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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南大校友，是共
和国国旗的设计者

    曾联松，浙江瑞安人，1936

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

身）经济系，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

支部书记工作，积极从事地下

工作、投身于革命事业。

    2012年4月10日，为纪念南

大校友曾联松先生为国旗设计

和国家建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一面曾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国

旗被专人护送到南京大学，并

举行专门仪式。如今，这面国

旗仍保存在南大档案馆中，作

为南大110周年校庆的珍贵礼物

永久收藏。

“羲和号” 我国首颗太
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

卫星发射成功

      10月14日18时51分，南京大学

参与研发的我国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

术试验卫星“羲和号”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由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

射升空，并顺利进入平均高度517公

里的太阳同步轨道，标志着我国正式

迈入空间探日时代。 1

      10月13日上午，秋意动人，天高

云阔，南雍风景独好。南京大学2021

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暨升旗仪式在仙

林校区举行。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中

国科学院院士、校长吕建，教育部党

建工作联络员、东南大学原党委常委、

副校长林萍华等出席典礼。典礼由校

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主持。

      参加当天仪式的有：中国科学院院

士、新生学院院长郭子建，人文社会

科学资深教授、行知书院院长赵曙明，

校领导张峻峰、陆延青、王明生、周

济林、陈云松、陈建群、索文斌，以

及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各

院系党政负责人、主管学生工作的副

书记、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副系

主任）、辅导员，相关职能部处负责

人和2021级本科新生。

升旗仪式

校长吕建讲话

新生代表张俊豪、

孙宁婕发言

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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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新闻

      10月14日上午，重阳佳节，惠风和畅，值

陶行知先生诞辰130年之际，陶行知先生雕像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揭幕，同时举行了“陶园”

命名仪式。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

任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江苏省原副省长王

湛，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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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高新区南京大学工作对接会于10月28

日下午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苏州高新区

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毛伟，苏州高新区

党工委副书记、虎丘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陆振华等，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南京大

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苏州校区管委会主

任谈哲敏等出席会议。

      10月17日上午，在走访重庆校友会、推动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校友总会秘书

处党支部全体党员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前往

重庆九曲河湿地公园，寻访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旧址。参加活动的还有重庆校友会前会长彭黎

明、副会长曹大友、秘书长赵文恺、副秘书长

黄华、校友曾春芬。

苏州高新区 南京大学
工作对接会举行

“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

校友总会秘书处党支部寻访中

央大学柏溪分校旧址

陶行知雕像揭幕暨“陶园”
命名仪式在南大举行

      10月20日，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

党支部、校友总会秘书处党支部与共建单位中国

银行鼓楼支行党总支15名党员同志共同前往新华

报业传媒集团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使

命”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同志参观了新华日

报报史馆，重温其创刊80多年来的峥嵘岁月。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

发行的政治机关报，其报史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

别样精彩讲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
学习 吕建校长就数字经济进行讲解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0

月18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

三十四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

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

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要站在统筹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

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

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就

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

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10月30日，南京大学校友一行深入相

城高新区考察调研创新创业环境，并进行

现场交流活动。南京大学发展与校友工作

办公室副主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

张锁庚，苏州市人大原副主任、南京大学

苏州校友会名誉会长谢慧新，苏州市原化

工局副总工程师、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名

誉会长薛为民，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会长

徐炜政，南京大学苏州校友商会会长孙国

香，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刘颖，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监事会主席、

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轮值会长郑宁，国

家特聘专家杜斌，相城区领导张伟、王执

晴、邢鹏等出席活动。

     

校友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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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南京大学四川校友会2021年

会在四川省人才中心举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

部人才工作处彭强处长，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

书长张锁庚，副秘书长唐泽威，南京大学产业

技术研究院总院刘立阳执行院长等地方和母校

相关领导，兄弟院校四川校友会负责人，以及

在川工作的各届校友共100余人欢聚一堂，共

叙南大情谊。1958级校友林建英和1944级校

友的朱俊岐学长作为特邀代表发言，随后南京

大学四川校友会会长钟治晖就近些年四川校友

服务工作做了全面回顾。

蜀道“南”，可以上九天 ——南京
大学四川校友会2021年会圆满召开

“药石杯”第二届南大化院校友师生
乒乓球联谊赛顺利举行

      10月23日，为联络师生及校友情谊，鼓

励全民强身健体，在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我院成功举办了“药石

杯”第二届南大化院校友师生乒乓球联谊赛。

比赛吸引了16支代表队共80名校友、教职工

和各级学生参与。

南大校友相城高新区创新
创业环境考察行

       2021年10月29日，南京大学商学院

EDP企业家联合会在南京金陵马汇国际马

术俱乐部举办了联合会2021金秋会员纳

新推介会及马术体验活动，本次活动旨

在加强联合会与EDP中心各班级班主任、

班委的沟通与联络，推进联合会的纳新

工作。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

EDP中心老师温为焰、曾婉、李沛沛、高

婷，联合会顾永恒、高杰红、黄金龙、

徐佳君等联合成员及EDP中心各班级部分

班委参与了本次活动。

南京大学校领导率队来榕
访问曹德旺先生

      10月29日，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

军率队赴榕访问曹德旺先生，双方就福耀科技

大学建设工作进行热烈而富有成效的沟通和交

流。 

EDP企业家联合会举办2021金秋
会员纳新推介会及马术体验活动



校友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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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校友会金秋相聚

