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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建校长参观《墨香梅韵——纪念李瑞清先生
逝世一百周年书画文献展》

        为持续推动产学研合作走向深入，推动大院

大所与苏州深度合作，11月19日上午，“开放合

作、智汇苏州”大院大所合作发展大会在苏州国

际博览中心拉开序幕。全国人大常委、中科院院

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受邀出席大会。

    

       11月20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院士、

校长吕建走进校美术馆，参观《墨香梅韵——纪念李瑞清

先生逝世一百周年书画文献展》。

    吕建校长仔细观看每一件展品，详细了解展品的艺术

魅力及背后所隐含的历史内涵。他对李瑞清先生监督两江

师范学堂期间所提倡的“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办学理念

表示高度赞扬，对其“外和内介，以身作则”的师德人格

倍加赞赏，对其“博通汉魏，兼采众长”的精湛书艺十分

钦佩。他认为，李瑞清先生是南京大学一百多年办学历史

中的杰出人物，是南京大学的精神符号，李瑞清及两江师

范学堂时期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学术和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南

京大学立德树人和学术创新都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现

阶段南京大学应当秉承李瑞清先生提出的“嚼得菜根，做

得大事”的校训，继续发扬过苦日子的优良作风。

    吕建校长参观同时，美术馆展厅正在进行两场专题讲

座，分别由图书馆馆长程章灿教授、文学院院长徐兴无教

授主讲，数百名师生现场聆听。

    本次展览中不少展品为首次公开展出，具有很高的学

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吕建校长出席“开放合作、智汇苏州”
大院大所合作发展大会

中国声谷来了！名校名城再奏强音

    名校名城，同频共振；四链融合，蓄势待发。

11月30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落户之后的第一个

重大产研融合项目“苏州•中国声学创新谷”全

面启航！在这场“声谷”全球推介会上20个重点

声学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154亿元！未来“苏

州·中国声学创新谷”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声学

产业的发展“引擎”创新“尖点”，人才“高

地”！



  爱的奉献一2020年度南京大学无锡校友奖助学金颁奖活动隆重举行

         

                    

    11月13日，由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与博研

商学院合作主办的科技产业大循环发展论坛在

广州科学城翡翠希尔顿酒店举行，湾区相关领

域企业家300余位共同参与，探讨产业数字化转

型与高质量发展。两位巨匠级大咖--中国科协

副主席、北大原副校长陈章良，国家统计局前

总经济师姚景源莅临会场，以“重构与新生”

为主题引爆论坛。

鸿儒分享，智者云集--南京大学广州校
友会与博研商学院合作主办科技产业大
循环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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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8日下午，由全国双一流高校青岛校友

会联盟主办，云南大学青岛校友会承办的2020

年第四届全国双一流高校青岛校友会联盟单身

联谊会在市北区青岛生物科技创新园圆满开展。

我校5名校友参加了活动，刘硕校友担任了活动

主持人，于童童校友担任了茶歇时间的美食品

酒兴趣专区负责人。 

       11月8日是 下午2:30，“民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

法律论坛暨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法学分会成立大会在常

州市非公经济法治护航中心举行。与会百余名校友和嘉

宾济济一堂，出席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法学分会正式成

立与揭牌仪式。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副秘

书长赵国方、法学院党委书记王丽娟、副院长刘勇、

《南大法学》主编解亘、院长助理杨阳、许利民专程赴

常州出席会议，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法律分会会长刘东

也代表法律分会到会祝贺。

    

南大法律人龙城聚集：南京大学常州校友
会法学分会成立！

第四届高校联盟青岛校友单身联谊会成
功进行

    11月15日上午，2020年度南京大学无锡校友奖助学金颁奖活动在南京

大学仙林校区行政北楼隆重举行。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葛宗亮、

副会长朱友群及捐资校友代表夏建芳、王兴智与12位受助学生出席活动。

兄弟啊，加入吧！---祝贺南京大学广州
校友会龙舟队成立

     2020年11月12日晚，是个历史性时刻。南京大学广

州校友会龙舟队在92法律毛蓓和09软院梁立雄的倡议推

动下正式成立了。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龙舟队一经成立

就得到了广州广大校友的全力参与与支持。2020年11月

15日，南京大学广州校友会龙舟队举行了第一次活动。

龙舟赛现场校友们情绪高涨，男男女女、花花绿绿，天

生妖娆的和老成持重的都来了。划划桨子，吼吼嗓子，

飞飞机子，拍拍片子，男女老少齐上阵，活动取得了圆

满成功。

    



