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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南京大学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

次会议在仙林校区行政南楼召开。南京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吕建，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邹亚军等领导出席会议。本次会议共有海内外98个校友组织，近200名校友总

会理事、校友组织代表通过线上或线下的形式参会。会议由邹亚军副校长主持。

会上，吕建校长从时代背景和“双一流”建设的思路出发，对于学校事业发展的

情况作专题报告。他强调，南京大学的事业是母校与校友共同的事业，南京大学的未

来是母校与校友共同的未来。2022年是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将全面推进“校友南大”战略，深化构建校友与南大的情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

运共同体。

邹亚军副校长作2021年度校友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校友总会一年来

的工作，部署了120周年校友校庆工作。他希望通过120周年校友校庆包括总体规划、

重点项目、校友活动与服务、校友捐赠等方面的努力，达到团结凝聚校友、扩大母校

影响、参与支持母校建设的工作预期，让全体南大校友以母校120周年校庆为契机，

聚情、聚智、聚力，共同构筑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资源平台，全面支持母校再攀新高

峰。

会议宣布了校友总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等人员调整情况，决定为进一步加

强规范化建设，出台《南京大学校友总会行业委员会管理办法（暂行）》。120周年

校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孙乐强、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邱继良，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纪勇、南京大学芝加哥校友会会长吕涛、南京大学全美

校友会会长张程宁等校友，就120周年校庆校友工作进行了主题分享。 1

• 南京大学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 情系南大！1.2亿捐赠背后的追求与初心

• 南大16！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公布！

• 南京大学召开四校区联动提质工作推进会

• 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全球校友系列活动通告

• 邹亚军副校长一行出席上海校友会系列活动

南京大学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吕建致辞

邹亚军报告

孙乐强报告

邱继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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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线上参加年会

1月8日，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度过了圆满的一天。上午，校友会部分校

友一同在线参加了南京大学校友总会举办的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下午，

校友会举办庆祝母校成立120周年华诞首届环保论坛。本届论坛由93级本环

境生物校友许翔主持，南京大学环境校友会秘书长陆朝阳、环境学院副院长

潘丙才发表视频致辞，福建校友会会长姚元根发来贺信。

1月8日，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认真组织30多人分会场线上收看2021年

度校友会工作会议。早在2021年12月24日收到校友总会因为疫情调整会议为

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的通知后，刘平昌会长就召集连云港校友会研究制定参

会方案。1月6日下午张思山秘书长联系准备分会场，1月7日下午刘平昌会长

亲临分会场，与校友总会联系会议测试事宜。

1月8日，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成立百廿校友活动筹备组，并召开了第一

次筹备会议。同时，筹备组作为青岛校友会代表参与了南京大学2021年度校

友工作线上会议。

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
的一天

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
会线上收看南大2021

年度校友工作会议

青岛校友会成立百廿
校庆活动筹备组

校友组织动态

1月16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

次会议召开。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朱振东、副会长

兼秘书长邱继良主持会议。会议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一是听取并审议上海校友会2021年工作总结及2022年

工作计划的报告；二是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审议并同

意理事会换届选举校友大会延期至不晚于2023年或之

前召开；三是审议并同意孙红、罗雪霜、张云峰、顾凯、

汪丽五位校友担任上海校友会理事。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第六次会议顺利召开

1月3日，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于厦门举办2022

年迎新年会暨理事会会议。厦门校友会会长陈国强汇

报校友会2021年度工作并介绍2022年度工作计划。

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厦门校友会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宣布由李希杰副会长兼任秘书长，增补王秀娟、冯旭

莹两位校友为副秘书长，并讨论了庆祝母校120年校

庆的准备方向。

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举办2022年迎新年会

1月9日，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轮值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1月19日，

北京校友会吴端会长主持召开了轮值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确

定了北京校友会轮值工作委员会工作机制，审议通过了《中央大学南

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会旗、会徽、横幅使用管理办法》，讨论明确了

2022年北京校友会重点工作及进度安排。今年，校友会将围绕母校

120周年校庆及“双创”大赛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敬请期待！

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轮值工
作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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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动态

2月19日下午，南大校友经济与江北新区高质量协同

发展座谈会召开。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国科学

院院士、化学化工学院教授郭子建，党委副书记薛海林，

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以及优秀校友企业家代表，江

北新区校友等七十余人参加了活动。会议由南京药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民民校友主持。

