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导读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
2022年第5期

总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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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 各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 弦歌不辍育桃李！南京大学数学系迎来百年庆典

• 南大中美中心成立35周年庆典举行

• 百岁校友凌群学长回访母校

120校友校庆专刊

校 友 工 作 简 报 6月号

6月18日，南京大学2022年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仙林校区举行。校党委书记胡金波出席并寄语毕

业生“生逢盛世，应不负盛世；生逢其时，当奋斗其时”，校长吕建作题为“华章续新篇，云程再发轫”的主

题讲话，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宣读《南京大学关于通报表扬 2022届志愿服务西部毕业生的决定》《南京大学

关于颁发 2022 年度第一批“青苗奖”的决定》。仪式由副校长王志林主持。

典礼伊始，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护送五星红旗入场，毕业纪念短片《第一个“我”》重温了南大求学

岁月的美好记忆。大会上，胡金波向赴西部地区志愿服务的2022届毕业生代表赠送纪念品并授旗，吕建向2022

年南京大学“青苗奖”获奖毕业生代表颁发证书，校友、教师、学生代表分别发言，其中化学化工学院1980级

校友、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技术总监许从应博士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振林宣读《南京大学关于授予2022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决定》和《南京大学关

于授予2022年研究生毕业生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决定》。学校领导、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和院系学位评定

委员会委员为毕业生代表授予学位。

出席典礼及仪式的还有南京大学教授陈洪渊院士、吴培亨院士、邢定钰院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

教授丁帆、周宪，校领导陆延青、王明生、龚跃、周济林、陈建群、索文斌，全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各院系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代表，学校部处院系相关负责人，教师代表，2022届本硕博毕业生代表，等等。

同月，各院系分别举行学院毕业典礼。

云程发轫 万里可期！南京大学举行2022年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南京大学2022年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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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7Qp3SCN07pvbJ1zg2jOT1w
https://mp.weixin.qq.com/s/h3YK32thtcYxHuJVY9qnRQ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_vw3hQ4Qknk


2

毕业季 招生季

6月，南京大学招生工作开展得如火

如荼。南京大学于6月11日发布《南京

大学2022年普通本科招生章程》，总结

八大亮点。随后，南京大学发布各地招

生组联系方式和驻地查询，同步开启云

资讯室。6月25日，招生办主任、专业

教授现身南京大学微博招生直播间。6月

26日，南京大学发布《南大 路》招生宣

传片。此外，还有B站的招生指南特别

视频。6月29日，南大录取通知书正式

发布。

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工作
有序开展

6月15日，Nature Index公布了2021

年3月1日—2022年2月28日大学/机构排

名。在全球大学综合排名中，南京大学

上升至全球第七。

6月中旬，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南

京大学共有18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截至目前，南京大学91

个本科专业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总量达64个，占比70%。

6月底，软件科学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新鲜出炉，南京大学以51.6分夺得头筹，

蝉联中国高校人工智能专业第一名。

南京大学学科建设喜获佳绩

6月11日，“百廿云集记嘱托·跬步基层志寥落——

南京大学2022届基层就业毕业生欢送表彰大会暨“敦

行计划”选调生校友高级研修班开班式”举行，会议

以南京大学选调生“六位一体”全周期工作视频开篇。

校党委书记胡金波作了《争做“可为”年代的“有

为”选调生》的主题演讲，副校长王志林对即将奔赴

基层的2022届毕业生发出寄语。校党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龚跃宣读《南京大学关于颁发2022年度第一批

