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2021年第1期
总第21期

校友工作简报
• 南京大学2020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成功举办
• 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赴光福镇调研
• 南大紫金会2021年年会暨首届“紫金奖”投研精英颁奖典礼成功举办
• 杰出校友吴健雄院士荣登美国永久邮票
•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祝海内外校友春节快乐！
• 新年好活动，当春乃发生 | 记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2021新春滨海行

吕建致辞

南京大学2020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南京大学校
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成功举办
1月10日，我校2020年度校友工作会议暨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三
次会议在仙林校区召开。校长、校友总会会长吕建出席会议。校党委副书

杨忠宣读颁奖决定

记薛海林主持会议。有31个校友组织的代表线上参会。
吕建从模式探索、机制改革、绩效提升等方面介绍了学校“双一流”
建设的推进情况。他表示，南京大学的事业是母校与校友共同的事业，南
京大学的未来是母校与校友共同的未来，广大校友是南大事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过去一年取得的喜人成绩和重大进展凝结着全校师生员工的辛勤付
出和智慧力量，凝聚着广大校友及社会各界的热忱关心和大力支持。

薛海林主持会议

会上，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宣读了《南京大学关于颁发“抗疫工作
先进校友组织和校友个人”“脱贫攻坚先进校友组织和校友个人”奖项的
决定》。吕建，校友总会常务理事陶炜、张志宏、杨雷、陆朝阳为到场获
奖校友组织和校友代表颁奖。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作2020年度校友工作报告及总结讲话。
校长助理、苏州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索文斌以《太湖

颁奖现场

明珠——南大苏州》为题，汇报了苏州校区建设情况。
南京海外校友创新服务中心秘书长沈萌萌、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邱继良、
环境校友会副秘书长李良围绕海外校友创新服务、校友管理平台构建、南
京大学“科学楼寻根工程”等方面分享校友工作经验，并表示将深入与南
大沟通合作，共创共建、共担共为，助力母校发展。

邹亚军报告

校友组织活动

南通校友会参加江海英才高校校友联盟活动

2021年1月3日，在启东市米歌酒庄宽敞的会议
室内，来自26所985、211、双一流高校的南通校友
会负责人和秘书长50多人，齐聚一起，互相交流，
谋划新年如何更好地整合校友资源，发挥人才优势，
寻求合作先机，为南通勇当全省“两争一前列”排
头兵，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而献计献策。
本次活动是由南通江海英才高校校友联盟主办、
南师大南通校友会承办的新年座谈会。南京大学南
通校友会副会长黄鹤群、副秘书长丁玉梅、吴信华
等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南大EDP联合会禅行社携手征7鹰
之队香泉湖观音古寺禅修活动报道

2021年元旦第一天，南大商学院
EDP禅行社携手征7鹰之队开启了香泉
湖禅修活动。“香泉湖观音古寺的禅修
活动”是南大征赛队员走戈壁之前的一
项必修课，也是征1队员回来之后共同
发起的一向意义深远的定期活动，其目
的在于让每一个人学会与自己相处，与
他人相处，与世界相处。在参观完观音
寺和观音山后又环湖行跑。最后大家一
起认真听大师讲解佛家经典，每个人都
觉得受益匪浅。

心怀母校，情牵绿茵——上海校友会足球
俱乐部2020年会

完美收官｜2020南京大学
MBA篮球总决赛

2021年1月9日，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足球俱乐
部年会如期举行，校友们先是在和煦的阳光的照耀
下，体验了一把江边的真草场，检验了一年的训练
成果。紧接着晚上又举行了颁奖典礼，此次共安排
了15个奖项。回顾2020年上海足球俱乐部共举办
36场比赛，足迹遍布上海4个球场。开春后，2021
赛季我们再见！

2021年1月10日18点半，2020
南京大学MBA篮球总决赛于南京奥体
拉开了帷幕。MBA中心李晶主任、黄
荣华老师、朱梅老师、ＭＢＡ联合会
李志强主席、马雷副主席到场为决赛
队伍们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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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南京大学商学院校友科创投协会：
医疗健康企业专场路演顺利举行
1月21日，南京大学商学院校友科
技创投协会主办的医疗健康企业专场路
演活动在建邺区金鱼嘴基金大厦举行。

南大紫金会2021年年会暨首届
“紫金奖”投研精英颁奖典礼
成功举办

校友科技创投协会秘书长殷俊以
《掘金全面提速的创新医疗器械切换升
级》为主题进行分享。路演后现场三家
基金机构及南京金鱼嘴金融科技产业加
速器创业导师团队分别对本次路演项目
进行点评、提问与指导。

2021年1月17日，南京大学校
友紫金会2021年年会暨首届“紫
金奖”投研精英颁奖典礼在上海
金陵紫金山大酒店顺利召开。母
校领导和老师、各界校友齐聚一
堂，会议全程视频直播，广大校
友共同见证这一盛会。
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校
长助理索文斌、校友总会秘书长
张锁庚、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
长刘立阳、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唐

