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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2020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
动员大会
9月10日，南京大学2020
级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暨军训
动员大会在仙林校区举行。校
党委书记胡金波，中科院院士、

乘风破浪万里航！南大苏州校区正式开工建设

校长吕建，教育部高校党建工

升旗仪式

作联络员、东南大学原副校长
9月8日上午，苏州太湖之滨，来自全国各地的嘉
宾汇聚一堂，共同见证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程启

林萍华出席典礼。典礼由副校
长王志林主持。

动盛事。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副省长马
欣，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教育部部长代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田
福元出席仪式。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
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主持。
胡金波在致辞中开宗明义，阐明了南京大学苏州
校区建设的重大意义、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蓝绍敏
表示，南京大学苏州校区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第一个南大”宏伟蓝图的战略实举，必将成为南
京大学内涵式发展、苏州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马欣表示，名校与名城携手，联合建设南京大学苏州

我校1992级杰出校友、中
国科学院院士樊春海作为校友
代表发言。“如今却忆江南乐，
当时年少春衫薄。”樊春海深
情回顾了28年前初入南大时的
场景。他表示，南大是低调淳
朴的、是敢为人先的、又是功
成而不居的。“诚朴雄伟，励
学敦行”的校训不仅是南京大

快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
启动仪式上，双方进行南大与苏州合作平台揭牌、
南大与苏州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签约，百年名校与创新
名城推进深度合作，携手共赢发展。

胡金波、吕建为书
院院长颁发聘书

学的立校之魂，也是铭刻于我
们每一位南大学子身上的印记。

校区，有利于南京大学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结构，有
利于苏州市提升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也有利于江苏加

樊春海发言

胡金波、吕建为本科生院、
新生学院授牌，新生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子建教授，
本科生院执行院长徐骏教授接
牌。

典礼现场

胡金波书记会见我院杰出校友陈德铭
9月2日下午，胡金波书记在鼓楼校区会见了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
企业协会会长陈德铭。

商学院院长沈坤荣陪同会见。

陈德铭为我校杰出校友，毕业于我校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获得管理学博士
学位，历任商务部部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现任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会长。陈德铭校友一直关注母校的发展，于2018年5月受聘为南京大学特聘教
授，2020年5月受聘为南京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连云港校友会邀请著名书法家肖海明
来连交流合作

南京大学大芝加哥地区校友会执行组换届

9月9日至11日，著名书法家肖海明应邀来
连云港参观考察，就《新丝绸之路》杂志社与

2020年9月9日，南京大学大芝加哥校友会执行组进

南大连云港校友会等联合举办首届中国(连云港)

行了换届仪式。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吕涛校友（现职：

丝路城市美术书法作品展相关事宜进行交流合

印第安那大学医学院教授）出任第八届会长，接替第七

作。

届前会长，地球科学系专业卞南茜校友（现职：HERE
Technologies 高级软件工程师）的领导职责。
过去两年里，在卞南茜前会长的带领下，组织了丰
富多彩的活动。为活跃校友们的生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些活动包括：与山东大学及山东同乡会共同组织了秋
季聚餐活动；新年聚餐，辞旧迎新活动；密室逃脱活动；
520聚餐活动；秋季郊区划船活动；职业发展规划交流会；

第二届“同源杯”南京大学VS东南大学
高尔夫校际对抗赛-泰州华侨城
2020年9月6日至7日第二届“同源杯”南京
大学VS东南大学高尔夫校际对抗赛在泰州华侨
城展开，“同源杯”一个具有意义的赛事。本
次校际对抗赛南京大学校友高尔夫球会夺得冠
军，赛后与东大互赠奖品，表达校友情。经过
本次比赛，南京大学校友高尔夫球会与东南大
学校友高尔夫球会结下深深的友谊，秉着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期待明年更多的校友
参与“同源杯”，再续校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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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育己心理讲座； 2020年520云校庆活动； 线上折纸
猜字谜云聚会等等。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校友
会受到南大校友总会的关心，寄来口罩分发给校友。同
时，也向国内外抗疫献出了爱心和绵薄之力。
交接仪式后，吕涛会长已迅速成功组建了第8届执行
组。 成员包括：会长：吕涛； 常务副会长：曹文怡;
副会长（以下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高洁、石岩、项
妍妍、叶雨佳、张鸣、周明。第八届执行组在成立后的
短短几天内，已组建了南京大学大芝加哥地区校友会长
跑队。在未来的两年里，第八届执行组将在吕涛会长的
领导下，齐心协力，积极奉献，为南京大学大芝加哥地
区校友会的成长再创辉煌！

校友组织活动

葡萄美酒飘香，校友情谊悠长 ——记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2020葡萄酒品鉴
会
2020年9月12日下午，受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委托，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第五届
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2020年9月20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