采摘苹果
     10月3日星期日下午1点，在这秋高

气爽的时刻，明州南大同学会广大校友

及家人，前往Afton Orchard 采摘苹果，

共享明州最美好的季节。      

南大紫金会-建党100周年《长
津湖》电影包场活动

     10月9日，南大紫金会娱乐俱乐部特别

组织了一场建党100周年《长津湖》电影

包场活动，南大校友共40余人齐聚影厅。

南通校友羽毛球俱乐部与通富
微电联谊交流纪实

       10月6日，南通校友羽毛球俱乐部与通

富微电的交流联谊赛在骁阳球馆举行。俱

乐部成立五年来已吸引校友90余人参加，

其中活跃成员近30人。

南京大学成都校友到郑州交流

      10月3日，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成都分院主任规划师、南京联络处赵

鹏主任到郑州与河南校友小聚交流。

惠州校友会派代表到访中央苏区
助力乡村振兴

      10月，刘国光代表惠州校友会到访江西

省瑞金市叶坪镇洋溪村，看望乡亲们，协

助处理乡村振兴事务，助力乡村振兴。

      10月10日，第43届芝加哥马拉松赛隆重

举行，约35,000名长跑健参赛，南京大学校

友会跑团的团长周明及校友会董事谈克敏胜

利完赛。

 天津校友足球队VS生态环境局队
友谊赛

      10月16日，天津校友足球队，集结在西

青区凌凌柒足球场。由龚队长带队，共计

15名校友参与，与生态环境局队展开了友

谊赛。

大芝加哥地区校友会

芝波跑马振南大雄威

      10月24日，天津校友会在五大道风景区

组织户外骑行，迎接本年度毕业来津校友，

校友会副秘书长王智、理事宋龙领骑。

天津校友会五大道风景区组织

户外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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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重阳佳节，原南大福建校友会第一副会长、60级地质系史炳奇学长通

过校友会发出邀请，与数位校友共聚。当晚，史炳奇校友与58级地质江永龄、

65级物理林甡、71中文王炳根、73哲学强秋波、73哲学曾毓善校友以及特邀

代表常务副会长薛晖、秘书长李金萍相聚福州用餐，身在泉州的谢文华老会长

以及身在贵州山区科研第一线的我会现任会长姚元根通过电话向老学长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

福建 |重阳相伴岁月情长——南大老校友欢聚佳节共吉祥

校友组织活动

      重阳节前夕的10月10日下午2时许，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在副会长郦文军、

顾问沈炳彪和张声旺的精心策划下，共计组织了三十几位老校友在镇江新区老

年大学活动室内举行“共话重阳，再叙校友情怀”茶话会，同时举办掼蛋友谊

赛。晚上，校友会在饭店设宴四桌招待老校友们，继续交流，杨斌会长和邵群

副秘书长出席晚宴。

镇江 | 南大镇江校友会举办“共话重阳，再叙校友情怀”茶话会

      10月24日上午，大气科学学院党委在D103成功举行“风云十年，归宁重

聚”2007级本科校友毕业十周年返校座谈会，30余名本科毕业生齐聚现场，

大气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潘益农，时任2007级辅导员、现苏州校区管理委员会

综合事务办公室副主任李思佳，大气科学学院副教授胡海波出席了本次座谈

会。

      九九重阳节，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组织老校友们参观天文馆。南大上海老

校友群是国内外唯一的南大老校友社群，南大上海校友会全力支持并提供了全

部经费。天文台老校友杨志根教授向大家介绍天体宇宙之浩瀚及我国航空事业

的发展，又带领老校友们依次参观天文馆的主体建筑以及展区，全程给予讲解。

      10月24日，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来了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们是来自全

省各地的南大经济系81级干部班学员。1981年，通过严格的选拔，共有38名

学员进入南大经济系干部班开展为期三年的学习。40年弹指一挥间，座谈会

上，年逾耄耋的班主任赵德滋老师与学员们共忆追忆求学时光。

      10月19日，2021级天津籍新生见面会在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成功举

行。参加见面会的有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臧文成老师、党委副

书记曲继强老师、芦红教授、李敏老师、李烨婧老师，远道而来的南京大学

天津校友会秘书长孟祥雷学长、副秘书长王智学长，以及来自不同学院的天

津籍学长学姐和2021级天津籍新生。见面会由李烨婧老师主持。

大气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校友毕业十周年返校活动成功举办

上海｜九九重阳节 老校友相聚天文台对话宇宙

南京大学经济系81级干部班举办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

“津”聚南雍 | 南京大学2021级天津籍新生见面会成功举行



校友迎新送新活动

      10月16日，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在南洋长胜酒家举办了迎新活动

暨志愿者表彰大会。校友会轮值会长92级地理专业徐涛师兄致以开幕词，

四位优秀校友嘉宾83级经济系殷爱民、83级地理专业黄超、88级化学

专业刘春凤、00级计算机专业蔡弋戈分别与新人们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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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3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2021年迎新会在苏州甪直古镇举