2021南京大学河南校友会举行
迎新春座谈会
鉴于新冠疫情防控要求，1月31日中
午河南校友会9名校友在郑州进行小范围的
2021喜迎新春座谈活动。
座谈开始，王万田会长组织大家针对
河南校友会工作，对极不平凡的2020年进
行回顾总结，并对充满希望的2021年进行
规划展望；谷晶中副会长（秘书长）就拟
建几个市区分会和俱乐部事宜谈了相关意
见和要求，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和积极
响应；座谈中，所有出席活动的校友都结
合自身情况进行积极发言。

泽威等校领导，紫金会名誉会长
朱江声、袁国良、陈海平，紫金
会会长邱冠华、执行会长赵磊剑、
秘书长张磊，以及陈星德、叶展、
张云逸、蒋加平等紫金会理事出
席本次年会。
会议主要议程包括校领导及
紫金会致辞、校长助理索文斌介
绍苏州校区建设情况、执行会长
赵磊剑汇报紫金会2020年工作情
况、紫金会俱乐部揭牌仪式、首
届“紫金奖”颁奖典礼、第三届
紫金论坛等，会后校友齐聚新春
晚宴，畅叙母校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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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圆梦 我们在行动”
2021年南京大学EDP企业家
联合会&新疆特克斯县高级
中学助学金发放仪式报道
南京大学校友成功举办“云上讲座之新冠专题"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与南京大学大纽约地区
校友会、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三方联合，于2021年1月30
日组织了"新冠专题云上讲座“。
2021年1月3日，新疆伊

讲座特邀了南京大学医学院公共健康医学中心教授吴

犁特克斯县高级中学的52名

稚伟、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病科主任医师金嘉琳、

贫困学生得到来自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介入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袁丽

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热

华三位专家，结合其在相关专业领域的见解和建树，从专

心会员们的再次资助与关爱。

业的角度分别做了讲座，并给予校友们专业的解答，回答
了大家最密切关切的三大话题。

著名化学家程镕时院士去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化学家、化学教育家，南京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镕时先生因病于2021年
2月7日19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程镕时院士，江苏宜兴人，1927年10月出生。1949年本
科毕业于金陵大学化学系，1952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
研究部，1952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1952年12月随所迁并至长春，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63年任副研究员，1982年任研究员。
1983年调任南京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5年起兼任华南理工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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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动态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祝
海内外校友春节快乐！
杰出校友吴健雄院士
荣登美国永久邮票
云端同贺新春：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
学校友会积极协办科工专春节晚会

2021年2月11日是中国农历除夕，也是
联合国的国际妇女和女童科学日。美国邮政
署（USPS）发行一枚纪念著名物理学家吴
健雄校友的永久邮票。邮票由Ethel Kessler
设计，原画作者为华裔艺术家Kam Mak。吴
健雄校友被称为“东方居里夫人”，在β-衰
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

新年好活动，当春乃发生 | 记南京大学
福建校友会2021新春滨海行

美国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及专业人士协会
（科工专， ACSE）携手芝加哥各大学校友会

2021年2月15日，在福州南京大学福建校

和众华人团体在2021年2月13日晚为海内外华

友会组织了新年第一次旅程——新春滨海新

人献上一场充满激情和希望的云端新春晚会，

城行。此行由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

让大家感受到了中国春节欢乐祥瑞的气氛。

公司总规划师陈亮副会长及规划二所所长魏樊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作为主要协
办单位之一，由会长吕涛博士携项妍妍，叶雨

理事具体策划安排，前往福州长乐滨海新城考
察。

佳，及周明副会长代表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

福建校友会滨海行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滨

校友会理事会及全体校友通过视频给大家送上

海新城的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商务印书馆创

新年祝福。江苏同乡，美国音乐教师协会会员

办于1897年，与北京大学共誉为“中国近代

徐红英女士代表南京大学校友会为晚会献上了

文化的双子星”。第二站是布展面积共2400

一曲精彩优美的女声独唱节目《祈祷》。此外，

平方米，按4A级景区标准打造的福州新晋网

理事会为晚会制作了关于南京大学及大芝加哥

红打卡地——位于福州“数字中国”会展中

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的介绍图片。此次晚会持

心一层的滨海新城规划展示馆。

续两个半小时，节目丰富精彩，令大家一饱眼

在参观完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与滨海新城

福，为百忙中的华裔同胞们带来了牛年的祝福

规划展示馆之后，校友会一行还游览了东湖数

和无比的喜悦！

字小镇，乘坐游艇游大东湖、远望东湖湿地公
园以及探访长乐梅花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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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新春活动
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向海州
区基层社区捐赠五万个口罩