    南京大学走进福建中

学宣讲活动近日于福鼎一

中和福清一中分别举办，

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配合

南京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

室福建招生组开展相关活

动。

    11月14日下午，南京

大学朱国荣教授一行来到

福鼎一中开展招生宣传活

动，陈良喜副校长代表福

鼎一中到校门口迎接，带

领南大招生组老师参观了

校园。  

    11月16日下午3：30，

朱荣国教授一行来到福清

一中，受到福清一中师生

的欢迎。福清一中是一所

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中

学，朱国荣教授应邀参观

了福清一中革命历史陈列

馆。

    本次活动受到了福鼎

一中和福清一中领导和师

生的热烈欢迎，加强了南

京大学和福建优秀高中之

间的合作，提升了同学们

对南京大学的了解，为未

来南京大学进一步开展招

生活动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浙江 | 南大校友出
征全国高校校友羽

毛球杭州区赛

    11月14日来自全国40所高校的31支队伍

350多名校友齐聚一堂，上演了精彩绝伦的

羽球对决。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羽毛球俱乐

部积极选拔实力、热心校友参加比赛，既有

1955年的前辈学长，又有1993年的新生代。

校友组织活动

南京大学走进
福建中学宣讲
活动顺利举行

11月南京大学河南
校友宝丰行

    11月14、15日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代表们

在王万田会长的组织领导以及李彦召校友的

盛情邀请和精心安排下，走进了享有“中国

汝瓷之乡”、“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

曲艺之乡”、“中国魔术之乡”“中国酒文

化之乡”和“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河

南名县——宝丰。

首届南京大学全球
校友创新创业大赛
上海赛区圆满落幕

    2020年11月28日，首届南京大学“励行

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嘉定新

城总决赛暨颁奖仪式成功举办。本次大赛上

海赛区由南京大学主办，上海市嘉定区产业

促进服务中心和南京大学校友总会提供支持，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和上海嘉定新城发展有

限公司、嘉定创新经济服务中心联合承办，

以项目落地为主要目标，参与和支持嘉定区

的建设。

南京大学商学院
EMBA理事会换届大

会顺利举行

    2020年11月21日，南京大学商学院EMBA

理事会换届大会在西苑会议中心顺利举行。

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秘书长张锁庚、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刘

洪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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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东大师生平传记首发式暨向南京大学图书馆、

无锡市图书馆赠书仪式隆重举行

     11月8日上午，阳光明媚，惠风和畅。《鹤之独行》王木

东大师生平传记首发式暨向南京大学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赠

书仪式在无锡雨田别业云农场隆重举行。活动由南京大学无锡

校友会主办，南京大学校友总会、无锡市文联领导及南大校友

代表40余人应邀出席。

    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名誉会长、传记策划人筍天海发表感

言，介绍了《鹤之独行》王木东大师生平传记组织策划情况，

勉励南大校友学习王木东大师的精神，为母校南大争光添彩。

    作者张爱勤女士讲述了创作过程，并对捐资支持的南大校

友表示敬意和感谢，对王木东大师的子女、南大校友总会以及

身边的挚友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赵国方副秘书长到场祝贺，他受无锡籍

南大校友、原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现东南大学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任利剑委托，对王木东大师生平传记首发式予以祝贺，

并现场宣读了任利剑写的书评。

    首发式结束后，大家在雨田农场用餐。大师虽已驾鹤西去，

但他的杰出成就，他的大师情怀和崇高品格，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他的身上所体现的南大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砥砺着

我们前行。

    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紫砂分会暨南京大学紫砂文化校友会无锡俱乐部

(紫金会)成立仪式，11月22日在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总部暨南京大学(无锡）

