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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友总会】
祝全球校友：身
体健康！双节快
乐！阖家欢乐！
笑口常开！

我校三千师生用“快闪”向祖国深情告白
央视《新闻联播》等聚焦关注

【环境】恭祝南
京大学环境校友
双节快乐！阖家
幸福！

10月2日， 我校三千师生和各行各业的杰出人士相约仙林校区，
高燃“快闪”，以一曲《我的祖国》深情告白，祝福伟大祖国蒸蒸日
上、繁荣富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之际，我校师生和各界
爱国人士共同唱响爱国旋律，展现爱国赤子情。
本次“快闪”活动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0月5日，中央电视

【苏州】南京大
学苏州校友会祝
校友们双节快乐、
阖家幸福

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此次“快闪”活动的新闻报道。此次活动
由我校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策划并制作完成。

省委书记娄勤俭视察南京大学苏州校区： 推进四
个融合、让苏州成为南大续写辉煌的重要基地

【福建】南大福
建校友会祝校友
们中秋快乐！阖
家团圆

【管理精英学友
会去】祝校友中
秋国庆双节快乐！

10月10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赴南京大学苏州校区项目部建
设现场进行考察调研。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许昆林，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郭元强，市长李亚平，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 、校长
吕建陪同考察。

【EDP企业家联合
会】祝全体会员
双节快乐！阖家
欢乐！

百年哲学
百年风华 惟真是求 南京大
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大会隆重
举行

哲学系系庆专题 | 系领导拜访中大哲学系1945
级系友
10月12日，系党委书记周爱群、系副主任李跃华带领在
金秋金陵升紫氤，百年
南哲迎盛典。10月18日，南京

校学生代表刘雨轩、刘骁奔拜访中央大学哲学系1945级系友
黄隆燊。

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大会在仙
林校区举行。千余名师生系友、
来自兄弟高校哲学院系所的嘉
宾以及长期关心支持南京大学
哲学系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欢
聚一堂，抚今追昔、共襄未来。

笔底墨端含意蕴，字里行间见精神 | 哲学系百
年系庆书画展顺利开展
10月10日至10月20日，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师生书
画展拉开帷幕。副校长陆延青出席并致辞。本次师生书画展
首次展出了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南京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
兼第一副校长孙叔平先生的书法作品。哲学系77级系友、中
央国家机关书法协会副主席周文彰先生，哲学系79级系友、

秋风唤雁庆盛会，曲音绕
梁赠百年 | 哲学系举行百
年系庆戏曲晚会
10月18日晚，由南京大学

中书协会员刘文平先生等众多书法名家的作品也在展中。哲
学系72级本科系友王忠本不仅自己积极捐献墨宝，还动员了
南京大学72级化院校友、著名书画家巩作义先生为哲学系百
年系庆挥墨。

哲学系主办的“南京大学哲学
系百年系庆戏曲晚会”在恩玲
剧场举行。精彩纷呈的节目为
哲学系百年华诞送上真挚祝福，
五百余名观众到场观看演出。
本次晚会共包括扬剧、昆曲、
锡剧、黄梅戏、越剧、京剧六
类剧种，选取了《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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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系举行刘伯明塑像揭幕暨系史馆开馆仪式
10月18日，南京大学哲学系百年系庆活动之刘伯明塑像

《西厢记》《智取威虎山》等

揭幕暨系史馆开馆仪式在哲学系举行。为了纪念创系主任刘

多出经典曲目中的经典唱段，

伯明先生的不朽功勋，哲学系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雕

还间杂有二胡表演和粤语歌曲

塑院院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为山先生创作了刘伯明先

演唱。诸多名家亲临现场带来

生的塑像。同时，系史馆也于近日落成，纪念并展示从刘伯

精彩表演。

明先生开始的南哲成长历史。

百年化院
南京大学化学百年“校友-教工羽毛球友谊赛”成功举办
10月11日，为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周年，深化师生校
友感情，化学化工学院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方肇周体育馆成功举办了
“校友-教工羽毛球友谊赛”。比赛吸引了校友、在职教职工、退休老
师等52名运动员参加，12名在校生组成的裁判组保障了比赛的顺利进
行。
比赛给大家提供了交流心得、分享经验的平台，校友们希望南京大学
化学学科在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的道路上披荆斩棘，继往开来。

