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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现代商业校友会成立大会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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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
之际南京大学校友总
会推出系列活动
南京大学喜迎建校119周年
120周年校庆正式启动
2021年5月20日，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
119周年，在庆祝大会上，《南京大学120周

“青心颂百年，
建功新时代”
——南京大学

年校庆公告（第1号）》正式发布，确定了

2021年“五四”

“诚耀百廿，雄创一流”为校庆主题，120

表彰晚会举行

周年校庆正式启动。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主持

【119校庆】南京大学119周
年校庆，“南大人”快来集
合报到啦！

大会。中科院院士、校长吕建作“新时代 新

5月18日晚，

转型 加快推进一流人才培养新体系建设”主

“青心颂百年，建功

题报告。

新时代”南京大学

202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将迎来120

2021年“五四”表彰

周年华诞。据悉，未来一年，学校将在“诚

晚会在恩玲剧场隆重

耀百廿，雄创一流”的校庆主题下，以“百

举行。中科院院士、

【119校庆】@南京大学，生

廿南大”为主线，在高端论坛、文献出版、

校长吕建，副校长王

日快乐！请给我一个119校庆

文化活动、校友体验、文博展陈、品牌传播、

志林，党委常委、副

专属头像！

美丽校园、捐赠合作和庆典专项等多个领域，

校长王振林，党委常

陆续启动和推进各项校庆活动，全面展现南

委、组织部部长、学

京大学的历史传统、办学成就和精神风貌，

工部部长龚跃等相关

精心打造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和创新性的校

单位负责同志，各院

庆品牌活动，着力搭建社会力量与南大沟通

系党委副书记、团委

联络的情感纽带，共同构筑支持南大办学发

书记、获奖个人和集

展的资源平台，让百廿华诞铭刻记忆、凝聚

体代表及千余名师生

共识、振奋人心、展现风华。

参加晚会。

【119校庆 】 “南大人”意
见建议征集，期待您的参与！

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厦门校友会· 校庆活动

上海校友会以运动的
方式为母校庆生

5月9日，南京大学厦门校友会举行庆祝母校119周年华诞
聚会活动，校友们欢聚一堂，遥祝母校桃李芬芳，更展宏图，
再谱华章。会上举行了为校友会核心成员授牌仪式，86级哲
学系校友做了主题为《探索文旅3.0与超级连接》的公益讲座。

上海校友会于2021年
5月15日，以运动的名义

江西校友会 ·校庆活动

在杨浦区江湾体育中心综

适逢母校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之际，5月15日，南京

合体育馆举办了“彩虹医

大学江西校友会一行二十余人，从江西各地前往宜春市宜丰

生杯”南大上海校友会第

县庙前村，体验红色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关心慰问奋

三届520趣味运动会以及

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南大选调生。

上海前滩足球公园举行第

无锡校友会举办
校庆活动暨联谊会
5月15日，在无锡君来·湖滨饭店湖滨厅，南京大学无锡校
友与来自南京、苏州、常州和美国的南大校友及来自北京、上

三届长三角南大校友足球
冠军杯赛为母校119岁华
诞庆生。

青岛校友会·校庆活动

海、广东等地高校的无锡校友200余人出席了“庆祝南京大学
119周年校庆，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2021年会暨联谊会”。

常州校友会 ·校庆活动
5月15日，常州校友会分别应邀参加了南京大学无锡校
友会举办的“中建杯”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掼蛋比赛和南
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举办的第三届“长三角南大校友冠军杯
赛”，并取得第一名和第四名的好成绩！

连云港校友会 ·校庆活动
5月15日，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纪念建党百年·庆祝南
大119华诞，《为党旗争辉，为母校添彩座谈会暨2020年会》
在江苏海洋大学举行。江苏海洋大学校长宁晓明、连云港市

5月16日，南京大
学青岛校友会庆祝母校
119周年华诞活动在青岛
气象度假村顺利举行，
五十多名校友齐聚一堂，
一起探讨校友间的交流
和发展，共同表达对母
校的思念与祝贺。

惠州校友会·校庆活动

政协副主席方韬、河海大学连云港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
建新、中国矿大连云港校友会执行会长朱华华、南大连云港
校友会领导班子和校友代表近40人出席会议，张思山秘书长
主持了会议。