“青苗奖”的决定》，校党委常委、研究生工作部部

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周济林等与会嘉宾为获奖学

生代表颁奖，“敦行计划”选调生校友、南京大学

2022届选调生代表分别发言。会议举行了选调生出征

授旗、集体宣誓等仪式，胡金波与江苏省政协原副主

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罗一民校友为各省、

区、市选调生毕业生代表授旗。此外，罗一民以《做

一个干事的人》为题作首场辅导报告。

南京大学举行
2022届基层就业毕业生欢送表彰大会

暨“敦行计划”选调生校友
高级研修班开班式

《南京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南

京大学2021届毕业生共8861人，截止2021年12月20日，

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8.60%。2021届毕业生中，被世界

500强企业录用人数达998人，1807名毕业生去向为国

内升学深造（ 97.40%流向“双一流”建设高校）。

南京大学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内含全院系就业质量报告）

https://mp.weixin.qq.com/s/bFDfqPw34nxHEeIxqJXGXA
https://mp.weixin.qq.com/s/sngzSdyipVaPIV4PGI83Kw
https://mp.weixin.qq.com/s/oHjsAfzmJkUTGOGPkvUJ1Q
https://mp.weixin.qq.com/s/QUqikx2YonDT9j1xKwIwKA
https://mp.weixin.qq.com/s/d6NETnXm8e8NlEZYwRSgQg
https://mp.weixin.qq.com/s/h3uNIgahCm4yLx9sha3zUg
https://mp.weixin.qq.com/s/xMDiMorCFsgQVaJIsb9kHQ
https://mp.weixin.qq.com/s/h9XF5A3ULJ0GPHdQZvYXbw
https://mp.weixin.qq.com/s/k2GgF7pOhih9_Bg0652xaQ
https://mp.weixin.qq.com/s/A5tVZ9l0JJkmtpMI5MohgQ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tsRbc3bRH-8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tsRbc3bRH-8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tsRbc3bRH-8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tsRbc3bRH-8
https://mp.weixin.qq.com/s/CBUGdbCWsXjw5_1zMbDSUA


招生季

6月，天津校友以寄语方式协助天津招生

组开展招生工作。6月15日，南京大学天津校

友与江苏13所高水平大学联合成立“江苏好大

学”天津联合招生宣传联盟，开展“2022江

苏好大学 天津招生宣讲会”线上讲座，为天

津考生解读江苏13所高校招生政策。

天津校友助力母校招生

6月15日，南京大学八闽校友协助母校招

生，“鲸游八闽”公众号发布南京大学福建招

生组副组长彭成磊 “2022年泉州市高招志愿

填报线上咨询会”直播信息，同时分享南京大

学在福建的招生政策以及苏州校区招生情况。

6月24日，公众号再次发布在闽招生指南。

八闽校友助力母校招生

6月中下旬，南大福建校友会对接南大福

建招生组孔令红老师一行。王夏州理事协助安

排福建教育电视台的招生活动。6月28日，孔

令红老师受福建广电网络之邀，参与“2022

高招志愿指导公益讲座”电视直播。此外，福

建校友会还发布了南大在闽招生基本信息及咨

询方式。

福建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6月25日，南京大学校董李淳朴，青岛校友会张修忠、

周秉广、张本良、徐涛、张丹琦，作为校友代表一同接

待南大招生办赵丹丹老师等一行。此外，青岛校友会发

动校友收集了多所目标学校的联系方式，并打通校内宣

传渠道，积极转发南大的招生政策。

青岛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6月25日，河南校友会王万田会长与方晓辉校友至南

京大学河南招生组活动现场为母校招生工作助力。

河南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6月26日，淮安校友会创始人、秘书长、淮安市人才

发展研究院院长徐晓虎带队，协助南大淮安招生组开展

考生及家长现场咨询活动。

淮安校友会协助母校招生

6月26日，南大东莞校友会组织了四位校友全天协助

南大招生组在东莞中学、南大优质生源基地—东华高中

两所头部中学的现场工作。

东莞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各校友会助力母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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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cPxDEMCuRlBOCx_XCPqSnw
https://mp.weixin.qq.com/s/VDXjRFmmxz6oYNRLIi6TJA
https://mp.weixin.qq.com/s/VDXjRFmmxz6oYNRLIi6TJA
https://mp.weixin.qq.com/s/WfF6kfx9qEAqu5JD6rXg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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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p.weixin.qq.com/s/OzNlAJxK0pN1zwHmSdTwP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MDAyMjUzNA==&mid=2650651711&idx=5&sn=f91871f91f4311a83b39b19481ee25b7&chksm=82e65d56b591d4401a77a7a2b113ef92aa40ed63e1fc8750a4ccc2538be6503da9f8f2f9ba45&scene=178&cur_album_id=246424920464765747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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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南京大学—宜兴中学举行全

面战略合作座谈会。会上，宜兴中学被授

予“南京大学优质生源基地”和“南京大

学竞赛培养基地”，双方就全面战略合作

进行会商。

南京大学—宜兴中学举行
全面战略合作座谈会

6月17日，南京大学与安徽工业大学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南京大学党委

书记胡金波、校长吕建，安徽工业大学党

委书记陆林、校长魏先文等领导出席仪式。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谈哲敏主

持仪式。会上，安徽工业大学还向南京大

学赠送校庆贺礼。

南京大学与安徽工业大学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

6月16日，第十一届亚洲大学论坛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本届论坛由韩

国首尔国立大学与南京大学共同举办，主

题为“亚洲大学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建立更

紧密的教育伙伴关系”。

第十一届亚洲大学论坛
在我校举行

6月11日，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办江苏省中安

应急管理研究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

系成立仪式暨“推进应急管理学科建设服务国家重大

需求、解决民生痛点问题”研讨会。杨忠和尚庆飞分

别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系、江苏省中

安应急管理研究院揭牌。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应急管理学系成立

6月8日，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与英国杜

伦大学校长及校监Karen O’Brien教授在线会晤，畅谈

两校合作并签署南京大学与杜伦大学合作备忘录。校

党委常委、副校长王振林陪同会见，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党委书记顾秋生教授、历史学院于文杰教授以及

