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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祝校友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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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动集锦】 

1992 届土木工程系大专班校友毕业 25 年重返母校 

10 月 14 日，土木工程系 1992 届 0161 班校友一行 25 人，毕业 25 周年之际重返母校。

宣传部部长、土木工程系教授胡昊，土木工程系系主任沈水龙、副系主任程斌，当年的班主

任张彤英老师、学院校友事务联系人魏燕参与了接待。        

校友一行参观完徐汇校区后

前往闵行，参观了闵行校区和学

院的木兰大楼。土木系老师与校

友们亲切座谈，胡昊首先向校友

们介绍了学校和学院最新发展状

况。随后，班主任张彤英老师简单

介绍了校友们的发展情况，校友

们不忘拼搏精神，毕业后在学习

上继续深造，在事业上奋发努力取得很大成就，同时班级同学们齐心聚力，呈现出同学情深

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沈水龙介绍了土木系的情况，尤其是进入“双一流”建设名单对交大

土木系的激励和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并衷心希望校友们今后与学院和土木系更加紧密联

系，凝心聚力，共同发展。 

1997 届土木工程系校友毕业 20 周年返校座谈 

 10 月 21 日，1997 届土木工程系校友返校活动圆满举行，共有 36 名校友到场。校友们

如今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兢兢业业，为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大家共话同窗情谊，并从

自身工作经验出发，就土木学科未来发展及课程设置展开讨论。 

 土木系副主任陈锦剑、土木系教师徐峰、学院校友事务联系人魏燕参与接待。交流座谈

会还邀请到林少培、郭秀玲、吕子义、沈惠申等多名退休老师莅临指导。座谈会由土木系副

主任兼 1997 届校友代表杨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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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土木系副主任陈锦

剑简单介绍了土木工程系的如今发

展现状。我校土木工程系在今年成

功被评选为双一流学科，在人均科

研指标与毕业生评估中成绩斐然，

充分展现了如今土木工程系的蓬勃

发展态势。 

随后，吕子义作为当年班主任，

带领校友们重温当年交大学习场景。林少培指出，土木工程系复系初期，就已经开始注重国

际化视野的培养。从本科一年级开始，进行全英文教学，培养学生的英语水平，拒绝哑巴英

语，教学内容与国际接轨，做到真正的学有所用。郭秀玲在随后的发言中，慷慨激昂地回顾

当年在交大教学的岁月，表示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需要有一技之长，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

这种一技之长并不局限于学识、技能，更重要的是一种理念。有了这样一种站得高、看得远

的理念，学生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之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汹涌的时代浪潮中扬帆前进，在

错综复杂的信息化时代如鱼得水。    

除此之外，校友们还对母系的学弟学妹的培养寄予了厚望。在深房集团有限公司从事房

地产开发的马凌云表示，学生毕业后的成长与日后的企业性质、行业节奏和工作环境有着密

不可分的联系。学校应注重学生将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不能一概而论，统

一要求，限制学生的性格发展。 

对此在政府单位工作（福州经信委）的陈志毅和在青浦区规土局工作的谢润华表示认同，

他们认为平台可以决定一个人所能到达的高度。对于应届毕业生而言，首要目标是解决生存

问题，但不能局限于

现有的环境，要开拓

自己的眼界，在不同

的环境中不断调整自

己的定位，深刻认识

理论和实际的差距，

培养在工作中学习的

习惯。 

来自祖国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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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届土木工程系校友欢聚一堂，不仅感受到了浓浓师生情，更是展现了烙印交大人内心深

深的自豪感，校友们对现在尚未毕业的学弟学妹表达了殷切的期望。相信同学们能够承载这

份期望，顺应时代要求，成为全面型人才。母校也不会忘记每一位交大人，在未来，也会不

断为校友的成长发展给予大力支持。 

2007 届船海系硕士校友毕业 10 周年重返母校 

11 月 18 日，近 15 位

2007 届船海系硕士校友在

毕业 10周年之际重返母校。

船海系副主任王磊、校友事

务联系人魏燕参与了接待。 

上午，校友们在徐汇校

区的“盛宅·校友之家”报

到，随后在徐汇食堂体验了

“那些年”的午餐，期间校

友们有说有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一起并肩学习结束后愉快的聚餐时光。接着校友们参观了

