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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动集锦】
1985 届船海系校友李炜担任大型海军主题讲座嘉宾
12 月 7 日，中国海军装备
发展研究院舰船所所长、交大
1985 届船海系校友李炜，受邀
来到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
与建筑工程学院，带来“建设
强大海军，建立海洋强国——
我国海军建设发展与展望”
大型主题讲座。本次活动由船
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中国
海洋装备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高新船舶与深海开发装备协同创新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老教授协会联合组织。
7 日上午，海军装备研究院原院长、海军工程大学原校长、交大 1977 届船海系校友赵
永甫，中国海军装备发展研究院舰船所所长、交大 1985 届船海系校友李炜，在上海交通大
学老教授协会副会长肖熙
的陪同下，与船建学院教
师代表在木兰楼 B808 会
议室进行了交流座谈。船
建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
副院长万德成，教师代表，
战略研究院、学院科研办、
校友工作等相关负责老师
参加了座谈会。会上，赵
永甫学长和李炜学长就海
军装备的研发趋势做了简单介绍，并就交大、尤其是船建学院本身如何更好地发挥传统学科
优势、更加积极地参与军工设备的研发等方面，诚恳地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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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 点，“建设强大
海军，建立海洋强国——我
国海军建设发展与展望”
讲座在木兰楼 2 楼报告厅隆
重举行，近 300 名交大老教
授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由
船建学院党委书记张卫刚
主持。
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马德秀首先致辞，她表示在积极响应习总书记“海洋强国”号召的
大背景下举办此次讲座，体
现出交大人与国家共命运的
精神，并由衷感谢校友们为
母校赢得荣誉，也对老教授
协会和船建学院的大力支持
与配合表示了衷心感谢。
李炜在讲座中，从海洋
方面的战略形势、目前海军
的任务与建设目标、海军装
备技术的现状与发展等方面，详细介绍了目前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海军所承担的战略
任务，并重点介绍了航母、
核潜艇等装备技术的现状
和将来的发展趋势。
最后，上海交通大学老
教授协会会长罗九甫，代表
老教授协会和船建学院，向
两位校友赠送纪念品，再次
表示衷心感谢，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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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锡成学长携赵小兰再访赵朱木兰纪念馆
10 月 9 日，恰逢中国传统
节日重阳节。“每逢佳节倍思
亲”，1946 级校友、名誉校董、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学
长偕同长女、上海交大名誉博
士、美国现任交通部部长赵小
兰，再次来访上海交通大学及
木兰船建大楼赵朱木兰纪念馆，
缅怀妻子赵朱木兰女士。校长
张杰、副校长张安胜亲切会见了赵锡成学长一行，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马磊、船建学院
党委书记张卫刚等参加了会见。
赵锡成一行与张杰等学校、学院领导来到位于木兰船建大楼的赵朱木兰纪念馆，驻足在
纪念馆的影音资料和图文展品前，深情缅怀夫人赵朱木兰女士。此次前来，赵氏家族带来了
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有赵朱木兰女士在上海嘉定读书时期的照片，也有赵氏夫妇年轻时
的合影，赵锡成学长认真地看着一张张照片，真
情流露，令人动容。赵小兰深情地向大家讲解了
照片背后的故事。最后，赵锡成和赵小兰在赵朱
木兰女士的铜像前合影留念。
长期以来，赵锡成学长及家族对上海交大学
科发展、人才培养和校友工作都给予鼎力支持。
2008 年赵锡成学长及家族捐赠 500 万美元支持
“木兰船建大楼”建设，并设立了赵朱木兰纪念
馆，谨藉此捐献纪念爱妻赵朱木兰女士并表达对
她无尽的思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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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届船海系潜艇设计与制造专业校友重聚母校
11 月 12 日，1980 届
船海系潜艇设计与制造专
业校友返校，校友们在闵
行校区木兰船建大楼重聚。
校友们先后参观了李
政道图书馆、
120 校庆专题
馆、船建学院木兰船建大
楼和海洋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置身时光流转、岁
月沧桑的校园里，校友们
怀着一颗对母校的赤诚之心，感受了母校 120 年来因图强而生，因改革而新，因人才而盛的
历史进程。毕业 30 余年，校友们的感情如酒窖中的美酒，随着时间的沉淀洗礼，越发的香
醇浓厚，大家一路交谈着，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学校充实快乐的时光。

【饮水思源】
1985 届 船 海 系 校 友 捐 赠 资 助 学 生 参 加 台 湾 风 能 与 海 洋 能
创意制 作竞赛夺冠
8 月 8 日，台湾风能与
海洋能创意制作竞赛大学
组决赛在台湾省基隆市落
下帷幕，上海交大学子王震、
苏伟、陈夏峰、居佳运组成
的“小水车队”不负众望，
以近乎完美的发挥夺得桂
冠，赵伟杰、邓博贤、冒羽、
乔倩组成的“海上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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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佳作奖。
台湾风能与海洋能创意制作竞赛由台湾省教育部风能与海洋能教学联盟中心举办，台湾
海洋大学、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议会和科技部协办。大学组比赛吸引了海峡两岸多所高校参
与，最终十六支队伍共计六十余名师生入围决赛。此次竞赛，上海交大两支参赛队伍由船建
学院教师车驰东、孟帅、肖龙飞指导，1985 届船海系校友全程支持。