南大校友经济与江北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座
谈会召开

1月9日，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2022年年会暨第二届

“紫金奖”投研精英颁奖典礼在上海顺利召开。会议主

要议程包括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及紫金会会长邱冠华

致辞、紫金会执行会长赵磊剑介绍南京大学校庆活动安

排、紫金会副秘书长蒋中煜汇报紫金会2021年工作情况、

第二届“紫金奖”颁奖典礼、第四届紫金论坛等。

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2022年年会暨第二届
“紫金奖”投研精英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2月26日，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

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唐泽威

一行专程来到上海，出席上海校友会房地产分会首

届年度峰会等系列活动。邹亚军副校长在峰会现场

致辞。

当天下午，邹亚军副校长，校友总会副秘书长

唐泽威，校友总会副秘书长、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邱继良一行现场考察校友企业彩虹医生。活

动期间，邹亚军副校长一行还亲切会见了“庆祝南

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全球校友系列活动”导演组部

门负责人代表。

邹亚军副校长一行出席上海校友会
系列活动

《南大校友通讯》
2021年秋季号

1月21日，由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发起主办

的在连高校校友会科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交流

会连云港市科技服务业研究会举行，来自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等15所高校的连云港校友会会长、秘书

长及科技服务业研究会副会长、秘书处成员、顾问

等40余人参加了此次交流会。

在连高校校友会举行科技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交流会

2月24日下午，聘任张全兴院士为南京大学科创投资

校友会顾问的仪式与以“万物互联 科技驱动”为主题的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产业专项路演活动圆满举办。中

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大学科创投资校友会顾问张全兴，

南京大学原副校长、科创投资校友会名誉会长潘毅，校

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资本

市场处副处长、金鱼嘴基金街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吴世

勇，科创投资校友会会长刘立阳，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季青，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校友会会长董

晓军，商学院校友天使投资俱乐部会长雷典等领导和嘉

宾出席本次活动，张锁庚秘书长致辞。

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产业专项路演活动
圆满举办

https://alumni.nju.edu.cn/2021nqjh/list.htm
https://alumni.nju.edu.cn/2021nqjh/lis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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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新春活动剪影

