返校日活动”筹备接待

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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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动集锦】 

土木工程系召开恢复建系 30 周年系庆筹备暨校友座谈会 

4 月 11 日下午，土木工程系校友座谈会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8 召开。座谈会围绕土木

工程系恢复建系 30 周年筹备工作，召集了从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各界优秀校友为土木系的发

展献计。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历届校友代表——86 级王美华，87 级王云武，88 级宋振森，89

级胡昊，90 级史文清，91 级章红兵，93 年晋义泉和杨健，97 级徐洪明、李庆松、范灏，99

级赵俊峰、杨建军，00 级滕俊频等，以及土木工程系系主任沈水龙教授，副系主任滕念管

副教授、龚景海教授、陈锦剑副教授，土木工程系赵金城、夏小和、黄醒春教授。 

首先，赵金城向各

位校友介绍了目前船

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

院的概况，并指出土木

工程系恢复建系 30 年

内已经取得了长足发

展。随后，沈水龙从土

木系曲折且悠久的历

史、小而精的办学规模

和师资队伍，以及骄人的科研与人才培养成果三个方面，向校友们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夏小和表达了他对土木系发展的认识。他谈到，在交大从理工科高校向综合型大学转型

而导致大多数专业人数减少的情况下，土木系一直保持原有的规模实属不易，土木系在这三

十年中取得的学术成果也值得肯定。同时他提出，例如 SCI 论文数量等数据，能够突出反

映中国大学仍处于需要在数量上积累与追赶国外顶尖大学的阶段，我们不得不正视我们在学

科建设中体现出的与目标要求的差距。此外，目前国内与土木工程相关行业占据全国 GDP

已接近 20%，这种庞大的需求也要求交大土木系专业的发展必须要适应总体局势。他指出，

恢复建系三十年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间节点，是决定未来土木系能否保持高水平发展的瓶颈

时期，因此希望借座谈会的契机听取各位校友关于专业发展的建议。 

针对这一问题，各位校友们畅所欲言。王美华从企业角度分析，首先肯定了学校将船海

与土建结合为一个学院的战略方针，并指出学科交叉对于对接国家战略、抢占发展先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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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同时她也呼吁院系积极与政府课题合作，充分利用课题的理论研究对各大高校的依赖

性。王云武提出，完善试验平台是提升土木系关注度的有力举措，学科建设中的实际工程也

是应当被重视的部分。他表示，自己将致力于将研究院发展为大学生的学研平台，并邀请杰

出工程师与土木学生交流，丰富学生的实际工程经验。滕俊频结合师兄师姐的发言提出新的

看法，他认为院系需要具有前瞻性思考以充分应对目前城市布局的多变性，因此拆建建筑物

的便捷性也将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 

最后，杨建军、陈锦剑、滕念管等老师分别介绍了土木系恢复建系 30 周年纪念活动的

筹备工作，包括拜访老院士校友和恢复建系初期的师生代表，记录口述历史，编写系志及纪

念文集，并邀请各界领军人物参与纪念活动等。 

此外，大家希望能借助 30 周年纪念，成立土木工程系发展基金，用于学科建设、师资

发展和优秀学生的培养。总结 30 年发展历程，展望未来，汇聚全系师生和广大校友的力量，

土木工程系将迈向新的高峰。 

师恩难忘  难忘恩师 

不管时光如何流逝，带走了多少记忆，但在学生心目中，老师的恩情，此生永记，老师

就像一座灯塔，为自己点亮人生前进的方向。上海交通大学 119 周年校庆前夕，1965 届船

舶制造系校友代表施福升、唐元虎、陆莲芬，代表 1965 届船舶制造系校友，和校友工作老

师魏燕，一起探望了昔日恩师杨槱院士、何友声院士和原交大副校长盛振邦教授。 

昔日恩师如

今虽已是暮年老

人，但在学生心

目中，老师永远

是讲台上指点江

山、解决自己无

数学识和人生疑

惑的风云人物。

校友代表为恩师

献上了鲜花，表

达感恩之情，双方共叙了当年师生情谊，也畅谈了如今的社会热点问题，拉了拉平日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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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望何友声院士时，还遇上 1985 届工程力学系唐科范等校友代表。老中青三代人的合影

