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2021年第4期
总第24期

校友工作简报
• 我校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彰大会
• 南大校友陆元九被授予“七一勋章”
• 南京大学举行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 南京大学地质系校友、著名水文地质学家薛禹群院士逝世
• 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 安徽校友会举办“听党课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活动

南京大学举行2021届本科生毕
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我校举行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表彰大会

南大校友陆元九被
授予“七一勋章”

六月芳华，南雍骊歌。6月20日，南

6月28日，南京大学庆祝

6月29日上午，“七一勋

京大学举行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表彰

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

位授予仪式，为今年毕业的3000余位本

大会在仙林校区隆重举行。

隆重举行。包括南大校友陆

科生送行。校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并寄语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

元九（原中央大学航空工程

毕业生无论走到哪里，都应善于学习、敢

波为到场的14位党员代表颁

系1937级）在内的29名共产

于担当、勇于创新，校长吕建做题为明德

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讲

党员获颁这项最高荣誉。

报国敦行立世的主题演讲，校党委常委、

话。教育部高校党建工作联

陆元九，1920年出生于

常务副校长谈哲敏宣读《关于颁发2021

络员、东南大学原副校长林

安徽，1982年12月入党。自

年南京大学青苗奖的决定》《南京大学关

萍华，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动控制、陀螺及惯性导航技

于通报表扬2021届志愿服务西部毕业生

韩星臣，中国科学院院士、

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的决定》。仪式由副校长王志林主持。

南京大学原代校长陈懿，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

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文科资

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

深教授洪银兴，中国科学院

集团科技委顾问。首次提出

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陈骏，

“回收卫星”概念，创造性

南京大学校领导谈哲敏、刘

运用自动控制观点和方法对

在乡村支教9年的校友代表、“中国

鸿健、王志林、邹亚军、王

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进行论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南大校友袁辉为

振林、张峻峰等出席大会。

述，为“两弹一星”工程及

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学与支教经历， 会议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航天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

引发在场毕业生的热烈掌声。

贡献。

薛海林主持。

党建活动

岁月不居 初心不改——我校开展
离退休党员“跟党说句心里话”主
题活动侧记

青歌百年，舞颂中华——我校举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舞专
场晚会
6月6日,“青歌百年，舞颂中华”南京大

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南京

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歌舞专场晚会

大学老干部党委利用巡诊、看望慰问、送

在仙林校区恩玲剧场举行。校领导王志林、龚

学上门的机会，面向离休干部党员和退休

跃出席活动，与500余名师生、后勤集团员工

干部党员代表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跟党说

共同欣赏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歌舞盛宴。

句心里话”主题活动，旨在激励广大离退
休老同志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同时为创建“第一个南大”凝聚
和贡献磅礴的正能量。

传承信仰 砥砺前行 —— "我比任
何时候更懂你"党史学习教育系列
短视频拍摄在南大启动
6月6日，"喜迎建党百年·共育国家栋梁—
—南京大学2021届基层就业毕业生欢送表彰大

筑牢校园疫情防线——南大校医院
扎实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4月以来南京大学师生开始陆续接种
第一针新冠疫苗，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疫情
防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
据学校疫苗接种工作统一部署，连日来，
南京大学医院扎实推进新冠疫苗第二针接
种工作。此次疫苗接种时间为6月1日至10
日，预计约2万名师生将进行疫苗接种。6
月4日，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赴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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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视察疫苗接种工作。

会"在仙林校区举行。校党委书记胡金波、江苏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洪浩出席大会并讲话。副校
长王志林，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学生工作
部部长龚跃，淮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虎，
宿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高飞，宿迁市委组
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卫东、省委组织部干部队伍
建设规划办公室二级调研员任向东等学校和省、
市组织部门领导出席。我校本科生院、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团委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以及江
苏省13个设区市组织部门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
会。会议由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葛
俊杰主持。

党建活动

“百年·听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昆明开幕
6月6日下午，由南京大学、昆明学院、

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一行到双柏县开展
帮扶调研
6月7日-8日，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

云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南京大学雕

军一行到定点帮扶县云南省双柏县开展帮扶调研工作，

塑艺术研究所、南京大学国家双创示范基

与县委书记李长平，县委副书记、县长金鸿等主要领

地美术产研中心、昆明学院党委宣传部、

导和一线基层干部谋划产业发展、畅谈乡村振兴。南

昆明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联合承办，

京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汪萍，南京大学国内合作办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省雕塑家协会协

主任高新房一同参与调研工作。双柏县人大常委会副

同支持的“百年·听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主任李喆、副县长普学昌，南京大学挂职干部、副县

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云南省美术馆开幕。

长王建富，南京大学挂职干部、妥甸镇和平村第一书
记董飞等当地干部陪同调研。

"百年心曲颂华章"——"永远跟党走"
音乐党史大课堂在我校举行
6月16日晚，百年心曲颂华章——南
京大学永远跟党走音乐党史大课堂在仙林
校区方肇周体育馆隆重举行。中央第一巡
视组组长舒国增，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