徐汇校区，在美丽的校区追忆青春、拍照留念，并参观了修葺一新的校史馆，在解说员的讲

解下，每位校友对交大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学术底蕴都有了新的认识，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

更是油然而生。 

参观结束后，校友们一行再次回到盛宅。船海系副系主任王磊代表学院和船海系，对校

友的返校表示热烈欢迎，并向校友们介绍了学院的最新发展情况，王老师风趣地将交大比作

各位校友的“娘家”，并动情地说：“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要记住母校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母校现在也有这个实力帮助大家，愿意帮各位同学分忧解难”。校友们被深深地感动，热烈

地回忆了当年的各位老师们并详细的做了自我介绍。虽然今日寒风料峭，但同学情谊却如冬

日骄阳，洋溢在校友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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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 30 年，归来仍是少年——记 1987 届船海系校友毕业 30 年

返校活动 

11 月 18 日，1987 届船

海系 50 多位校友毕业 30 年

之际重聚母校。昔日恩师陈

雪深、朱崇贤、陈刚、赵一飞

受邀参加本次活动，船建学

院副院长唐文勇、校友事务

联系人魏燕参与了接待。       

 一早，校友们齐聚徐汇

校区盛宅校友之家，与昔日恩师饮茶言欢。朱崇贤老师还特意为校友们带来了出版的书法集

锦，赠与校友。百年建筑盛宅窗外，是寒风料峭的初冬，室内却是暖意融融，欢声笑语。午

餐后，大家合影留念，拍照伊始大家有些拘谨，在接待老师的幽默引导下，师生们如少年般

开怀大笑，留下了动人的合影。 

下午，校友一行前往闵行，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2 会议室，聆听了副院长唐文勇风趣

幽默的介绍。随后，魏燕带领大家参观了闵行校区并做介绍，最后一站前往 120 周年校庆专

题展示馆参观，详细了解母校的历史和发展状况。 

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启动会举行 

12 月 18 日下午，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启动会暨 77、78 级校友班级

理事聘任仪式在徐汇校区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安胜，原副校长、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校友筹备委员会主任张世民，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张伟以及

近百位 77、78 级校友代表欢聚一堂，畅叙母校情，共议纪念活动筹备事宜。活动由学校校

友总会办公室主任冒巍巍主持。  

张伟首先代表筹委会向与会校友代表介绍本次返校纪念活动策划和安排。张伟毕业于

1982 年工程力学系。他介绍了学校领导和有关单位对 77、78 级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

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系统呈现了本次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的整体方案及活动特色，明

确了纪念活动校友筹备工作团队及学校专项工作组组成，列出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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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与学校相关单位一同为校友们打造一场重温母校岁月、见证时代发展的返校盛

宴。   

张安胜和张世民为 77、78

级班级理事颁发聘书，并启动

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返

校纪念活动。77 级工程力学系

校友朱小燕宣读了 77、78 级校

友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

通告。  

 张安胜代表学校向各位 77、78 级新任班级理事表示祝贺，向广大 77、78 级校友一如

既往关注、支持母校和校友工作表示诚挚感谢，对本次返校活动的成功启动给予高度肯定。

他在讲话中表示，1978 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由此

拉开序幕；1978 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跨越三世纪的辉煌得以薪

火相传；1978 年，是 77、78 级校友人生转折的一年，大家从五湖四海相聚东海之滨，开启

与交大的情缘，书写下精彩的人生故事。此次 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返校纪念活动，于

国、于校、于 77、78 级校友而言，都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母校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也

希望各位班级理事能够肩负使命与责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与母校一同办好此次活动。

最后，他号召所有 77、78 级校友都能够在 2018 年 6 月 8 日-10 日返校共聚。  

 

【饮水思源】 

土木工程系 1998 级校友开展土木工程职业规划讲座 

为帮助船建学院低年级学生深入了解学科特点做好专业选择，助力高年级学生做好职业

规划，11 月 8 日，学院举办土木工程职业规划讲座。主讲嘉宾为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英