留念，引人无限感慨。 

2008 届船海、轮机系校友入学十周年重聚母校 

5 月 2 日，2008 届船工、轮机专业六十余名本科毕业生重返母校，共同纪念母校 119

周年华诞，并举办入学十周年聚会活动。校友在留在母校工作的 08 届船工系校友、海洋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田新亮的引导和讲解下，一同参观了深水试验池，了解了学院最新的发展

情况，并参观了李政道图书馆，纷纷感慨母校发展的日新月异。 

下午，校友们

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返校活动，共叙年

华，追忆青春。尽

管当天雨势较大，

校友们仍在南区体

育场如期进行了一

场足球友谊比赛。

与此同时，张安超、

吴嘉辉、黄玉柱、

沈童伟、田新亮、何辉等六位校友作为校友代表，与在校学生进行了交流座谈，就其工作经

历和船舶行业前景与二十余名在校学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五湖四海交大人，峥嵘岁月共有情 

——西安交大应用力学系校友毕业五十一年重聚上海交通大学 

2015 年 5 月 12 日、13 日，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力学系 64 届校友毕业五十一年在上海交

通大学重聚。他们是交通大学特殊历史发展时期的见证人，当年以交通大学的名义报考，在

西安交通大学入学。五湖四海交大校友皆为一家人，满载着对“交通大学”的情感和眷恋，

他们选择在上海交通大学重聚。 

12 日上午，近 20 位校友相聚徐汇校区老图书馆校友活动室。有的同学腿脚不便，坐着

轮椅由家人陪同前来，有的无法参加，仍通过微信语音等先进科技手段，带来祝福话语。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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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声院士、朱继梅、匡震邦、嵇醒、洪钟渝等昔日恩师一一到来，参加了座谈会。师生共话

昔日回忆，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下午，大家随车参观了闵行校园，并着重参观了李政道图书馆、木兰船建大楼、船建学

院力学示范中心、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鸟语花香的园林植物标本园等，校友们纷纷感

概交大校园之大、建设之美。 

第二天一早，校友们再次相聚徐汇，分别参观了钱学森图书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和校

史博物馆。在校史博物馆和馆长姜玉平就交通大学的搬迁历史展开了热烈的交流。活动在校

友们依依不舍中落下帷幕。 

2015 届本科校友班级理事座谈会召开 

6 月 19 日上午，船建学院 2015 届本科校友班级理事座谈会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6 室顺

利举行。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院长助理朱惠红，2015 届本科校友班级理事、本科学生

会主席出席了本次座谈会。会议由校友工作老师魏燕主持。 

 座谈会开始后，杨建军首先对担任班级理事的同学表示感谢，并请班级理事各自做了

简短的自我介绍，并希望大家能做有心人，热心人，积极与班级同学保持联系，发挥班级理

事的作用。 

接着，魏燕简要地介绍了船建学院校友工作的情况，并就正在或计划开展的校友重点工

作事项征求班级理事的建议，倾听大家的心声。大家主要围绕如何有效利用微信工具、班级

理事会议制度、“寻找身边交大人”活动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会议最后，朱惠红做总结发言。她希望班级理事与同学们保持紧密联系，做好学院与班

级同学之间的纽带和桥

梁，同学有什么问题都欢

迎与学院联系，如果其中

涌现出先进个人和事迹、

获得重大奖项等，希望能

及时反馈给学院，同时也

将母校及学院取得的成

绩转达给校友，大家共同

分享收获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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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班级理事始源于 2010 年，由学校校友总会发起和评定，是母校与校友间保持联