1985 届船海校友捐赠资助学院首届船海创意大赛并担任评委
12 月 9 日下午，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生会、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会主办，1985
届船海系全体校友、Computational Marine Hydrodynamics Lab、船舶与海洋工程结构力学研
究所赞助的 2016 年船海创意
大赛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2
会议室举行。船建学院党委
书记张卫刚，副院长万德成，
结构力学研究所所长唐文勇，
船建学院教授王德禹，1985
届船海系校友贺礼、张小丽
等出席了大赛并担任评委。
万德成和贺礼先后致开幕词，勉励同学们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八支队伍先后进行
了展示，并回答了专家提问。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3 项。其中，作品“新型深海海底集矿装备设计”荣获一等奖。
张卫刚致闭幕辞。他感
谢了 1985 届船海系校友对此
次大赛以及学院发展的大力
支持，肯定了船建研究生会
与交大海洋协会的辛勤组织。
张卫刚强调，此次大赛充分
体现了船建人“学在交大”
的精神，打造了学院良好的
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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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届船海系校友捐赠资助船建学子赴山东、天津开展企业调
研走访
为了鼓励和引导更多优秀
在校生和毕业生走进企业，帮
助同学们加深对就业形势的了
解和对重点企业的认识，进一
步推进学院就业引导工作的开
展，2016 年暑期，由船建学院
赵国成、石础、徐应瑜、马亚
鹏组成的“船·梦”暑期社会
实践团成立，并分赴山东、天
津两地开展了企业走访和调研。
实践团由上海交通大学
1995 届船海系葛春花等校友捐
赠设立的“船海翼计划基金”
资助成立，基金旨在解决部分
学生无法集中时间到多个企业
走访调研的实际困难，为暑期
需要零散进行企业走访和调研
的学生提供便利和支持。在基
金资助下，实践团先后走访了
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未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的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级社海洋工程技术中心、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受到了热情
招待。
此次调研走访，帮助同学们加深了对重要区域、关键领域行业发展和就业市场的直观认
识，也勉励同学们夯实基础、紧抓机遇，为踏上行业岗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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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届校友座谈会暨 87 届船舶动力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12 月 9 日下午，87 届校
友座谈会暨 87 届 20131 船舶
动力奖学金颁奖仪式在木兰
船建大楼 A211 会议室举行。
87 届校友、中远海运资产运营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嘉庆，87
届校友、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徐家新，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5 位奖学金获奖学生出席了仪式。
此次颁奖典礼为新一代船建人提供了与老一辈交流的平台，也勉励同学们沿着前辈的
足迹，为中国造船业走向世界前列而不断努力。

周修典学长再次捐资母校 设立 58 届船院校友基金
1958 届校友周修典学长与夫人樊晓苑学嫂再次慷慨捐资 2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上海交
通大学 58 届船院校友基金。该基金将资助来自农村的校本部和医学院贫困本科生，
“烛光奖
励计划及青年教师资助计划”
，持续奖励和资助学校基础课教师，及鼓励和帮助经济困难的
基础学科青年教师。
周修典学长 2005 年捐资 15 万元港币设立助学金，后又设立“烛光奖励计划”和“青年
教师资助计划”，并每年增
加这三项资学助教项目的
范围，至今已逾 11 年，助
学奖教金总额累计达 700
万元人民币。2012 年在他
得知学校有在闵行校区建
造新的文博大楼计划时，当
即决定捐赠 2500 港币用于
支持文博大楼档案馆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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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姜斯宪书记、张杰校长多次代表学校师生赴港看望周修典学长与樊晓苑学嫂，呈表谢意、
汇报学校建设与发展情况。2014 年周学长表示他将继续筹措资金，设立留本基金，长期持
续资助困难学子，以解决学弟学妹后顾之忧，同时也会联系同学校友，群策群力。短短两年
时间，周学长联络和号召了同届同学共同设立“58 届船院校友基金”，并率先捐赠 2000 万
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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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为“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精神的楷模。早年，为支持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周修典学
长夫妇曾捐资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设立教育基金。多年来，周修典学长夫妇总是婉拒对他捐
资事迹的宣传报道，他认为在有能力时支持国家建设、回馈母校是一名毕业生应尽的责任。
此次基金设立，他特别用“58 届船院校友”命名，号召带动同届同学乃至广大校友各尽所
能，通过出资出力、看望座谈等多种形式帮助学弟学妹完成学业、健全人格。
周修典学长 1958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分配至天津塘沽新港船厂工作，
1960 年调往包头磴口船厂工作。后移居香港考进香港开达实业有限公司，从事塑胶玩具设
计，1965 年任副总工程师；1967 年转职造船顾问公司，1971 年升为公司驻日本造船总监；
1978 年转职非洲联合纺织公司（尼日利亚）任总工程师，1981 年回港，参加甸那发展有限
公司，出任总经理；1991 年在深圳创办天龙制品厂。1965 年至 1968 年由港督委任为塑胶工
业咨询委员会委员；1969 年加入英国皇家造船厂造船协会。1986 年周修典学长担任交通大
学香港校友总会会长，后任会名誉会长，热心校友会工作，关心母校发展，深得广大校友尊
敬和爱戴。