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土木工程系 1998 级校友方昉。船建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出席此次讲

座。船建学院近 80 名学生仔细聆听了此次讲座。  

方昉从自身丰富的工作实践经历为出发点，为现场同学带来了一场详实的讲座。他主要

从职业操守、职位简介和职业规划三个方面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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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昉强调了职业操守的重

要性以及它对职业生涯的影响，

他认为职业操守是工作中最重

要的基础，是工作之本。同时，

根据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介绍了

土木工程行业的各个职能部门、

职位的特点，涉及投资方、建设

方、顾问、施工企业以及监理等

不同职业；并结合自身的求职经历，他列举了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表示同学们应当根据自

身特点性格进行合理选择。另外，他强调在掌握工作基本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职业操守和身

体素质。 

此次讲座，校友走进校园，从另外一个角度为同学们讲解了土木工程，让同学们对土木

行业有了新的认知，有利于学生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 

校友导师第二期项目启动仪式暨首次交流分享会顺利举行 

11 月 17 日下午，1985 届船海系校友导师第二期项目启动仪式暨交流分享会在木兰楼

A211 会议室顺利举行。1985 届船海校友导师代表、中船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海工装备部部长张国强，1985 届船海校友张小丽、项建亚，船建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建

军、副院长夏利娟，船海系副系主任陈俐，学工办、校友办相关老师，导师项目入选学生等

参与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始，校友事务联

系人魏燕简要回顾了校友

导师第一期项目情况，并通

报了第二期项目“一参观

四交流”计划：将定期邀请

校友导师返校，每年至少举

办 4 次系列讲座交流会和 1

次企业参观。 

杨建军简要介绍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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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校友导师项目各位导师情况，并代表学院对校友饮水思源之情表示衷心感谢，希望后期

双方继续加强交流沟通，获得更多校友支持，使项目做得更好。校友导师张国强发言，表达

了希望为母校和学院贡献力量之心愿，并邀请更多学生今后能有机会去武昌、青岛等船工基

地交流走访。学生代表刘嘉荣发言，表达了对校友和学院的感谢，并表示将积极投身项目，

锻炼自己，取得收获。夏利娟为张国强授予校友导师聘书。 

张国强学长以实际工作中的国际大型项目为例，系统介绍了项目执行过程中如何管理，

及一些国际先进的手段和方法。他为学生做了职业赠言：第一，希望广大学生在今后的工作

中，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投身工作；第二，多做事，不要觉得是吃亏，相信付出是一种锻炼；

第三，多提问，多请教，有困难要及时反馈。 

1985 届船海系校友于 2015 年毕业 30 年之际，成立了“双百计划”，一是每年捐赠 10

万元，持续 10 年，目前已连续捐赠了 3 年，二是校友导师计划，为学生提供交流、参观、

实习和就业机会。校友导师计划由校友办与学工办合作组织，已尝试执行了第一期，今年启

动第二期项目。 

1987 届船舶动力奖学金颁奖仪式暨 87 届校友座谈会举行 

12 月 1 日下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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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006 会议室举行。87 届 20131 班班主任刘允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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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钟力民，87

届校友、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孔曼军，学院党委副书记杨建军，学院校友

事务联系人魏燕以及 5 位获奖学生出席仪式。 

杨建军代表船建学院向刘允加和三位校友表示热烈欢迎，并代表学院向情系母校、集资

30 万设立奖学金的 1987 届 20131 班全体校友表达衷心感谢。他介绍了学院的总体情况和发

展进程以及轮机工程系的发展现状。 

三位出席颁奖典礼的 87 届校友随后发言，向到场学生讲述了自己毕业后的发展轨迹。

钟力民讲述了自己在重汽公司三十年来的发展，他强调了坚守技术岗位，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孔曼军表达了对交大轮机系学生的肯定，交大学生在七一一研究所表现非常优异，希望之后