系的重要抓手，也是校友间相互扶持的平台。本次座谈会是船建学院历年来首次举办，今后

每年会举办一次。希望通过班级理事，能由点及面地做好校友联络工作，更好地发挥校友的

力量，实现学校、学院、校友的共同发展。 

【饮水思源】 

我院校友 2015 年上半年年度捐赠一览表 

姓名 毕业年份 捐赠时间 

集体捐赠 

1965 届船工系 1965 2015/4/11 

1985 届船工系 1985 2015/4/11 

1985 届工程力学系 1985 2015/4/11 

个人捐赠 

王忠洁 1950 2015/6/20 

林公实(王纯） 1961 2015/6/17 

李康 1950 2015/6/13 

甘德康 1956 2015/6/12 

王铁生 1948 2015/6/10 

奚志道 1963 2015/6/10 

陈秉中 1951 2015/6/5 

范家骥 1953 2015/6/3 

沈亚东 1953 2015/6/3 

邓中和 1953 2015/6/3 

赵训刚 1987 2015/6/2 

翁逸群 1995 2015/6/1 

张国雄 1958 2015/5/28 

钱钰镛 1947 2015/5/26 

王永清 1952 2015/5/25 

辛泰圻 1956 2015/5/21 

沈云祥 1964 2015/5/21 

李润培 1964 2015/5/21 

孟树模 1951 2015/5/19 

任汉祥 1953 2015/5/17 

黄胜兰 1961 2015/5/12 

周华兴 1960 2015/5/10 

方根男 1953 2015/5/6 

胡熊良 1953 20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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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葆真 1961 2015/5/4 

黄河东 1963 2015/4/27 

杨深 1953 2015/4/22 

郗海龙 1952 2015/4/21 

张文厚 1963 2015/4/17 

戴智敏 1963 2015/4/17 

胡文亮 1952 2015/4/16 

顾沛钺 1952 2015/4/15 

汪永宁 1953 2015/4/14 

薛福元 1961 2015/4/14 

胡志华 1963 2015/4/14 

阮全生 1965 2015/4/11 

陈良增 1965 2015/4/11 

刘土光 1965 2015/4/11 

殷沐德 1965 2015/4/11 

吴有根 1965 2015/4/11 

沈定安 1965 2015/4/11 

江汉明 1965 2015/4/11 

甘品章 1965 2015/4/11 

仇道良 1965 2015/4/11 

葛兴美 1965 2015/4/11 

佟振华 1956 2015/4/11 

孙杏如 1961 2015/4/10 

张鸿钧 1958 2015/4/10 

蒋思杰 1961 2015/4/9 

丁芳源 1965 2015/4/1 

王美英 1965 2015/4/1 

胡福临 1965 2015/4/1 

朱贞康 1965 2015/4/1 

顾汉卿 1964 2015/4/1 

陈昆渊 1965 2015/4/1 

陶林生 1965 2015/4/1 

周修典 1958 2015/4/1 

江其金 1963 2015/4/1 

沈国良 1964 2015/4/1 

郑宗淇 1964 2015/4/1 

唐震峰 1995 2015/3/31 

杜天相 1948 2015/3/31 

洪时君 1960 2015/3/30 

罗雁横 1967 2015/3/26 

祝慕高 1945 2015/3/26 

张孝方 1961 2015/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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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懋章 1963 2015/3/24 