校友企业大师汇举办了“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2020葡萄

京校友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顺利

酒品鉴会”，二十余名校友齐聚一堂，举杯畅饮，共话芳

召开。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

华。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吴端、马绍
品鉴会伊始，甘礼清师兄开场致辞，校友们依次作自

辉等5位副会长，黄晓燕等7位常务理事，

我介绍，讲述自己与葡萄酒的故事、对葡萄酒的兴趣以及

监事长张方，理事监事等共36人，参加了

来参加品鉴会的初衷。随后，大师汇葡萄酒的创始人亦即

会议。

本次品鉴会的组织者、葡萄酒提供者——南大2001级校友

会上，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

陈璐夫妇通过生动的葡萄酒历史文化、和亲自示范品酒技

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强调了校友

巧，引导校友们慢慢步入葡萄酒的神秘世界。本次品酒会

会组织和联络工作的重要性，肯定了第四

大师汇一共为大家准备了6款不同种类、来自不同庄园、酿

届校友会的工作成绩，同时对新当选的校

自不同葡萄品种的葡萄酒。每款酒在颜色、气味和味道方

友会工作班子提出期望，希望新一届校友

面都别具特色。大家一起通过喝美酒，一边共忆往昔校园

会与母校保持密切联系，加强组织建设和

时光，忆南大“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校训，前辈校友与年

活动安排，充分发挥校友会的纽带作用，

轻校友分享人生阅历与经验。本次品鉴会既让校友们获得

为校友和母校作出更大贡献。

宝贵机会学习葡萄酒知识与文化，也在繁忙工作生活中寻

会议审议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和

到一份美好的感受。正如大师汇“一杯美酒，照亮生活的

财务报告、监事会报告，均获全票通过。

美好”，“带着美酒分享爱”，让深圳南大人相聚一起，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监事成员。吴

分享生活、分享爱。

端校友当选为第五届校友会会长，张方校
友为监事长，陈爱平校友为秘书长。
吴端会长作了发言，他表示校友会就
是为校友服务的。母校的期望，老学长的
嘱托，所有师兄弟姐妹的支持，是校友会
工作的动力和成功的保障。第五届北京校
友会将在母校的关怀和校友总会的指导下，

【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喜迎祖国71华诞
共庆中秋传统佳节

服务在京新老校友，增进校友情感联系，
助力校友事业发展，为母校争光添彩。

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部分校友9月25日晚相聚郑州CBD，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元老张

在国庆又逢中秋月圆之际，共同祝愿伟大祖国大好河山，蒸

青松学长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预祝新

蒸日上繁荣富强，神州共奔富丽康庄!

一届校友会再造新业绩，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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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高校生物医药校友企业家高峰论坛”在宁成功召开！

2020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创新
合作洽谈会（CMP)暨第二届
南京大学校友医疗器械发展
论坛成功举办

九月金秋，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发起、南京市投资促进局主办、南
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承办的“发展校友经济，构建‘蓝鲸’生
态链 ——南京高校生物医药校友企业家高峰论坛”在南京成功召开！
峰会由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副秘书长金银燕主持，来自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中医药大
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和校友企业家，南京
市投资促进局、科技局、江北新区、栖霞高新区、江宁高新区、高淳
区等政府部门及园区负责人共济一堂，共话南京生物医药生态链的建
设和发展。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会长顾凯与南京市投资促进局黄成
文局长分别作峰会致辞。南京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科学院郭子建院
士为大家带来“以高校基础研究奠基南京生命健康生态链构建”的主
题分享； 南京大学校友，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陈
璞院士，为大家带来“Waterloo Start-ups”的主题分享；南京医科
大学博导、江苏省人民医院赵俊院长作“省市协同、校企一体，推动
医药创新与转化”的主题分享。
峰会同时举行了“发展校友经济，构建‘蓝鲸’生态链”、“构
建‘蓝鲸’生态链——政企共话‘海域’建设”，两个圆桌对话主题；
峰会同时举行了“汉口路二十二号生物医药天使基金”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签署仪式，该基金由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南京市溧水
区永阳街道、金雨茂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共同发起，基金规模人
民币2亿元，主投南京大学及各高校校友项目。

本次活动由南京大学生物
医药行业校友会与苏州高新区管
委会及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共同举
办，会议设置了医疗器械发展主
论坛，骨科、植介入、体外诊断、
智慧医疗四个分论坛，并安排了
8个优质项目线下路演，同时还
有22个非路演项目参与活动对接。
因疫情影响，本次活动为今
年少有的线下大型医疗器械专场
论坛，活动总计吸引超过300名
医疗器械领域校友和业内人士参
与，包括创新企业、跨国企业、
医生、投资者、政府招商人员等
等。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从创新
到产业”，演讲嘉宾从不同维度
解读了从创新到产业的路径，为
在疫情下的医疗器械创新企业发
展拓宽了思路，为日益成熟产业
中的耕耘者点明了方向。