看到更多优秀的人才前往重点企业就业。张嘉庆讲述了走上管理岗位与技术岗位的不同，以

自身经历给同学们提供了未来职业发展的参考。现场交流中，在座同学们纷纷就行业现状、

职业规划和专业研究等方面向学长学姐们进行咨询，老校友们也耐心解答并给予鼓励。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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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杨建军宣布本次 87 届船舶动力奖学金获奖名单，由钟力民为获奖同学颁奖。 

87 届船舶动力奖学金

开创了校友集资捐献奖学

金的先河。此次颁奖典礼，

为同学们搭建了与学长交

流的平台，提供了直面专业

前辈的机会，也勉励同学们

在船舶行业、技术岗位上贡

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国造船

业走向世界前列而不断努

力。     

2017 年黄金枝土木建筑奖学金、奖研金颁奖仪式举行 

12 月 13 日下午，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黄金枝土木建筑奖学金与奖研金颁奖仪式在木

兰船建大楼 A1002 室举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SHCEF 基金会理事长黄金枝，SHCEF

基金会副秘书长、上海建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公司副总经理黄剑锋，SHCEF 基金

会副秘书长、上海建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陈倩茹，SHCEF 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亚

民，上海交通大学发展联络处副处长殷洁，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乔丕忠，船建学

院土木工程系系主任沈水龙，6 位获奖教师以及 28 位获奖学生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会议

由校友事务联系人魏燕主持。 

乔丕忠首先代表船建

学院对黄金枝基金会各位

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

获奖学生表示了衷心的祝

贺，尤其对黄金枝教授与黄

金枝基金会对学生的学业

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乔

丕忠代表船建学院向黄金

枝颁发捐赠证书，并宣读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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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感谢函。 

黄金枝首先对获奖教师与同学表示了祝贺，对各位同学取得的成绩表示了肯定。他回顾

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土木系的发展历程，勉励同学们应当珍惜现在良好的学习条件与学习机

会提升自己，全面发展。 

魏燕宣读获奖教师、同学名单，与会嘉宾为 6 名教师颁发了奖研金证书，为获得奖学金

的本科、博士、硕士共计 26 名学生颁发了奖学金证书并合影。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每位同学都与黄金枝教授有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奖学金的评选使得

他们在接下来一年的学习生活中时刻勉励自己奋发向上，在奋斗中总结，在总结中感悟，在

感悟中提升。 

2017 年徐名标纪念奖学金颁奖仪式举行 

12 月 26 日下午，2017 年上海交通大学徐名标纪念奖学金颁奖仪式在木兰船建大楼

A1002 室举行。徐氏基金会代表徐世杰，船建学院党委书记周薇、副书记杨建军、副院长赵

金城、土木工程系系主任沈水龙、土木工程系专业老师宋晓冰，学院校友事务联系人魏燕及

24 名获奖学生出席本次颁奖仪式。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杨建军主持。 

周薇首先代表船建学院对徐氏基金会代表徐世杰先生表示欢迎，对获奖学生表示了衷心

的祝贺，尤其对徐氏基金会对学生学业的支持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徐世杰先生表示徐氏家族与交大情谊深厚，两代人中有 11 位交大人，他对各位获奖学

生表示祝贺，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党委副书记杨建军宣读获奖学生名单，颁奖嘉宾与获奖学生进行合影。 

在自由交流环节中，

获奖学生代表 2014 级本

科生闫斌与 2016 级研究

生陆晓彤分别发言，介绍

自己在结构设计大赛中

的收获，表示徐名标纪念

奖学金在他们学习中有

着巨大激励作用。随后每

位获奖同学都和徐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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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宋晓冰就最近结构大赛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说明，土木专业学生参加结构大赛的比例达到

了 100%。随后赵金城和沈水龙分别对船建学院土木学科近期的发展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校友导师第二期项目第二次参观交流活动举行 

12 月 27 日，1985 届船海系校友导师项目第二次参观交流活动举行。船建学院廖世俊教

授、校友事务联系人魏燕及船海系本硕博学生等一行 14 人，前往校友企业上海汇凯电器公

司参观交流。 

公司总经理贺礼亲切接待并介绍公司产品，师生一行参观了各类设备，并与研发和生产

一线技术人员进行了交流。他们结合各自的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生活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