我校召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
6月17日，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
在仙林校区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学史增信”、强
“两个维护”自觉；“学史崇德”、守立德树人初心。
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中科院院士、校
长吕建列席会议。中央第一巡视组张策同志参加会议。

校第七指导组组长、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
秦绍德，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七指
导组副组长、山东大学原党委副书记仝兴
华，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七指导组
副组长、同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徐建平等

我校召开鼓楼校区建设推进工作座谈会

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高校第七指导组全体
成员，教育部高校党建工作联络员、东南

6月23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建设推进工作座谈会

大学原副校长林萍华，校党委书记胡金波，

在鼓楼校区召开。校党委书记胡金波、校长吕建出席会

校长吕建等出席活动，与全校近2000名师

议并讲话。座谈会由常务副校长谈哲敏主持。会议听取

生共同上了一堂形式新颖、寓意深刻、氛

了副校长邹亚军关于《鼓楼校区保护与提升规划》及新

围热烈的音乐党史课。

生学院宿舍设置方案的介绍，并就多校区学生管理、教
学活动安排、硬件建设、文化环境建设等相关议题展开
深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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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党建活动
青岛校友会观影《九零后》，
重温求学报国初心
6月20日，为庆祝建党100周年，重温求学报国初心，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联合
重庆大学青岛校友会组织了西南联大纪录片电影《九零后》的观影活动。来自南京
大学、重庆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多所院校
的校友及家属子女50多人共同参加了在岛城金鼎广场华艺影城的这次观影活动。

安徽校友会举办“听党课 学
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活动
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于2021年6月26日组织了“听党课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
走”的活动。40名校友接龙报名参与本次活动，活动在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的会议
室举行。民生银行合肥分行的行长孔庆龙校友致欢迎辞，安徽省党史研究院副院
长苗键校友应邀为大家讲党课。

南京大学宁夏校友会庆祝建
党100周年活动顺利开展
6月27日早，南京大学宁夏校友会联合镇北堡村居委会，组织展开了建党100
周年庆祝活动。校友会的党员同志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共唱红
色歌曲，随后在镇北堡村委会讲解员的带领下，校友们共同参观学习了镇北堡村
的发展历程。校友们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党史教育。

常州校友会“访红军，学党史，记党
恩”建党 100 周年主题学习活动
6月27日，为庆祝建党100周年，切实做好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宣传教育，
迎接党的百年诞辰，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特开展“访红军，学党史，记党恩”建党
100 周年主题学习活动，本次活动邀请到了三位革命老前辈，周长根（95岁），
田学英（93岁），陆芳（91岁）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校友们冒雨齐聚常州鼎武
医院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

潜心研究，精彩预测：南大镇江
校友会举行投资报告会，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6月26日下午，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会长杨斌，在兴业银行镇江分行二楼会
议室举办报告会，对2021下半年的投资进行了阐述、分析和精彩预测。会议室座
无虚席，南大镇江校友会的校友以及兴业银行和东方证券的嘉宾，共计近二百人
参加了这次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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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毕业季
2021.6.18

“社会”正精彩，青春正当
时——社会学院2021届毕业
典礼成功举行
2021.6.3

南大政府管理学院、南大MPA、连云港校友
会联合调研灌云帮扶工作
6月16日，为进一步学习调研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南大
MPA校友—江苏省委驻灌云县帮扶工作队队
长、灌云县委副书记吴新华的邀请下，南京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MPA教育中心主
任周建国携南大MPA协会研会、连云港校友
会负责同志专程赴灌云调研指导帮扶工作，

青春激扬梦，砥砺再前行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召开
2021届本科生毕业生座谈会
2021.6.22

并实地查看帮扶项目工作实效。

南京大学湖南校友会首次组织参加“大科城”
杯2021第二届湖南省外名校校友篮球联赛
6月19日晚，“大科城”杯2021第二届
湖南省外名校校友篮球联赛在长沙马栏山运

“青春勇担当，扬帆正起航”
环境学院2021届毕业典礼圆
满举行
2021.6.21

动公园篮球馆开幕，来自省外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南京大学等14名校在湘校友，组成
12支球队参加比赛。首轮战罢，南京大学湖
南校友队惜败清华大学湖南校友队，但赛出
了湖湘南大人拼搏顽强风格，展现了南大人
团结凝聚、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医学院2021届学生毕业典礼
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
2021.6.17

“中国楼市下半场”报告会成功举行
6月19日下午，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特
邀94中文校友叶建英，在杭州吴山脚下的
中国财税博物馆举办了名为“中国楼市下

做“见天地，见众生，见自
己”的追光者——建筑学院
举办2021届毕业典礼
2021.6.17

半场”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浙江校友会
副会长曹洁军主持。

南京大学MBA和浙江大学MBA足球友谊赛
圆满举办
6月19日南京大学MBA、浙江大学
MBA足球友谊赛圆满举办！经过精彩激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2021届学
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举行