徐文才 1963 2015/3/24 

岳麟 1953 2015/3/23 

顾昌海 1949 2015/3/19 

严祖洪 1959 2015/3/18 

鲁容海 1952 2015/3/18 

刘焕桥 1962 2015/3/16 

支振德 1952 2015/3/7 

曹宏煊 1952 2015/2/26 

许大统 1953 2015/2/26 

姜志斌 1953 2015/2/26 

卢敦诒 1961 2015/2/23 

马品尚 1949 2015/2/16 

吴国华 1961 2015/2/10 

陈根宝 1964 2015/2/10 

何国贤 1952 2015/2/7 

沈肇圻 1951 2015/2/6 

傅邦桂 1947 2015/2/5 

陈齐树 1961 2015/2/5 

葛荆门 1947 2015/2/1 

倪修莲 1948 2015/2/1 

葛荆门 1947 2015/2/1 

倪修莲 1948 2015/2/1 

鲍建祯 1961 2015/2/1 

姜涛 1997 2015/2/1 

洪国钧 1966 2015/2/1 

张强 2002 2015/2/1 

陈书海 1976 2015/2/1 

欧阳刚 1948 2015/1/28 

陈俊（陈俊新） 1948 2015/1/25 

童天佑 1951 2015/1/23 

王怀清 1953 2015/1/20 

费鹤年 1938 2015/1/20 

胡志明 不明 2015/1/19 

钱惠民 1949 2015/1/19 

秦其平 1964 2015/1/18 

张书吉 1967 2015/1/16 

陈家声 1963 2015/1/16 

张新觉 1948 2015/1/13 

叶葆真 1953 2015/1/9 

司哲声 1963 2015/1/8 

孙光二 1953 2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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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浩 1961 2015/1/6 

谢文浩 1961 2015/1/6 

盛正为 1961 2015/1/6 

谢鸣华 1951 2015/1/4 

郑明成 1952 2015/1/4 

蔺光振 1960 2015/1/4 

黎万达 1954 2015/1/2 

孙家顺 1949 2015/1/1 

   数据统计截止：2015 年 7 月 1 日 

船建学院校友捐赠船模、创业创新基金、励学金等助力学院建设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船建学院校友虽然已经离开学院，但仍不忘支持学院建设。

2015 年 4 月 11 日下午，在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的校友捐赠仪式上，65 届船海系校友和

85 届船海系、8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分别向学院捐赠了船模和奖学金，为学院建设和人才培

养助力。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友声院士、副校长吴旦，船建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院

长杨建民、副院长刘桦、赵金城、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学院 65 届、66 届、74 届、85 届

等返校校友及学院师生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由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巍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为捐赠仪式致辞。他表示，船建学院在船海领域、科学研究、

教育教学等的广泛影响和声誉，离不开船建人的贡献和努力，也离不开校友的支持和关心，

真心希望在上海交大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能继续得到校友的支持，学校不会辜负广

大校友的殷切期望。 

随后，65 届、85 届船海

系，8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代表

依次上台，与学院代表签订捐

赠协议，并接受了捐赠证书。

65 届校友向学院捐赠了中国

海军“昆仑山号”船坞登陆舰

船模。据悉，中国海军“昆仑

山号”船坞登陆舰是我国研制

的第一艘大型综合登陆舰，该

型首舰服役于 2008 年，极大地丰富了我军两栖作战手段，是我军水面作战舰艇序列里吨位

最大的一级舰艇，65 届船工系校友是该舰艇的主要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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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届船海系校友则在学院设

立了导师和创业创新基金，计划

提供 10 个校友导师，为船建学子

提供长期指导和帮助；在十年内

给 100 名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

并在十年内为学生们提供 100 万

元创业创新基金。 

8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捐赠 12

万元，在学院设立工程力学系奖

学金，奖励在力学基础研究和工

程技术结合方面有发展潜力的学

生。 

随后，65 届船海系校友代表

施福升、85 届船海系校友代表孙

培坚、85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代表

何晓微分别上台讲话。几位学长

表达了回到母校的愉快心情，虽

然毕业多年，校友们仍然十分牵挂学院和学弟学妹们，他们希望尽自己的力量，为学院的建

设和人才培养出一份力。船建学院学生代表赵恺向校友们汇报了船建学子的成绩，他说道，

学长们的成就让所有学弟学妹感到十分敬佩，作为船建人，在校学生也必定接过学长们“饮

水思源”的接力棒，为建设海洋强国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在接下来的总结讲话中，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代表学院的全体师生，对校友们的“饮水