5月16日，惠州校

天津校友会·探望老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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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在格拉迪酒店隆重聚

5月16日，中央大学天津校友会陆海枫会长、孟祥雷秘书

会庆祝母校南京大学

长、顾丽霞副秘书长于校庆前夕，代表校友会陪同80岁高龄

119周年校庆，同时启

郑如坤老校友夫妇探望98岁高龄的曹天忠老校友夫妇。

动120周年校庆方案。

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南京大学现代商业校友会成立大会圆满举行
5月16日，在南京大学成立119周年之际，南京大学现代商业校友会成立大会
在嘹亮的南京大学校歌声中拉开序幕。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南京大学校
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出席大会。现代商业校友会筹备组组长黄耿、部分在宁校友、
以及来自深圳、广州、上海各地的优秀校友代表等近100人参会。会议由2011届
校友、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音乐广播部龚悦担任主持。

校友紫金会举办跑步接力赛
为庆祝520南大119周年校庆和南大紫金上海跑团成立4周年，弘扬百年南大
“励学敦行”精神，促进南大在沪校友间的交流，激发校友们的运动乐趣，5月16
日上午，南大紫金上海跑团在世纪公园组织了一场5.20km×4跑步接力赛，以团队
接力奔跑的方式来为母校和跑团庆生。

北京校友会召开常务理事会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暨庆
祝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落
实“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5月16日，南京大学

5月16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镇江校友会参
观抗战纪念馆

镇江校友会举行庆祝活动，参
观新四军韦岗抗战纪念馆，向
母校送上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校友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部署下
阶段工作计划。会议由吴端会长主持，
马少辉、章雨旭、吴秋华、徐慨、张

2021.05.20

稷、黎耕、陈爱平等参加会议。

苏州校友会品茗·掼蛋·采枇杷迎校庆

MPA协会、
珠海校友会云
校庆

安 徽 校 友
会·校庆祝福

国际医健校友
会校庆云讲座

值此母校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之
际，南京大学苏州校友携“南二代”一
行70人欢聚东山，品茗、掼蛋、采枇杷，

广州校友会·校庆祝福

广西校友会·校庆祝福

在欢乐声中齐祝母校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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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福建校友会举行系列校庆活动
5月20日晚，在陈旬副会长的带领下，南京大学福
建校友会詹碧卿、王夏州、薛晖等理事、校友、校友
家属及兄弟校友会（西藏、台湾校友会、管理精英学
友会）代表等30余人欢聚一堂，同时开通5个线上微信
群与海内外近800校友，以欣赏观看香道、琴道、书道、
花道、茶道等表演的方式庆祝母校119周年校庆。

环境校友会·科学
楼寻根工程临展
&环境学院校友
毕业照临展
深圳校友会举行徒步活动

赛艇俱乐部在中国赛艇大师赛
（南京站）斩获4金
5月21日，南大赛艇队校友在玄武湖参加第四届

为庆祝母校南京大

南京国际水上运动节暨2021中国赛艇大师赛·南京站，

学119周 年 校 庆 ， 时 值

斩获4金，用优异成绩恭祝母校生日快乐！

520之际 ， 南 京 大 学 深

重庆校友会博物馆行

圳校友会发起了徒步活
动，打卡近两年新建也

5月22日，重庆校友会近30人在南山“1898小

是热搜网红的“宝安滨

住读山店”召开校友大会，增补理事，通报活动方

海文化公园”，领略深

案，并讨论会费标准。同时邀请西南大学历史系赵

圳西部海岸线“滨海+休

国壮教授做重庆抗战文化和历史专题讲座，并组织

闲+文化”内涵，欣赏高

校友参观抗战遗址博物馆。

达128米的“湾区之光”
摩天轮、主题雕塑、观

紫砂校友会·南京大学119周年校

景廊桥等。

庆文人紫砂艺术展暨文化沙龙
湖南校友会校庆活动
为庆祝南京大学119周年校庆，由南京大学紫
砂文化校友会主办、江苏省宜兴紫砂工艺二厂有限
公司支持的，“道器不二：文人紫砂艺术展”，于5
月22日下午在南京东方紫玉紫砂艺术馆盛大举办。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