“百年院庆暨双创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业界知名校友
创新创业分享沙龙顺利举行
为庆祝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一百周年，助力学院新时期高
层次、全方位人才培养，2020年10月24日下午，化学化工学院研
究生会联合学生会举办了“百年院庆暨双创嘉年华系列活动”之
业界知名校友创新创业分享沙龙。

百年芳华结硕果，励学奋进续辉煌 南京大学化学学科迎来
百岁华诞

南京大学“化学百
年”学科发展论坛
在南大举行

金秋金桂飘紫芳，百
化学学科成立
100周年大会

年南化铸辉煌。10月24日，
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立100
周年发展大会在仙林校区举

吕建校长致辞

校友蒋华良院
士致辞

行。两千余名师生院友以及

10月24日，正值

来自相关研究机构和兄弟高

南京大学化学学科创

校的嘉宾等欢聚一堂，共叙

立100周年，群贤毕至、

融融情谊，共话辉煌成就，

专家云集之际，南京

共谋未来发展。大会颁发了

大学“化学百年”学

南京大学化学学科终身成就

科发展论坛在我校举

奖，启动了新百年发展基金，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并发布了《美国化学文摘社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科学文献典藏：南京大学》。

分享学科建设经验，

会场内，千言万语化作掌声

共同探索新时代化学

如潮，珍贵的瞬间定格成永

学科发展的新理念、

恒。

新战略、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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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纪事

校友捐赠庆贺哲学系百年华诞

祝贺！南京大学高济宇戴安邦人才发展基金设立

9月30日，南京大学哲学系100周年系庆校友捐赠签约仪
式在仙林校区举行。南京金光紫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

10月23日，南京大学高济宇

裁余波校友、利昌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一峰校友捐

-戴安邦人才发展基金捐赠设立

赠善款用于哲学系的人才培养、教学科研和基本建设。

仪式在南大仙林校区举行。该基
金由南京大学、江苏嘉逸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乐群校友、
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傅和亮校友、南京药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民民校友、

祝贺！“南京大学黄元富黄艳博爱基金”设立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发
起成立。

10月16日，南京协和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大学
杰出校友黄艳向我院捐赠设立“南京大学黄元富黄艳博爱基
金”，助力化学院事业发展。签约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
举行。黄艳女士是化学化工学院81级校友，她富有创业精神，
一手创办了南京协和化学有限公司。她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
业、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关心母校的事业发展，先后获得全
国、省、市多项荣誉称号。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81
级校友捐赠庆贺化学学科
创立一百周年华诞
10月24日，南京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81级校友向母校捐赠仪
式在仙林校区举行。天合光能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校友、

78级朱建霞校友慷慨捐赠支持化学院院事业发展

广州同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郑庆泉校友及化学化工学院50

10月23日，朱建霞校友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式在我

多位81级校友，南京大学党委常

校仙林校区举行。深圳市诗碧曼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建

委、副校长邹亚军，以及发展委

霞，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化学化工学院王

员会、海教体党委、常州高新技

伟副院长、王少仲教授等参加了仪式。仪式由校教育发展

术研究院负责同志和教师代表等

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主持。

参加了仪式。仪式由化学化工学
院党委书记朱成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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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送新

“何其有幸，津生有你”南京大学
2020级天津籍新生见面会成功举行
10月8日，由天津招生组和天津校友会联

校友组织活动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
会议暨首届南大“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
创业大赛苏州赛区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合举办的2020级天津籍新生见面会在南大国际