1月15日，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帆船队在OGGI举

办新年聚会。本次聚会由帆船队的灵魂人物——软

院校友梁立雄发起，十余位队员踊跃抢占了先发席

位，活动之余各位队友先后讲述了与帆船运动结缘

的故事。

南京大学广州校友帆船队2022新年聚会

多伦多高校2022春晚上，南京大学多伦多校友会

的校友们为大家呈现一支舞蹈“莫愁”。莫愁舞的创作

源自8月11日一场“能否把智能人的单人舞（莫愁）演

绎成一支校友们可集体表演的真人舞”的讨论。经过舞

者与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与协作，舞蹈如愿呈现。

南京大学多伦多校友会
倾情演莫愁，首秀抒心怀

2月12日，芝加哥各大学校友会和众华人团体，共

同为海内外华人献上一场充满激情和希望的云端新春晚

会。芝加哥南京大学校友会理事会代表全体校友通过视

频给大家送上新年祝福。江苏同乡、美国音乐教师协会

会员徐红英女士代表南京大学校友会献上独唱节目《我

住长江头》；南大校友曾鸿女士及女儿韩玫玫表演了女

声二重唱《秋蝉》。

芝加哥南京大学校友会协办科工专春晚

1月28日，在南京大学南通校友会参加的通富

微电羽毛球交流友谊赛上，球友们终于穿上了最新

设计的球衣。春节前，南京大学南通校友羽毛球队

球衣设计图样出炉，球衣成品赶在活动日之前衣服

送达。

南京大学南通校友会羽毛球队新年换装记

虎年春节前，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轮值会长

徐涛、副秘书长廖伟华和秘书处一行专门拜访了几

位老校友，带去南大校友总会和深圳校友会的新春

问候，传达南大2021年度校友工作会议精神，介绍

深圳校友会迎校庆的系列活动方案，得到了各位老

校友的充分肯定。

南京大学深圳校友会看望老校友

中央大学97岁朱
俊岐学长祝南大
校友新年快乐！

中央大学97岁高
颖英师姐祝南大
校友新年快乐！

1月15日，北京校友会新年第一

次户外活动圆满完成！校友们集合后

首先“预演”了校庆祝福，随后开始

植物园徒步之旅，共进晚餐。

2月13日，北京校友会校友们圆

满完成颐和园踏雪寻梅活动。大家

先在十七孔桥、南湖岛、知春亭踏

雪，随后漫步东堤，穿过文昌阁，

绕行仁寿殿直至乐农轩“寻梅”。

2月4日-6日，北京校友会组织

数场活动欢度春节。4号，8位校友

至圆明园健走火锅；5号，8位校友

聚集香山登高越野；6号，13位校

友相聚一起狼人杀。

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新春活动



120周年校友校庆活动

关于开通“庆祝南京大学建校
120周年校友互动微信群”的通
知（120校友校庆活动4号通告）

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关于
母校120周年校庆的讨论会

2月25日，农历虎年新年伊始，南

京大学河南校友会部分校友相聚一起，

共同讨论母校120周年校庆河南校友会

线下活动形式。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 120校友校
庆活动导演组招募视频剪辑志愿
者（120校友校庆活动3号通告）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 南大120周
年校庆主题曲征集活动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 史料暨
作品征集公告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 | 校庆祝
福视频征集

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 | 献礼母校
南京大学120周年征文启事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 | 情“深”
起金陵 意“瑧”书鹏城

鲸游百廿，共话星时｜

校友张嘉佳访谈直播

南京大学“120校友校庆”活
动——“漂洋过海来爱你”全
球校友明信片征集活动

南京大学宁夏校友会共庆母校120周年华诞活动
顺利举办

2月19日，南京大学宁夏校友

会在银川举行共庆母校120周年

华诞活动，部分在宁校友参加活

动。宁夏医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方会长深情致辞，宁夏大学

教授刘芳副会长向各位校友报告校友会工作，校友们通过视频

拍摄、分组活动等形式献上祝福。南京大学宁夏校友会二届二

次理事会同天召开，全体参会理事全票通过增补了秘书处工作

人员贺铎轩、汪晓慧、张润竹、杨琪，分别任命为联络部长、

宣传部长、策划部长、技术部长。

南京大学澳大利亚悉尼校友会庆祝
母校南京大学120周年

2月19日，南京大学澳大利亚

悉尼校友会23位校友在悉尼歌剧

院前相聚，按照00级后、90-00

级、90级前、全部校友等分组，
为庆祝母校120周年华诞献上四个短片祝福。

1月3日，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深圳校友会迎新登山活动于深圳梧桐

山举行，有60名南大校友报名参加了

本次的登高迎新活动。南京大学深圳

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深圳校友会迎新登山活动

校友会以本次登山活动遥祝南京大学120周年生日快乐！

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全球
校友系列活动通告（120校友校
庆活动1号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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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ozvZGMfjK8ODE-MIehIScQ
https://mp.weixin.qq.com/s/tIyHhuCEwkYB_bHUyLe6Uw
https://mp.weixin.qq.com/s/_7hgp98t3Uv2CP6lm9oWpw
https://mp.weixin.qq.com/s/p1JU9lqTbseScJEuHb-2sg
https://mp.weixin.qq.com/s/iN_HSpPFPf9Vi7JwT-0IDg
https://mp.weixin.qq.com/s/SDHwJ2Ma-j5C4xsDEJXNMA
https://mp.weixin.qq.com/s/SV2yfHwCnyxcDmCnh3Cnuw
https://mp.weixin.qq.com/s/iQdMowOq_2qdfTaYMd2ing
https://mp.weixin.qq.com/s/DVpjK6Nw_qbRmzZvJyBW1g