思源”的情怀表示诚挚的谢意。船建学院校友身在天涯一方，仍然心系学院、学校发展，也

正是在一代代校友和师生的精神传承中不断积累，才成就船建学院了今天的辉煌。在校友的

支持下，全院师生将加倍努力，与校友们共同创船建学院更加美好的未来。 

捐赠仪式结束后，下午 2 时 30 分，船建学院院长杨建民为校友们作了院情介绍：“近

年来，学院大力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高水平论文持续增加，去年科研经费突破 2.5 亿元；

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协同创新中心申报成功并通过认定；建成多功能拖曳水池、海洋深水试

验池、水下工程水池等全国领先的实验室，相对集中、规模宏大、设施先进、技术领先的研

究基地初步形成。”学院的迅速发展另校友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一位老校友激动地说，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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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一别几十年，学院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大家都开心不已，相信所有的船建人在这一刻都会感

到无比骄傲。 

周修典学长持续捐赠助力母校发展 

5 月 14 日，1958 届周修典学长与张杰校长在香港签署捐赠协议，2015 年度继续追加捐

赠人民币 100 万元，支持母校“烛光奖”、青年教师资助和校友爱心助学金等项目，助力母

校即将迎来的 120 周年校庆。包括支持建设母校文博大楼的捐资，迄今为止，周修典学长共

为母校慷慨捐资 2500 余万元人民币。  

周修典学长 1958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造船系，1963 年赴

港，先后供职于塑料

制品及造船公司，

1981 年创立自己的企

业，是英国皇家造船

协会会员、香港塑胶

工业咨询委员会委员。

周修典学长心系母校，

自 1982 年以来历任交通大学香港校友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热心校友会工作，深受

师生爱戴。   

周修典学长自 2005 年起每年向学校慷慨捐赠，设立“烛光奖”、青年一线教师资助和

爱心助学金，捐赠涉及范围和金额逐年扩大，资助对象涵盖校本部和医学院师生，体现了他

对母校教育事业的点滴关注和全力支持。得知母校要建设文博大楼的规划后，2012 年底，

周修典学长及夫人樊晓苑第一时间响应母校号召，慷慨捐资 2500 万港币，设立上海交通大

学发展基金，用于上海交通大学文博大楼建设。与往年相同，本年度 100 万元人民币捐赠，

部分用于“烛光奖”计划，以奖励和资助学校一线教师，自 2008 年起已资助优秀教师 210

人；部分用于助教金，以鼓励和资助经济困难的人文社科等专业的一线教师，自 2010 年起

已支持 102 人；部分用于支持校友爱心助学金项目，资助从农村来的医学院和校本部在校贫

困学生完成学业，自 2005 年起已资助学生 4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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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修典学长夫妇为人谦逊低调，生活质朴节俭，事业成功之余始终热心公益、关注教育，

他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精神的楷模。多年来，周修典学长总是婉拒对他捐资事迹的宣

传报道，他认为在有能力时回馈母校是一名毕业生应尽的责任，他希望大家把注意力放到需

要支持的优秀教师和学子身上。   

校党委书记姜斯宪、校长张杰多次拜访周修典学长，与他交流沟通学校发展大计，诚邀

学长在母校建校 120 周年之际回来看看。周修典学长表示，他对学校发展充满信心，希望更

多的校友能加入到支持母校发展的洪流中，众志成城，共促母校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校友风采】 

我院校友伍朝晖获评 2014 年“船舶设计大师”称号 

2014 年 12 月，经 2014 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舶设计大师评审会评审，我院 1989 届校

友伍朝晖被评选为“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舶设计大师”。“船舶设计大师”荣誉称号主要表