对学生在创业创新、专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交流和指导。 

随后，贺礼向师生们介

绍了自己的学习、工作和创

业经历，并赠与学生们真诚

的人生和职场箴言，希望年

轻人勇于挑战自己、相信自

己，把困难当作一种进步和

学习的机会，彰显交大人的

风采。 

 廖世俊为贺礼颁发校

友导师聘书，并做总结讲话。廖世俊指出，贺礼的创业经历体现了交大造船人对船的深深情

怀；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设备、切入点虽然不是高大上的战斗设备，但是对提高我国海军战

斗力起着实际的贡献，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此次校友导师交流活动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促进校友与学院之间的良性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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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利于发挥校友在母校人

才培养工作中的课堂延伸效应、行为示范效应和素质强化效应。 

 据了解，上海汇凯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和生产舰船及海岛上的机电设备、环保设

备、船舶配件等产品的专业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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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黄旭华院士荣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 

2017 年 8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的 2017 年度“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终评会上，

黄旭华院士全票通过评选。9 月 8 日，获奖宣布会在中船重工总部举行。中船重工副总经理

杜刚出席并讲话，何梁何利基金评选委员会秘书长段瑞春宣读获奖结果并向黄旭华院士颁发

获奖证书，国家奖励办、国防科工局有关领导出席并发言。 

黄旭华院士 1949 年毕业于

交通大学造船系。作为我国第

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在潜艇

总体设计、结构设计、船舶系统

工程理论等方面造诣颇深，在

核潜艇研制过程中呕心沥血，

不断引领核潜艇技术创新超

越，为核潜艇事业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荣获何梁何利基

金最高奖，是基金会对黄院士

贡献的最大肯定。 

段瑞春强调，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审核过程非常严格。历时近一年的评审过程中，

基金会全体成员一直被黄旭华院士“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的精神鼓舞着、感

动着，大家一致认为黄旭华院士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把毕生奉献给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

为祖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第二代核潜艇的升级、第三代核潜艇的跨越做出了重大贡献，

科技成就令人瞩目，全票通过并荣获 2017 年度“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众望所归。

希望黄旭华院士保持好身体，继续为国家核潜艇事业发挥余热。 

【何梁何利基金】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于 1994 年各捐资

1 亿港元成立的，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促进祖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具有很高的国

际影响力。基金每年评奖一次，设有“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科

学与技术创新奖”三个奖项。其中，“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是该基金最高级别奖项，迄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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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括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叶笃正、黄昆、谷超豪等在内的 30 余位顶级科学家获此

荣誉。 

硕果芳华 荣耀母校——热烈祝贺我院校友荣获 2017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 

船建人历经百余年春秋，勤耕不辍，硕果芳华。船建人始终秉承“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校训，紧跟海洋强国、军民融合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积极发挥学科优势，为国家和社会培

养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抒写时代精神，挺起民族脊梁。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奖 5 大奖项之一，是中国科技界的

最高荣誉。我院校友杰出代表及其团队分别获得 2017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2 项，并在 2018 年 1 月 8 日获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颁奖。 

【我院 1958 届造船系校友徐芑南院士及其团队项目“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发与应用”，

荣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蛟龙号的成功研制，实现了中华民族“可下五

洋捉鳖”的宏伟梦想，成为海洋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重器”，成果丰硕，

影响深远。】 

【我院 1967 届船制系校友、708 所研究员马涛及团队研究、设计的“某型舰载坦克气

垫登陆艇项目”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艇研制后，成功地参加了十余次海

军重大军事演习，使我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自主研制坞载坦克气垫登陆艇的国家。】 

【我院 1989 届工程力学系校友沈琳及其创业企业大连东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项

目“鱿鱼贮藏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鱿鱼贮藏加工与质量安全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属于食品科学技术领域，针对制约

我国鱿鱼产业发展的瓶颈，系统开展了多项关键技术研究和集成应用，突破技术壁垒，取得

重大进展。】 

 

向以上获奖校友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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