紫金会月度讲座之六十六：

2月4日上午9时，连云港市慈善总会、连云港市海

陈蔚丰校友：医药行业研
究投资的经验教训

州区人民政府在新东街道外仓社区广场举行“南大连云
港校友会‘抗疫有我，传承大爱’慈善捐赠抗疫物资活
动”，海州区副区长于卉，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刘娟，南
大连云港校友会会长、江苏海洋大学教授刘平昌，区慈
善总会会长颜景华，连云港校友会副会长、秘书长、市
公安局政治部老干部处处长张思山，连云港校友会副会
长、执行会长、江苏港沃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曙光以
及南大连云港校友代表、社区代表等约50人参加捐赠
仪式。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商学院联谊会
2021年第一次工作会议顺利举行
2021年2月6日下午，在这凛冬将去、春山在望之
际，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商学院联谊会在会长单位中亿
丰大厦举办了联谊会2021年第一次工作会。会长宫长义、
副会长姚介元、副会长钮达人、秘书长李季芳、副秘书
长侯军等商学院校友参加了本次会议。

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
宁德分会牛年新春第一聚

2021年2月27日下午，
南大紫金会第六十六场月
度讲座成功举办。南大紫
金会特邀拥有多年优异投
资业绩的浦银安盛基金经
理陈蔚丰校友，结合其多
年医药行业研究投资经验，
为大家解析过往十多年来
医药行业研究投资的经验
教训。本次讲座在紫金山
大酒店现场举行，吸引众
多校友参加，大家济济一
堂、充分交流、收获满满。

牛年新春读书会
相聚德旺图书馆

2月20曰晚上，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宁德分会的
校友们在万达嘉华酒店欢聚一堂，参加聚会的校友有
分会会长陈奇瑞、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康强等宁德
校友以及福建校友会秘书长李金萍、老校友及宁德时
代和宁德新能源的新校友们。

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乡村振
兴小型高端座谈会应时举行
2月24日下午4点，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闻风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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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下午，由德旺
图书馆、南京大学福建校
友会共同举办的牛年新春
读书会活动在福州市图书
馆四楼多媒体鉴赏室如约
举行。南京大学中文系校

踩准节奏，在校友会办公室召开了小型高端乡村振兴专

友，现任福建师范大学外

题座谈会，参会人员由校友会领导根据平时对校友们的

国语学院院长葛桂录教授

了解点将六人，另五人在大群中接龙自愿报名，多数参

带来了“人，究竟有多大

会人员来自乡村，限定每人发言5~10分钟。座谈会进

能耐？——重读《老人与

行了两个半小时，大家发言踊跃，各显特色专长。

海》”精彩讲座。

苏州动态

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赴光福镇调研

走进校友企业——中亿丰罗
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月27日下午，南京大学苏
州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颖、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商学院联谊
会姚介元副会长、钮达人副会长、
李季芳秘书长等一行40余人参观
了商学院联谊会会长单位——中

2月22日下午，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校友总会

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秘书长张锁庚、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名誉会长谢慧新、

并就建筑和铝型材行业企业上市

薛为民、会长徐炜政、商会会长孙国香、秘书长刘颖

路径、发展方向以及智能化改造、

等一行赴光福镇调研，实地走访香雪海景区、向红绣

数字化建设等领域内容与企业高

府、陆小琴核雕艺术馆等。光福镇领导陆胜兰、樊建

层展开了充分讨论交流。

明等陪同。

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张家港分会成立
2月28日下午，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张家港分会
成立。南京大学苏州校友会名誉会长薛为民，会长徐
炜政，南京大学80级校友黄雪元，副会长兼秘书长刘
颖，副会长、商学院校友联谊会副会长姚介元等人出
席成立仪式。

指尖国粹进南大！锦绣中华
苏绣艺术展开幕
1月15日上午，由南京大学
联合苏州高新区管委会重磅打造
的年度大展 ——“锦绣中华苏
绣艺术展暨苏绣走进南大”活动
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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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动态

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2021.2

已认证校友总数

44355人

“南大人”
运营月报

两月新增认证

351人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89524次

中央候补委员张敬华任江苏省委副
书记

独立访客数（UV）

11401人

据新华日报2月19日消息，中共中央
批准：张敬华同志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不
再担任南京市委书记职务。张敬华，1981

组织入驻及运营

年09月至1985年08月，在南京大学经济
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母校动态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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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

活动预告
2021.10.23

我校获南京市“2020年创新名城
突出贡献奖先进集体”
1月4日，南京召开创新名城建设推进
大会。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委书记张敬
华，江苏省副省长马秋林，南京市市长韩立
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市政协主席刘
以安，市委副书记沈文祖出席大会。在本次
大会中，市委市政府公布并表彰了2020年

南京大学地质学
学科创立一百周
年庆典公告
2021.10.30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百年院庆公告

度创新名城建设突出贡献奖获奖先进集体，
全市评选创新名城先进集体48个。南京大
学荣获“2020年创新名城突出贡献奖先进
集体”，马秋林副省长为先进集体颁奖，陆
延青副校长代表南京大学上台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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