9月7日上午，南大连云港校友会到花果山拜见海宁禅寺方
丈昌鉴大师（南京大学96级哲学系宗教专业校友），连云港校
友会会长刘平昌、执行会长刘曙光、EMBA校友原连云港职业技
术学院校长杜长江、市人大代表、中国佛像印研究中心副秘书

南大连云港校友会拜见海宁禅
寺方丈昌鉴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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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连云港市中国画学会副会长、海州区美术家协会主席陈立
新、市盆景协会副会长李明等参加拜见。

开学季新闻播报
9月18日晚，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
化研究中心举行第三十五期证书班暨第十五期硕士班开学典
礼。来自中国、美国、日本等7个国家94名新生、演讲嘉宾

中美中心举行2020年开学典礼

和中心教职工相聚云端，共同庆祝中心又一个新的开始。

“南忘深情，梦展羊城”2020南京
大学广州校友会迎新活动举行
9月19日，在校友们的全力配合、通力协作下，
以“南忘深情，梦展羊城”为主题的2020广州校友会
迎新活动顺利举行。此次迎新除了欢迎2020届毕业的

“启梦南雍，筑梦八闽”南大福建
校友会2020迎新活动圆满举行
9月27日，在各位校友通力协作下，南京大
学福建校友会2020迎新中秋活动顺利举办。
活动伊始，新老校友轮番上台自我介绍。来

新校友到来，同时也希望新老校友在临近中秋国庆双

参加活动的不少新老校友刚好就是结对子的校友。

佳节之际，共同畅谈一番，交流分享。

结对子是南大福建校友会的特色传统。通过将同

活动伊始，戚天辉秘书长上台致辞，为校友们介

一专业的新生、在校生和老校友三方结对的模式，

绍校友会组织架构。此外，以时间线形式为校友们呈

构建新老校友沟通平台。此次正好促成了多对结

现历年校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广州校友企业设立

对子校友线下会面的机会。晚宴后，众校友移步

实习基地、中秋迎新包饺子做月饼、校庆、校友企业

参观南大福建技术转移中心，共同品尝校友会特

寻访、推进广州地区招新等等。

制中秋月饼。校友会还将月饼快递到未参加活动

随后校友们在白纸上绘制属于自己独特标签的鸡

的校友手中，共享中秋喜悦。“福茗会”是张天

尾酒，然后“以酒会友”结交身边的校友们，并让对

福老先生亲自提笔留下来的墨宝品牌，随后，李

方写下自己的姓名、专业、职业等，以轻松自在的方

金萍秘书长向新校友介绍了南大福建校友会的背

式快速结交更多的校友。接下来就三大主题进行交流

景、组织架构以及近年来的工作成果，让新校友

与经验分享， 校友们的分享远不止于此，对于刚毕

对校友会有了初步认识。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业的校友来说，这是一次受益匪浅的来自师兄、师姐

众校友品茶忆青春、推盏话友谊。

的叮嘱，祝愿他们能够有清晰的道路、明确的目标去

这次活动还收到了多位闽籍在校生录制的中

追求自己所想；对已在社会多年、经验颇丰的校友来

秋祝福视频~校友们在现场聆听来自在校生的隔

说，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回顾自身成长历程的机会，并

空中秋祝福。 迎新中秋活动的第二天，在校生

能够以此分享给师弟师妹，也算有所值了。

也组织了20级福建籍新生茶话会，邀请学长学姐

交流分享结束，校友会为各位校友准备了抽奖以

们解忧答惑。大家品尝着福建校友会寄送的中秋

及每人一份酸奶套餐。礼轻情意重，虽然只有短短半

月饼。至此，南大福建校友会2020欢迎新校友系

天的相识与交流，但是这份“缘”算是种下了，期待

列活动圆满划上句号。相聚时间虽短，但这份福

下一次会见！感谢每一位校友的点滴关注及支持！

建情，南大谊的缘分早已种下，期待下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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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庆动态
南京大学化学百年系列 | 师生院友乒乓球赛顺利举行
为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周年并联络师生院友情谊，南京大学化学化工院举办了“百年院庆
师生校友乒乓球赛”。比赛吸引了9支教职工代表队、5支院友代表队和6支学生代表队共66名选手参与。
活动于2020年9月26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方肇周体育馆乒羽馆圆满举行。化学化工学院工会主席成义祥
教授主持了比赛开幕式。院党委书记朱成建教授致开幕辞。比赛采用三人制团体赛形式，先后经历小组循
环赛和淘汰赛。赛后，成义祥教授为8支获奖代表队颁发了奖品。另外，所有参与比赛的选手均获得了校
友总会和化学化工学院提供的纪念品。
作为化学学科建立百年的系列庆祝活动之一，比
赛的成功举办表达了比赛的各位组织者和参与者对化
院的祝福和支持；让众师生院友能够联络感情、切磋
球技、强身健体、共同进步；让众多院友获得了一次
感怀在南大度过的岁月的机会。 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
能勇攀新高，在新的百年中再续辉煌！