彰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船舶设计专家。2014 年，包括伍朝晖在内的

全国共计 6 位专家获得该称号。 

欣闻喜讯，学院特向伍朝晖校友发去贺信，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活动公告】 

上海交通大学 120 周年校庆公告 

天地交通，代序春秋，撷日月之澄光，弦歌不辍；南洋肇兴，北冥致远，毓精英之标秀，

爝火永辉。重熙累绩，饮水思源，逢双甲子诞辰，恭迎校庆；彰往考来，发扬踔厉，赓三世

纪跨越，崇树风徽。 

上海交通大学，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一八九六年，盛公宣怀举持“自强首在储才，储

才必先兴学”之宏纲，力克时艰，始创“南洋公学”。二十世纪初，著名教育家唐文治执掌

校务，首开中国电机、航海、管理等学科高等教育之先河，既而向知名工科学府演化，敦尚

“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品行之引章，精勤进取，笃行不倦。及至一九二一年，正式

更名“交通大学”，遂组建机械、航空、铁路、汽车、造船、纺织、水利诸专业，著称以民

族工业教育之脊梁。新中国成立后，应势之需，历经调整，学科遍布九域，开枝散叶，惠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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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从自改革开放，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启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之门，俦国家重点建设高

校之列。新世纪初，携手二医，强强联合，集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之大成，跻身一流，

奋翅而腾骧。及夫演承“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之精神，为国为民、勇于奉献，抱负爱国之

志向；求真务实、追求卓越，表树科学之信仰；与日俱进、敢为人先，谱写创新之华章。涉

阅岁月沧桑，不负使命；积淀人文底蕴，再铸辉煌。 

上海交通大学，人才辈出，贡献卓著。秉执“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之传

统，百廿载风云砥砺，桃李春风；卅余万学子陶钧，蓝缕筚路。经文纬武，才智摇篮；励志

竭精，栋梁渊薮。更涌现出江泽民等治国英才，钱学森等科学大师，及殷众文化精英、社会

翘楚和实业巨子。且夫以国家富强为己任，诚愿尽酬；于民族振兴之基图，砥柱中流。技艺

无双以拓成果，朝夕恪勤；“中国第一”而载史乘，知行独步。索隐探赜，知微睹著，又及

人文社科、生农医药诸领域，无愧于孕育科学理性、引领知识创新之热土。纵横天下，壮伟

无以复加；捭阖古今，琳琅不可尽数。 

上海交通大学，将于二Ο一六年四月八日，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值兹佳日，诚邀寰球

历届校友，会集校园，以志庆贺；切盼社会各界人士，莅临盛举，与世尽欢。旧雨新知，寻

根溯源，嘉礼何其乐；恩师爱徒，抚今追昔，友情弥足添。襄大业，绘宏图，尽显腾飞之象；

续辉煌，追梦想，且呈灿烂之端。 

特此公告，尚祈广为播传。 

上海交通大学 

二Ο一五年四月八日 

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科复建三十周年学术活动和校友返校日公告 

尊敬的校友/朋友： 

您好！ 

时维十月，天高云淡。朗朗蓝天云影，澹澹湖光碧波，青青葱茏草木，融融政通人和，

睦睦交大校园。 

二零一五，复建卅载。时光如梭，岁月悠悠，星转斗移，卅载春秋。交大土木，秉持“饮

水思源、爱国荣校”之校训，践行思源致远之精髓。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

传承创新，屡创新绩、屡展新姿。寸进不易，欢欣不已。学科之发展，悉仰仗校友贤达之关

爱，于无声处，感激感恩。学科之建设，悉籍凭师生员工之汗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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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建卅载，而立当庆。诚邀历届校友、诚请各界友好，故旧新学，济济一堂,汇聚校园。

重温往事，共话桑麻，叙旧话新;共襄盛事，筹谋未来，共期辉煌。 

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科将于今年 10 月 24 日举办复建 30 周年学术交流暨校友返校日活

动。 

谨此公告，盛邀莅临，尚祈传播。 

  上海交通大学船建学院土木工程系 

  二Ο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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