烈对决，双方2:2握手言和。以球会友，
足球盛夏更加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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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2021年6月25日下午，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家联合会第四届理事会第
一次代表大会在商学院安中楼210报告厅隆重召开，南京大学副校长邹亚军，
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王全胜，商学院院办主任陈孝
强，商学院 EDP中心主任吴宜真，以及南京大学校友紫金会，生物医药校友会，
现代商业校友会，环境校友会，国际医健校友会，管理精英学校友会，MBA校
友会，EMBA联合会等多位校友组织代表及EDP中心老师莅临本次会议。

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参访知名校友企业莉莉丝游戏
2021年6月24日上午，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会长朱振东、副会长兼秘书
长邱继良到访上海莉莉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莉莉丝游戏副总裁兼CHO、
南大05级历史学院校友杨韵雅的热情接待，并与创始人兼CEO、南大05级软
件学院校友王信文进行深度交流，探讨了企业发展与校企赋能的有关问题。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讲座第二讲《如何健康跑步》成功举行
6月26日下午，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讲座第二讲《如
何健康跑步》在跑团团长周明的主持下成功举行。 讲座内容主要涵盖如何
爱上跑步并坚持下去 、跑步技术、跑步比赛和计划、跑步装备四个方面，
分别由嘉宾张鸣、周明、谈克敏及曾鸿校友演讲。

南大福建校友会助力南大招生组在闽招生
2021年6月，南大福建校友会姚元根会长等校友会领导集体推动与南大
福建招生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福建校友会根据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
与母校招生组的配合与互动，积极协助南大招生组在闽招生。

南大上海校友会助力母校在沪招生
6月17、18日晚，由全球高校上海校友联盟（友联）主办，南京大学上海
校友会承办的八大高校联合宣讲会顺利举办，来自7所国内顶尖名校的上海招
生组老师在线上分享了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及人才培养特色，解答相关报考问
题。6月27日晚上7-9点，在校友企业莉莉丝游戏的报告厅里南京大学上海校友
会举办了南京大学上海招生见面会。

常青藤河南校友会联盟到山谷网安参观交流
6月28日常青藤河南校友会联盟到山谷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学
河南校友会之家参观交流。

6

捐赠记事

6月18日，邱海斌先生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式在鼓
楼校区举行，香港舟山同乡会会长邱海斌，南京大学教育

邱海斌先生向南京大学
捐赠签约仪式举行

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汪萍及相关
老师参加了仪式。仪式由艺术学院范丽甍老师主持。

校企动态

校友动态

艾迪药业抗艾滋病1类新药获批！
最新美国国家青年科学家奖
公布，两名南大校友入围

6月25日，中国国家药监局（NMPA）公示，艾迪
药业1类新药艾诺韦林片（又称ACC007片）已正式获
批。公开资料显示，这是艾迪药业获批的首个抗艾滋病

近日，2021年度布拉瓦尼克国

1类新药，适应症为治疗HIV-1感染。艾迪药业成立于

家青年科学家奖(Blavatnik

2009年，是一家致力于抗病毒、抗炎、抗肿瘤等严重影

National Awards for Young

响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Scientists)入围名单公布，31名入围

的医药公司。创始人傅和亮、沈小宁均为南京大学校友，

者中有7名华裔；化学、生命科学和

傅和亮任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理事会顾问，沈

物理科学与工程三大领域都有华裔科

小宁任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理事。

学家入围。其中，南京大学有2位本
科校友入围。
化学奖得主张文君校友1980年
生于苏州昆山。1998年，张文君提
前被南京大学理科强化班（现更名为

南京大学生物医药校友企业喜讯频传！

匡亚明学院）录取，不过她还是继续
参加了高考，拿了昆山高考的理科状
元。如今，张文君是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助理教授。
生命科学奖得主管开宇，2008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信息学专业，

5月25日，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发申请获上交所通过，公司将登陆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6月16日，上海和誉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晚间
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摩根士
丹利和摩根大通担任联席保荐人！

随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读博，于

6月30日，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获得环境工程博士学位。随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拟登陆科创板募集资金8.20亿元的

后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两年博士后。

申请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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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

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已认证校友总数

46000人

“南大人”
运营月报

单月新增认证

197人

南京大学地质系校友、著名水文地质学
家薛禹群院士逝世

单月页面访问量（PV）

32413次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地

单月独立访客数（UV）

下水动力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著名水文地质学家、

2313人

地下水动力学家、水文地质教育学家，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禹群先

聚会返校
l 环境学院2007级本
科校友毕业10周年
返校聚会
l 时间：6月19日
类型：秩年返校(53人）

加入
“南大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7时
12 分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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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商学院1991级国贸专业校友入学30周年返
校聚会
时间：6月5日
类型：秩年返校(28人）
l 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89级91届行政管理
专业大专班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6月26日-27日
类型：秩年返校(20人）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公告（第二号）
一、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标识（上图）
二、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官方网站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官方网站正式上线，网

活动预告
p 加拿大多伦多地区校友会Picnic聚会暨美食
义卖活动
p 时间：8月8日
p 洛杉矶校友会海滩聚会
p 时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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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为https://120.n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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