10月11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第三届理事会第

会议中心诚朴厅举行。参加本次见面会的有天

四次会议暨首届南大“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

津校友会顾建辉学长，天津招生组组长、现代

大赛苏州赛区颁奖典礼在高新区成功举办。

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曲继强老师，双创办副主任
周剑峰老师，本科招办郭亚敏老师，现代工学
院芦红教授，匡院胡晶磊副教授，政管院毛维
准副教授，现代工学院李烨婧老师，以及来自
不同学院的天津籍学长和2020级天津籍新生。
见面会由外国语学院19级刘存钰同学主持。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 | 第一届
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
赛北方赛区决赛圆满收官
10月18日，第一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
友创新创业大赛北方分赛区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北京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 | 南大菁英
鹏城敦行
10月18日上午9点半，2020年南京大学深

成功举办。南京大学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工作办公
室主任高新房、南京市鼓楼区科技局副局长丁竹、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吴端及理事会成

圳校友会迎新活动在深圳校友会的精心筹备下

员、校友代表、参赛项目代表和投资机构等100余

于车公庙金茂万豪酒店3楼宴会厅正式举行。近

位代表参与本次活动。

100名今年刚入职深圳地区的校友和近30名在深
工作多年的校友齐聚一堂，共叙母校情同窗情。

重阳初见，南锡迎新——南京大学无
锡校友会2020迎新校友活动圆满举办
10月25日， “重阳初见，南锡迎新“迎

“羊”帆启航 粤创精彩 —— 南京大学
首届全球校友双创大赛粤港澳赛区广州站
成功举办
10月25日，第一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
友创新创业大赛粤港澳赛区广州站在广州市广东大

接2020届新校友活动在惠山国家森林公园、惠

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南京大学主办，南京大学

山古镇拉开了序幕。活动由南京大学无锡校友

广州校友会、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南京大学珠

会主办，南京大学无锡青年校友会承办。此次

海校友会、南京大学东莞校友会、南京大学惠州校

活动结合重阳敬老和迎新主题，吸引了新老校

友会、南京大学佛山校友会、南京大学澳门校友会、

友五十余人参加。

香港南京大学校友会共同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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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南大福建校友会

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10月份活动

国庆中秋双节活动
南大福建校友会在双节期间组织了
一些列活动：派专人看望老校友。组织
品尝家乡月饼、举行乒乒球联谊活动、
80分扑克牌聚会、羽毛球联谊活动等。

10月份由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
倡导成立的“江苏好大学联盟龙舟队”
组织了两次划龙舟训练活动。

惠州校友会
赞助革命老区红军烈士归故里活动
10月10日，在长征出发纪念日，洋

校友经济大展活力
校友精英荟聚未来

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
网行业校友会溧水行

溪村隆重的举办“洋溪出忠烈，英魂归故
里——洋溪村烈士回家主题活动”。惠州
校友会林红（85外院）校友、刘国光（94
环境）校友作为代表参加了现场活动，看
望和慰问洋溪的烈士后裔和乡亲们。

10月11日，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
工业互联网行业校友会第四期主题活

南大常州校友会

动“未来汇·荟未来”在溧水举行，

2020年度理事会圆满举行

原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原对外经济

2020年10月16日，南京大学常州校

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教授，南京大学

友会2020年度理事会在市府寓到·优客

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南大智能

工场圆满举行，宋江会长主持会议。

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校友会会长董

法学分会筹备组单奕校友对法学分

晓军，校友会顾问南京工业大学经管

会的筹备情况做了汇报。校友总会副秘

学院周晓琛教授，以及30多名校友会

书长赵国方老师介绍了南大及南大校友

成员在金秋时节体验了一场精彩的别

总会2020年的重点事件。常州校友会副

样感受。

秘书长吴卿对2020年常州校友会的工作
情况作了汇报。 活动期间，各位理事校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
组织校友分享沙龙活动

友在MBA分会会长王震（立方达科技集团
董事长）的引导下参观了立方达科技集
团的总部。

上海校友会
第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召开

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校友分享沙龙
活动于10月17日在重庆江北嘴南之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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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第

店举行，约30名校友参加了本次活动。

三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于临港顺利召开。

本期主题为“关于民间借贷，那些你该

45名理事齐聚一堂，就2020年校友会工

知道的事儿”，分享嘉宾为北京市天同

作情况、经费使用情况及未来校友会的

（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余方伟校友

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006法学本科）。

校友组织活动

【泰州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理事
活动——民法典专题知识讲座
10月23日下午，泰州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在位
于泰州市金融中心5A级写字楼的江苏碧泓律师事务
所举行常务理事活动——民法典专题知识讲座。
活动由泰州市十佳律师、泰州市十佳法律顾问、