南京大学化学百年 | 化院的“全家福”
2020年9月29日，秋高气爽，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全体在校教职工（包含博士后、专职科研以及各类
聘用人员），共430余人，根据序长不序爵的原则，按照年龄前后排列在我院化学楼前拍摄了“全家福”，
为化院百年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中科院院士陈懿、陈洪渊、郭子建老师也参加了此次拍摄。

英国皇家化学会《分析师》出版在线专辑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周年
为了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周年，英国皇家化学学会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的《分析师》（Analyst）杂志（国际
上著名的、1876年创刊的主流分析化学期刊之一）从南京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近年来在该刊发表的论文中精选25篇连同其它专门为庆祝学科
成立100周年的论文一起，于2020年9月22日出版了一期主题为
“Celebrating 100 years of Chemistry at Nanjing University”
的在线专辑（Virtual Issue）。该专辑的客座编辑为我院分析化学学科的朱俊杰教授（Analyst副主编）
和刘震教授（Analytical Methods副主编）。该专辑将继续发表专门为庆祝学科成立100周年的论文，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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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院庆系列预告

2020.10.11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暨第一届南京大学励行
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赛苏州赛区
颁奖典礼

2020.10.25

百年系庆师生书画展｜笔底墨端含
意蕴，字里行间见精神
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迎来百年华诞之际，

南大校友创新创业大赛-广州赛区
比赛即将举行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师生，南京大学不同学科
的老师，与南京大学哲学系有缘的社会各界
朋友，挥墨赐宝，共襄盛举，为南京大学哲

南大首次的创业大赛，广州佛山等城市报

学系百年系庆增添雅致和韵味。

名项目比较多，现组委会研究决定增加广州赛
区比赛，由广州校友会承办。时间为10月25日
星期天全天。24日为深圳赛区比赛。这将是一
次母校和广州校友相聚的好机会。

2020.10.24

【福建校友会】扑克升级大赛重燃战
火 南大战队期待你的加入
为增进各校友会及校友友谊，福建省外大
学校友会联合会体育赛事委员会将于2020年10
月24日在石鼓别苑福建省登山协会举办“福建
省外大学校友会联合会第二届扑克升级（80分）
邀请赛”，目前已有包括南京大学在内的18所
知名高校报名参赛。

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一百周
年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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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动态

2020.09

数据播报

中央批准吴强同志任中共贵
州省委常委

认证及访问数据
已认证校友总数

42946人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本月新增认证

230人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吴强同志，男，侗族，1966年8月出生，湖
南新晃人，1988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9月至

44344次

1988年8月，南京大学大地海洋科学系经济地理

独立访客数（UV）

（城市规划）专业学习；1994年11月加入中国共

3396人

产党，工程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2018年1月
至2020年9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

组织入驻及运营

员；2020年9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吴强同志是
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南大校友朱嘉教授荣获科学
2020.09.25
探索大奖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u

已入驻组织：

52个

推荐功能
u

学籍合并功能

(1) 校友总会：1个

前往“个人中心-学

(2) 院系空间：26个

籍信息-新增学籍”，

(3) 行业校友会：6个

申请新增多个阶段

(4) 地方校友会：12个

的学籍信息，审核

(5) 兴趣校友组织：2个

通过即可合并。

(6) 专业校友会：5个
u

9月25日上午，第二届“科学探索奖”获
奖名单正式揭晓，紫金全兴青年学者朱嘉教授

组织热度榜：

NO.1

金陵学院：19711

NO.2

校友总会：16865

NO.3

化学化工学院：

6561

获得前沿交叉领域的“科学探索奖”。

校友返校活动

朱嘉，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南京大学物理学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
程学硕士、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
长期从事微纳结构在太阳能转换与能源存储的
研究，在基于微纳结构的高效太阳能水处理技

l 地理海洋与科学学院10级校友入学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20.09.12-13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20

术方向作出了开创性工作。目前正带领他的团
队，围绕这一方向深入研究，并推动相关技术
的转化与应用，力图为海水淡化、污水处理和
特殊场景下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一条低成本、
绿色、便利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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