校友创新创业基地隆重举行。活动邀请了无锡市人大副主任吴峰枫校友及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葛军等一批紫砂工艺大师和紫砂爱好者校友出席。活动由南

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名誉会长朱建平主持。南京大学紫砂文化校友会常务副会

长姜击波、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刘晓苏会长、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葛宗亮、无锡市人大副主任吴枫峰校友先后发言。成立仪式结束

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葛军作了精彩的紫砂讲座。

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紫
砂分会暨南京大学紫砂
文化校友会无锡俱乐部
(紫金会)成立仪式举行

青岛 | 向上的少年 – 祝贺
「见面吧，少年」第15期线下
活动圆满结束

       11月21日上午，由南京大学青

岛校友会主办的第15期【见面吧，

少年】线下攀岩联谊活动在城阳区

黑龙江中路天泰运动工厂的UP攀岩

场馆顺利开展。来自南京大学、四

川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长春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8

所高校青岛校友会校友参加了本次

活动。

    活动中，攀岩教练为大家讲解

攀岩的基础知识与三点平衡等技巧，

校友们进行了攀岩的初体验，徐涛

师兄在岩壁全程为大家记录精彩瞬

间。通过攀岩，校友们都感受到运

动的魅力，也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极

大的兴趣，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地方新闻播报

       11月22日，小雪，在曙光路73号浙江图书馆120周年馆

庆特色文献展区，由浙图古籍部主任陈谊校友亲自解说，南

大浙江校友享受了一场由《四库全书》、雷峰塔经、明清书

画、珍贵刻印本组成的文化盛宴。

   

浙江校友小聚浙图120年馆庆文
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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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健•科技•商业——大数据时代的
AI赋能”讲座活动成功举办

    11月7日，由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

研究院携手南京大学校友总会主办，南京大学国

际医健校友会和同学会承办，“医健·科技·商

业——大数据时代的AI赋能”讲座活动在南京大

学鼓楼校区知行楼顺利举办。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南京大学校友总

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张锁庚开场致辞。南京大学健

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EMBA

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工商管理教育中心主任

张文红教授，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

院医疗大数据中心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系李武军副教授，南京大学健康医疗

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医疗知识图谱中心首席研究员、

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胡伟副教授，南京

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智能医疗影像中

心首席研究员、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史

颖欢副教授发表主题演讲。南京大学国际医健校

友会会长陈一青和现场近百名企业家校友聆听讲

座，与四位大咖充分交流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前沿

技术和应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商业未来。

行业聚焦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考察、调研广州
校友会工作

    11月25日，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张锁庚

秘书长、唐泽威副秘书长赴广州看望校友，

走访校友企业并调研广州校友会工作。

    张锁庚一行首先来到融捷投资控股集

团，与集团高级副总裁张顺祥校友，就融

捷投资控股集团以及子公司比亚迪的发展

历程进行了深入交流，希望张顺祥校友在

合适时机积极推动南京大学和融捷集团之

间的校企合作。随后，张锁庚一行实地考

察广州地量城乡规划有限公司，与南大地

理系校友杨再贵董事长进行了交流，总会

对地理系校友群体关心母校，热心公益，

积极参与校友工作表示充分肯定。

    在新落成的东山广场广州校友会办公

室，张锁庚与广州校友会代表进行了座谈。

在参会校友共同见证下，戚天辉校友与86

级信息物理张顺祥校友进行了工作交接。

    最后，张锁庚秘书长委托张顺祥和戚

天辉校友专程去看望德高望重的南京大学

54级解聘如校友，向解老带去南京大学母

校和校友总会的崇高敬意和关心。



中恒国信捐资一亿元支持南大医学发展 政企校合作共建南京国际医院

    11月27日，南京大学、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中恒国信企业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共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国际医

院签约仪式暨中恒国信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捐赠南

京大学签约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南京大学党委

书记胡金波出席仪式。南京市建邺区区委常委、区政

府党组成员、建邺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杨波出席仪式并

致辞。     

捐赠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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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醇酒业有限公司向我校捐赠校庆物资

    11月19日，贵州醇酒业有限公司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

式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贵州醇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校