母校新闻

情系南大！1.2亿捐赠背后的追求与初心

1月20日，在南京大学即将迎来120周年华诞之际，高振东校友和孙国香

校友捐赠1.2亿元，设立“南京大学宝时得卓越人才培育与研究基金”，支持

南大构建系统化育人平台，培养激励脚踏实地、敢于拼搏的南大学子，助力

优秀学子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拔尖领军人才和卓越领袖人才，为母校探索具有

南大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贡献自己的力量。宝时得集团始创于1994年，

南京大学召开四校区联动提质工作推进会

2月28日，南京大学四校区联动提质工作推进会在鼓

楼校区召开。校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常务

副校长谈哲敏主持会议。校领导班子成员，相关职能部

处负责人参加会议。

胡金波指出，下一轮四校区联动提质工作推进会将

围绕浦口校区相关场所改造优化、校园文化氛围营造等

工作展开研讨。会议听取了新生学院辅导员岗位安排、

新生学院学生宿舍搬迁整体方案、修缮浦口校区资金落

实情况、新生学院相关采购项目招标进展情况等工作汇

报。校领导杨忠、薛海林、刘鸿健、王志林、邹亚军、

王振林、张峻峰、王明生、龚跃、周济林、陈云松结合

分管工作进一步研讨并提出具体建议。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第十五届委

员会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在仙林校区举行。

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主持会议并作题为《出神入

化、持续落实“第一个南大”实践要求，出类

拔萃、扎实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

大会报告，校长吕建作题为《百廿南大 凝心聚

力 再上台阶》的大会报告，分别对2022年党委、

行政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上颁发了2021年南

京大学突出贡献奖。

这个会，为2022年南大工作擘画蓝图！

2月14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南京大学共有16个学科入选第二轮“

双一流”建设学科其中理论经济学为本轮“双

一流”建设新增学科！

南大16！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公布！

百廿南大将扩招！倒计时100天，吕建校长
寄语高考学子

南大捐赠

其创始人高振东校友为南京大学物理系1985届毕业生。“从品牌摸索到中国智造”的敢为天下先，到“从汶川

地震到新冠疫情”的润物细无声，再到“从捐资助学到言传身教”的树百年大计，他以自己的创业历程激励着

新一代南大学子，推动南大育人平台步入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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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南大人物

1月17日，李爱民教授荣获“盐城市杰出人才

贡献奖”。李爱民教授博士就读于南京大学，

2000级环境学院校友，现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

授、博导，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

技术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程研

究院院长。

李爱民校友荣获“盐城市杰出人
才贡献奖”

2月15日，韩亦苹教授入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韩亦

苹（原名翁亦苹）教授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1983级生化

系校友，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终身正教授。

韩亦苹校友入选美国微
生物科学院院士

2月16日，魏璐博士获斯隆研究奖。斯隆研究奖素有

“诺奖风向标”的美誉，旨在奖励处于职业生涯早期且取得

引领未来科学发展成就的杰出年轻学者。魏璐博士本科就读

于南京大学，2006级匡亚明学院校友，现任加州理工学院

化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璐校友获2022年斯
隆研究奖！

2月9日，刘斌教授因在有机纳米功能材料方面的贡献当

选为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刘斌教授本硕就读于南京大学，

1991级化学系校友，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副教务长、

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主任。

刘斌校友当选美国工程
院院士

近日，朱法华教授当选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朱

法华教授本硕博均就读于南京大学，1983级地质系校友，

现任国家能源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朱法华校友当选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

日前，张一歌博士获得2022年F.W.克拉克奖

。克拉克奖是地球化学用于表彰在地球化学或宇

宙化学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每年奖

励一人。张一歌博士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2002

级地科系校友，现为美国德州A&M大学助理教授。

张一歌博士获2022年F.W.克拉
克奖

刘观庆校友受邀为“纪念教育系
统关工委成立30周年”邮票创作

配图

南大MBA07级校友任晓澍先生
成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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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8405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839人

两月新增认证

117633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本月独立访客数（UV）

8908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1-2
月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加入
“南大人”

 已入驻组织：79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8个

(3) 地方校友会：58个 (4) 兴趣校友组织：3个

(5) 专业校友会：5个 (6) 院系校友会：5个

(7) 院系：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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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院庆公告

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 |  待春和景明，踏青
张飞古道——春季活动预告

校友组织活动预告

时间：3月中下旬的周末，天朗气清（具体时间确

定后，提前一周开始报名）

路线：

11:30 北碚“饕老居耙牛肉”总店集合，共用午餐；

13:00 组队自驾前往大沱口社区（张飞古道入口）

13:30-16:00 温塘峡张飞古道徒步，赏满屏春色、

嘉陵流碧、张飞泉

16:00 行至终点后自由组队活动。可在江边小憩后

返程，可坐过江轮渡（人渡/非车渡），可北温泉

栈道看风景，可金刚碑古镇打卡。

国际细胞外RNA研究第一人“引路”，艾码
生物完成顶级投资机构数千万天使轮投资

2月22日，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

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申请获证监会批复同意。

仁度生物创始人居金良博士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

2007年创办仁度生物，任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

南京大学校友企业仁度生物IPO注册成功，
募资7亿，RNA检测第一股即将登陆上交所！

校友企业

新春伊始，专注于小RNA核酸药物研发的艾码

生物（ExoRNA Bio）宣布完成天使轮融资，首期

融资金额数千万元，由知名投资机构鼎晖投资VGC

基金领投，某业内知名CRO跟投。艾码生物创始人

张辰宇教授为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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