为了庆祝母校119

及近50位南京大学校友代表欢聚一堂，共襄紫砂文

周年华诞，5月22日下

化艺术盛宴。

午，南京大学湖南校友

河南校友会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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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约15名校友集体
参观了中国共产党长沙

5月22日，为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适

历史馆。校友们在这里

逢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校庆之际，南京大学河南

积极地学习党的历史，

校友会部分校友在王万田会长的组织下，共赴“豫

坚定对党的信仰和忠诚，

风楚韵，红城茶乡”河南省信阳市，走进大别山共

加强培养个人的爱国主

同以踏青、看红、品茶活动庆祝母校119周岁生日。

义情怀。

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MBA联合会·返校聚会
5月22日，“同庆南大119
周年校庆，喜迎MBA2000、

泰州南大校友会组织部
分校友参观校友企业，
以此庆祝母校建校119
周年！

2010级返校”活动圆满举办，

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19周

近两百位校友从五湖四海赶来，

年，泰州校友会组织大约20位校

共赴与母校的约定。

友举行以“服务地方”（三服务：
服务校友、服务母校和服务地方）
为主题的理事活动：参观校友工
作服务的传统企业——江苏苏中

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足球
队十周年庆典纪实

印刷有限公司和校友参与投资和
建设的城市精品工程——泰州体
育公园项目，在传统中回顾历史，

2021年是南京大学北京

在现代中展望未来，现场感受南

校友足球队建队十周年，5月

大人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

22日足球队欢聚一堂，用别开

挥的作用。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
友会、珠海校友会与东南
大学芝加哥校友会等联合
举办云校庆
5月23日，大芝加哥地区南
京大学校友会，芝加哥东南大学
校友会，休斯顿东南大学美南校
友会及中国珠海南京大学校友会
联合举行了云校庆联欢活动。南
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
先生及东南大学副校长黄大卫先
生分别给校友们带来了来自母校
亲切真挚的问候。众多校友以才
艺表演的形式共同庆祝南京大学
及东南大学建校119周年。

生面的球赛，庆祝母校119岁
华诞。

芝加哥校友会南大跑团首
次集体跑马
南京大学119年校庆期间，

东莞南大校友会举办南
大119周年校庆聚会暨
产业升级&空中工厂体
验活动

南大湾区校友-520校庆职
场分享会

5月23日，在甘勇平会长、

正是第十届Chicagoland

钟家良秘书长的组织下，南京

Spring marathon比赛日。5月

大学东莞校友会一行约15人参

23日，近1200名跑者相聚芝加

观了马师兄位于东莞松山湖

哥Schaumburg，参加疫情后

180万平米的松湖智谷产业

第一个线下马拉松。在跑圈享

园——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园

有盛名的超马越野赛老将、芝

5月23日（周日）中午，为

区，也是“工业上楼”全国标

加哥南大校友会副会长、南大

纪念建党100周年及校庆119周

杆园区。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

跑团团长周明的带领下，几位

年，马鞍山南大老校友小聚活动。

东莞智能制造的实力、前瞻性

南大校友安全完成半马。

和广阔前景。

马鞍山老校友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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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校庆活动
南京大学智慧城市校友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5月25日上午，南京大学智慧城市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南京大学校友总
会知行楼顺利召开，同时召开了南京大学智慧城市校友代表大会和第一届
理事会。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周义安、院长吉国华、副院长甄峰，南京大数据集团
董事长许扬汶、南大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公司CEO洪浩等50多名知名校友出
席大会。

扬州校友会举办庆祝母校建校119周年活动
2021年5月29日下午，南京大学扬州校友会及校友会特别顾问单位江
苏恒源喷泉公司，在刚刚落成的恒源喷泉新厂区，共同举办“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活动”。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
率领南京大学发展与校友工作办公室等部门负责同志出席，扬州市有关部
门领导以及南京大学扬州校友会部分校友共计100余人参加活动。

施建军校友做客扬州讲坛畅谈数智经济
2021年5月29日，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19周年，南京大学MBA校友
总会副会长沈岐清邀请施建军教授来扬州访问讲学，施建军以《数智经济
条件下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为题，分享了数字时代给生活、给经济带来
的变化。施建军教授曾任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本次活动有40余名校友参加。