行，60多位校友欢聚一堂，共话校友情。理事康海慧主持迎新会，会

长徐炜政致欢迎辞，副秘书长宋文燕介绍校友会各分部运作情况，王

洁师姐等参会校友进行自我介绍。谢慧新、薛为民两位名誉会长给新

校友们作寄语。

      10月2日，2021宜兴籍南京大学新生欢送会在宜兴市琰滨紫砂及阳

羡茶书院隆重举行。1965级校友房兰生主持活动，宜兴校友会会长蒋平、

宜兴市副市长兼教育局局长张达志分别发言。宜兴籍南大地理系吴国平

教授、外语系裴黎萍教授专程赶来宜兴参加活动。

2021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迎新暨志愿者表彰大会圆满落幕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举办2021年迎新会

2021宜兴籍南大新生欢送会

中央大学南京大学重庆校友会组织迎新沙龙活动

王志愚校友捐赠南京大学签约仪式

暨南京大学歆·恺基金启动仪式举行

      王志愚校友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求学于

商学院。 本次王志愚校友捐资1000万元设立“南京大学

歆·恺基金”， 其中，500万元支持数学系的建设发展，分

别用于设立奖学金、奖教金、人才引进专项、大师讲座专

项；500万元用于支持符合南京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宗旨的其

他项目，包含但不限于师生国际交流、人才引进与激励、

学生特色培养等方向。

捐赠记事

      10月24日，在重庆市渝中区白象街西泠书房举行了中央大学南京

大学重庆校友会迎新沙龙活，50余名校友参加了本次活动。会长周歆

焱首先致辞，新校友邱渝、郑红云、苏垚、唐黄、秦浛嫣分别上台做

了自我介绍，随后周觅校友（2000级城市与资源学系）做主题分享。

游鲸向海，破浪同行 | 2021届上海校友会迎新活动

      10月31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2021届迎新活动圆满完成。凉爽

金秋，百余名南大校友相聚在一起，迎接温暖、共话未来。李建学和

陈露两位主持人为活动拉开序幕。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邱继良、副秘书长方思越致辞。



南大校友张翔将续任香港大学校长
至2028年

校友组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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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乐群，南京大学77级化学系校友，1982

年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后，进入世界著名企业拜

耳医药美国研究中心从事十多年的新药研发工作，

任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获Bayer科技一等

奖。2005年回国曾担任南京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药物化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2017年受

聘为南京大学校董，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

会顾问。 

  

南大校友黄乐群博士出任上市公司
仟源医药集团董事长

南大人物

百年南数 | 杰出系友——田刚院士

南京大学86级哲学系校友
邢善萍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

      田刚，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

1984年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美国哈

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

院士。田刚院士始终关心母校母系的建设和发展，

担任江苏国家应用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南

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数学系战略咨询委员会

主任，不遗余力地支持母系的学科发展、队伍建

设和人才培养等各项工作。

      张翔，1988届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校

友，光电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Ernest S. Kuh Chaired教授 、机械

工程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

我校王守仁教授荣获2021年度杰
出教学奖

南京大学88级英语系校友
华春莹升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10月15日，第三届教学大师奖、杰出

教学奖和创新创业英才奖颁奖典礼在南昌

大学举行，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等领导

出席颁奖典礼。我校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

授王守仁老师获得2021年度杰出教学奖。

颁奖词中写道：“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是他终身践行的精神信念。他是首届国家

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以卓越学术支撑卓

越教学，站在中外文化的交汇点，着力提

升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积极投入

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外语课程

改革和教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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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47083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283人

月新增认证

39682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本月独立访客数（UV）

2880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u 已入驻组织：78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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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二十周年院庆公

告（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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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时间：2021年11月14日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

业大赛启动

第一阶段：报名，即日起登录“南京大学全球校

友 创 新 创 业 大 赛 ” 网 站

（https://alumnicy.nju.edu.cn/）进行报名。

第二阶段：初赛（2021年11月-2022年4月—

—分赛区根据疫情形式，组织初选、初赛，产生

进入决赛的项目。

第三阶段：决赛（2022年5月）总决赛在南京大

学举办，总决赛期间将举办决赛分组路演赛、冠

军争夺赛、颁奖仪式，并组织创新创业成果展、

创业校友及投融资交流对接等活动。

2021届来杭校友迎新活动

时间：11月13日14:00

地点：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杭州市西湖

区保俶北路36号）

校友企业和誉生物85亿上市

      和誉生物创始人徐耀昌，南京大学78级化学

系校友，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拥

有超过25年的新药研发和管理经验。

李克强总理巡视广交会企业馆
点赞校友企业科沃斯机器人展厅

校友企业先为达完成4.5亿元C轮融资

     先为达创始人、董事长潘海博士，南京大学92

级强化班校友，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林肯分校

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具有20年新药研发经验，是全

球肝脏疾病药物和抗病毒新药研发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