友一行，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校长办公室、发展委

员会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了仪式。

    发展委员会副主任丁智阳主持仪式并介绍了本次捐赠基

本概况。校长办公室主任尹三洪与贵州醇酒业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何涛签署捐赠协议。邹亚军副校长代表学校为贵州醇

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颁发捐赠感谢状。

      11月6日，南京协和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大学杰出校

友黄艳女士向我校捐赠设立“南京大学女教授卓越发展基金”，

助力我校女教授联谊会的可持续发展。签约仪式在我校仙林校

区举行。

    据悉，黄艳校友在事业取得成功之际，多年来一贯热心公

益，把倡导“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当做自己的责任。20年

多来，她先后担任民建省委妇委会副主任、民建南京市委常委、

鼓楼区人大常委、区妇联常委等多项重要兼职。对于女性群体，

她有着敏锐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此次她捐赠设立“南京大学

女教授卓越发展基金”，希望能够进一步支持我校女教授在各

自的领域展示其自信之美、智慧之美及创新之美。据悉，黄艳

校友在10月16日向我校捐赠设立“南京大学黄元富黄艳博爱基

金”，助力化学化工学院事业发展。

黄艳校友再次慷慨捐赠支持我校事业发展



南大人物

7

2020.11.24 化学院1986级胡冠九校友荣
获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
202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11月24日上午，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胡

冠九校友参加了此次的表彰大会。

祝贺！南京大学校友赵长印
出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台长！

2020.11.23

    赵长印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南京大

学天文系，1993年4月进入紫金山天文台，从事

博士后研究，后历任该台天体力学部副主任、

主任，台长助理、天体力学部主任，台长助理、

应用天体力学和空间目标与碎片部主任，副台

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副台长等职。

    1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来紫金山

天文台组织召开主要领导调整宣布会议，分院

分党组书记朱怀诚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国科学院

党组有关任免通知，赵长印同志任紫金山天文

台台长。

   

2020.11.25

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曹德旺回
南大访中美中心

2020“年度影响力人物”榜单揭晓 
科沃斯董事长钱东奇荣膺“年度行业
领军人物”

    11月25日，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河仁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

董事长曹德旺一行赴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美中心）

座谈交流，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中国科学院院

士、校长吕建分别会见了曹德旺一行。

    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党委常委、副校长

邹亚军陪同参加会见交流。曹德旺分别与南大

文科资深教授周晓虹，南海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朱锋以及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中美中心专家

就中美关系和社会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和座谈，

并会见了陈懿、郑有炓、赖永海等福建籍院士、

文科资深教授和师生代表。

    11月27日，由《中国新闻周刊》主办的

2020“年度影响力人物”荣誉盛典在北京举行。

科沃斯集团董事长钱东奇荣膺“年度行业领军

人物”，评审委员会高度肯定了其开拓性精神、

创新性思维、前瞻性布局，及其对中国家庭服

务机器人行业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在钱东奇的

带领下，科沃斯机器人凭借优质、创新的产品

推动中国家庭服务机器人行业走在了世界智能

化发展的前沿。

20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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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活动预告

认证及访问数据

43669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369人

本月新增认证

66377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独立访客数（UV）

4867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u 已入驻组织：75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7个

  (3) 地方校友会：55个     

  (4)兴趣校友组织：3个

  (5) 专业校友会：5个

  (6) 院系校友会：4个

u 组织热度榜：

   NO.1  金陵学院：20856

 NO.2  校友总会：18400

 NO.3  化学化工学院：

6681

推荐功能

u 多 条 学 籍 合 并
功能

前往“个人中心-学

籍信息-新增学籍”，

申请新增多个阶段

的学籍信息，审核

通过即可合并。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邀请函 | 南京大学商学院MBA2000
级、2010级校友返校

    

2021.1.16-17

2020.12.5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院十周年 

校友活动2005级城市规划本科毕业十周年 成长

分享，欢迎各位师长、学弟学妹参加！

活动预告 |“二〇二一我们在一起”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年会

2020.12.19-20

l 计算机系86级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1月26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8

l 化学06级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1月8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50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活动预
告|十载分别历千帆 零五归来仍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