南大管理精英学友会中小企业协会与南京市黄冈商会举办联谊活动
南大管理精英学友会中小企业协会联合南京市黄冈商会于2021年5月
30日在三友湖山庄共同举办联谊活动。出席活动的有江苏省对外友好交流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滕勇、会长助理高澎、执行秘书长袁达海，南大科技园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北辰，邮储银行常府街支行行长齐霁，南京大学商
学院办公室主任陈孝强，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副秘书长赵国方、唐泽
威，以及管理精英学友会奖助学金获得者、商学院EMBA及EDP中心同学
等，百余位校友、嘉宾欢聚一堂，共叙情谊。

重温红色经典 激励奋斗之志 ——南大南通校友会理事会举办中共党史专场讲座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奋进成就
辉煌。5月29日下午，南大南通校友会理事会在会长石明达所在的通富微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中共党史专场讲座会，近15位成员参加本
次活动以此来庆祝母校诞辰119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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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南大人物

南大浙江校友会毅行活动

5月27日，福建省
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闭幕。会
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
事项。决定任命康涛为

5月15日上午，杭州市上城区“行走中的党
课”百队千人毅行活动在杭州第六中学举行。以
徒步的形式倡导健康生活，通过打卡上城区红色
景点，感受上城百年发展之路，献礼建党百年。

80级经济系康涛
校友被任命为福
建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康涛，1980年 09
月至1984年07月，南京
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专
业学习。

浙江校友会组织近8位校友积极参与此次活动。

EDP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2021第一次
会长办公会圆满召开

于全，无线通信专
家。1965年9月7日生于
江西省九江市。1986年
毕业于南京大学信息物
理系。2009年当选为中

2021年5月18日下午，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
业家联合会会长办公会于金元宝大酒店五楼缘江厅
召开，参会人员有：南京大学商学院王全胜副院长，
吴宜真主任，高婷老师，联合会江楠，卞开勤，仇
天宝，顾永恒，宁孜勤，高杰红，徐佳君，陈建，

86届信息物理系
校友于全：27岁
名震法国,他放弃
高薪回国当兵,刷
新中国工程院最
年轻院士记录

国工程院院士。任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
学院名誉院长，某部第
六十一研究所总工程师、
研究员。

李云仙，陈大金，郝朝坤，严红荣，黄金龙，徐志
荣，江宁，王娴，郭钰等。会议商议第四届理事会
等相关事宜。

5月19日上午，深圳
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助力2021高招，南大青岛校友会陪同

张应杰当选为深圳市中级

母校招生团队走访青岛三地四校

人民法院院长。

2021年5月，南京大学青

张应杰，男，汉族，

岛地区高考招生工作启动，南

1968年4月生，福建福州

大青岛校友会积极参与，协助

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

母校招生团队与青岛地区数所

199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

重点高中建立了密切联系。

南京大学数学系百年系庆
公告（第一号）
2021年10月16日，南大数学系
将举办数学系创立100周年庆典。

法学院87级本科
校友张应杰当选
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

党，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
法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法律硕士学位。现任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
组书记，兼市委政法委副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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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

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历史学

已认证校友总数

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

45803人

学前校长、人文社科资深

月新增认证

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

永远怀念丨著
名历史学家和
教育家章开沅
校友逝世

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南

871人

京大学1946级校友章开

月页面访问量（PV）

沅先生于2021年5月28日

107777次

8时15分在武汉仙逝，享

月独立访客数（UV）

年95岁。

6300人

聚会返校
l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2001届校友毕业
2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3日
类型：秩年返校(110
人）
l 哲学系2007级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15日-16日
类型：秩年返校(15人）

l 数学系2011届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15日-16日
类型：秩年返校(41人）

加入

组织入驻及运营
u

已入驻组织：

77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7个

(3) 地方校友会：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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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商学院MBA2000级、
2010级校友毕业20周
年、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22日
类型：秩年返校(240人）
l 信息管理学院2001级校
友入学2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22日-23日
类型：校友聚会（60人）

l 信息管理学院1991级校友入学30周年返校
聚会
时间：5月21日-23日
类型：秩年返校(16人）

l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级校友入学20周
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29日-30日
类型：秩年返校（1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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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南大人”

l 物理学院2011届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5月15日-16日
类型：秩年返校(65人）

l 商学院97级经济专业校友毕业20周年返校
聚会
时间：5月22日
类型：秩年返校(12人）

“南大人”
运营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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