我院校友 2016 年下半年捐赠一览表

姓名

个人捐赠
毕业年份

捐赠时间

魏善镇

1982

2016/7/6

姚建国

1992

2016/8/1

杨儒头

1964

2016/8/3

高麟书

1958

2016/8/16

郭宝鸿

1961

2016/8/16

高柏英

1958

2016/8/21

刘元年

1959

20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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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良

1965

2016/8/27

谷昆

1958

2016/8/31

赵善能

1961

2016/9/1

吴士冲

1956

2016/9/4

杨周隆

1952

2016/9/13

殷兴荣

1961

2016/9/15

石建民

1965

2016/9/18

李炜

1985

2016/10/3

汪晓剑

1965

2016/10/7

唐宁生

1958

2016/10/8

荣志坚

1953

2016/10/10

于恕昭

1958

2016/10/11

李良辅

1963

2016/10/13

徐兆康

1963

2016/10/17

陈圣杰

1952

2016/10/17

刘古礼

1964

2016/10/19

章奕

2006

2016/10/19

鲍建祯

1961

2016/10/20

杨深

1953

2016/10/24

罗奇

1953

2016/10/24

倪锡昌

1953

2016/10/24

黄依锟

1965

2016/10/25

钱钰镛

1947

2016/10/27

陈国彬

1952

2016/11/3

刘晓明

2007

2016/11/5

柴惠康

1963

2016/11/10

钟维鑫

1962

2016/11/10

忻洁仪

1964

2016/11/10

陈昀

1992

201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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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昆

1953

2016/11/12

林春

1962

2016/11/14

陈阜生

1950

2016/11/14

金新康

1948

2016/11/22

金新康

1948

2016/11/22

孟进

1966

2016/11/23

江山

1952

2016/11/25

桂业富

1953

2016/12/1

桂业富

1958

2016/12/1

辛泰圻

1956

2016/12/2

辛泰圻

1956

2016/12/2

李民吉

1952

2016/12/4

王永清

1952

2016/12/4

李民吉

1952

2016/12/4

杨稹

1964

2016/12/5

王义在

1954

2016/12/6

丁一泉

1963

2016/12/11

忻元庆

1952

2016/12/14

楼志文

1952

2016/12/16

薛天威

1955

2016/12/16

钱谟昌

1953

2016/12/16

赵文波

1953

2016/12/19

郑明成

1953

2016/12/19

谢鸣华

1951

2016/12/20

个人捐赠数据统计起始：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来源：学校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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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1990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谷澍接任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现年 49 岁的谷澍 1990 年 8 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
取得工学学士学位；1995
年 3 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取得管理学硕士学位；1998 年 3 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取
得管理学博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谷澍 1998 年 3 月到工行会计结算部工作；2000 年 2 月至 2003 年 9 月历任工行会计结
算部副处长、处长；2003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任工行会计结算部副总经理；2004 年 12
月至 2006 年 7 月任工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任财务会计部总
经理；2008 年 7 月至 2010 年 11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战略管理与
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2010 年 11 月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
记。2013 年 10 月起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履历信息来源于网络）

1985 届船海系校友廖世俊教授入选全球“2016 高被引科学家”
汤 森路 透（ Thomson Reuters ） 公 布了 全球 2016 高 被引 科学 家名 单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2016”。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张大兵教授、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
廖世俊教授分别入选植物学与动物学领域、数学领域全球“2016 高被引科学家”。
此次公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覆盖包括材料、化学、数学、工程学等学科领域，共有
3266 人次科学家入选，其中中国共有 196 人次科学家入选（含港澳台地区）。入选该榜单意
味着学者在其所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其科研成果为该领域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廖世俊教授是上海交通大学 1985 届船海系校友。他于 1992 年原创性地提出求解非线性
方程的“同伦分析方法”（Homotopy Analysis Method，简称 HAM)，20 多年来逐步形成了
一个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廖世俊因“同伦分析方法”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广泛应
用而入围本名单，这是他继 2014 年（工程领域、数学领域）和 2015 年（数学领域）之后，
第三次入选汤森路透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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