南大镇江校友会 | 老校友相聚扬中，喜迎
重阳佳节

江苏碧泓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马世敏校友承办，

10月24日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组织43位老校友

与会校友首先进行了参观。然后，校友们在会议室

及部分家属，一同参观了赵伯先故居和新坝渡江战

通过线上观看了由全球精品律所联盟(EGLA)主办的

役纪念馆。

“海南自贸港法治与创新国际高峰论坛暨全球精品

中午在古色古香的朝阳湖生态酒店用餐，下午

律所联盟(EGLA)第十八次合伙人大会”。最后，马

游玩了扬中园博园，老校友们纷纷留影。本次活动

世敏校友给与会校友进行一场关于“民法典”专题

由校友会副会长郦文军和校友会顾问沈炳彪带队，

讲解。

副秘书长邵群陪同服务、拍摄。中旅副总经理张育
斌校友亲自带团讲解，细致周到。整个游玩活动在
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
再次祝愿我们的老校友们九九重阳岁岁添寿，
越活越精神，越活越年轻！

祝贺｜南大队荣获福建省外大学校友
会联合会第二届80分大赛亚军
10月24日，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联合会第二
届80分大赛在石鼓别苑正式打响。经过6轮激烈的
角逐，南大队在27个参赛学校中荣获团体亚军。其
中张梁栋校友与卞国荣校友一队在70组参赛选手中
杀出重围，荣获个人积分冠军。

哲思宏想 论道榕城 ——福建校友会祝贺
南大哲学系百年大庆
10月31日，南京大学童星教授应德旺大讲堂的
邀请来到福州市图书馆，为福州大学和福建师范大

南京大学广西校友2020年迎新联谊活
动在邕举行
10月30日，南京大学广西校友2020年联谊迎新
活动在广西首府南宁举行。90余校友参加活动。首
先是理事会副秘书长毛悦代表理事会对2019-2020
年广西校友会的工作情况做总结。接着由中信证券
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刘渝扬校友，为在座校友们带来
一堂精彩的金融知识及投资理财科普讲座。最后由
理事会秘书长凌忠新主持晚宴。

学等高校师生以及市民作了以“民生概念的演进和
发展”为题的讲演。从“民生”概念出发，童星教
授系统梳理了民生理念的发展历程,对民生概念的研
究和发展做了深入剖析。报告结束后，参与讲座的
同学和市民就住有所居的实际措施以及政府在民生
建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等突出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
入的交流。最后，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聘请童星教
授为顾问，由95届哲学系校友王夏州理事向童星教
授发放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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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活动预告

校友风采
我校教授荣获2020
CCF-IEEE CS青年科
学家奖

认证及访问数据

“南大人”
运营月报

已认证校友总数

43300人

9月29日， 中国计
算机学会宣布我校人工智

本月新增认证

能学院俞扬教授获得2020

354人

年“CCF-IEEE CS青年科
学家奖”。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51402次

校友返校活动

独立访客数（UV）

l 历史学院00级校友入学2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0月17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25
l 化学80级校友入学4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0月24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26
l 化学81级校友毕业35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0月24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50

l 大气86级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10月31日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20

科学楼记忆·老照片 | 老故事征集
活动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2518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u

已入驻组织：

推荐功能

5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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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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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热度榜：

NO.1

金陵学院：20302

NO.2

校友总会：17436

NO.3化学化工学院：6664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活动报名 | 秋行徽
杭古道
秋天的徽杭古道层峦叠嶂，
树叶金黄，是华东地区最
南京大学科学楼自1987年投入使用，至
今已有33年，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科研楼，它

佳的山地赏秋之地。
活动时间： 11月7日-8日

见证了一代代南大人的青春与成长。现面向校
友师生启动南京大学科学楼寻根工程第一阶段
工作，即有关科学楼记忆·老照片|老故事征
集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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