国际处代表出席。会谈由国际处处长李晓蓉主持。

南京大学与杜伦大学
签署合作备忘录

6月10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泰康仙林鼓楼医院

老年医学中心正式成立。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

附属泰康仙林鼓楼医院、栖霞区相关领导出席仪式。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
泰康仙林鼓楼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成立



母校新闻

6月，南京大学档案馆

推出“璀璨珍珠 ·缘起大

地”1892—2022纪念赛珍

珠诞辰130周年图片展。

档案馆 | 纪念赛珍珠诞辰130周年图片展

6月14日，央视《朝闻天下》节目播出题为《奋斗者•正青春 南京大学

留学归国青年学者：肩扛国家责》的报道，充分展现了南大青年学者们以

李四光、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

的使命担当、奋进历程和青春风采。

奋斗者正青春！南大留学归国青年学者央视亮相展风采

6月30日，南京大学应邀出席香港浸会

大学“共融共赢 再启新程”校长论坛。校

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出席论坛并签署

校际合作协议，校台港澳事务办公室负责

人陪同参会。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丨南京大学
应邀出席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论坛

并签署合作协议

6月30日，南京大学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

周年座谈会。校党委书记胡金波、校长吕建等出席会

议。会议由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主持。

南京大学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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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苏州召开。会

议回顾总结了一年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和校地合作进展情况。会上，

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中科院

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庆文共同为南京大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智能软件与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数字经济与

管理学院四个新型学院揭牌。南京大学与苏州市人民政府分别签署《关于

共建苏州科技城医院框架协议》《产业创新集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大

会还发布了由苏州市委、南京大学党委共同制定的《关于支持南京大学苏

州校区加速引进高端创新人才的若干意见》。

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建设工作加速推进

https://mp.weixin.qq.com/s/vz2wu5cq6qKUJpRhptA79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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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庆典

6月18日上午10点，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

究中心（以下简称 " 中美中心 "）成立35周年庆典在线上举行。联合

国第八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南京大学名誉博士潘基文，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副校长王振林，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J. Daniels，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

研究院（简称“SAIS”）院长Jim Steinberg等嘉宾出席典礼。庆典由

中美中心中方主任从丛和美方主任Adam K Webb通过ZOOM 会议室

在线共同主持。来自世界各地的中美中心师生、校友以及关心中美中

心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汇聚云端，共同见证这一隆重时刻。6月18日

下午，中美中心通过ZOOM 会议室举行了35周年系列校友论坛。

南大中美中心成立35周年庆典举行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
潘基文发表主旨演讲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致辞

王振林副校长介绍并
感谢潘基文先生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Ronald J. Daniels致辞

SAIS院长吉姆·斯坦伯格致辞 35周年庆典现场

6月5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百年系庆大会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大

礼堂隆重举行。中科院院士、校长吕建出席大会并致辞。我校师生系友，

来自兄弟高校、科研院所的嘉宾，学校部处院系代表，以及长期关心和

支持数学学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线上线下欢聚一堂。大会由数学系党

委书记马进军主持。

吕建在致辞中指出南大数学开启了中国大陆现代数学教育的先河，提

出南大数学系要胸怀“国之大者”、赓续精神血脉、立足自身特色的期

望。南京大学数学系百年系庆领导小组组长、江苏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主

任秦厚荣教授分享了南京大学数学系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系1977级系友田刚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席南华研究员，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系1982

级系友陈志明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系1987级系友张平教授，伟

思医疗董事长、数学系1986级系友王志愚纷纷致以祝贺。全国30多所高

校和相关院系、相关单位为数学系百年庆典发来贺信，数学系主任喻良

教授向发来贺信的单位致以诚挚的感谢。数学系各年级系友也为百年庆

典献上视频或贺信祝福。

荣休教师代表、南京大学教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苏维宜教授，青年教

师代表、南京大学数学系陈学长教授，学生代表、南京大学数学系2018

级本科生陈彤纷纷致辞。会上，学生代表向荣休教师代表献花。

弦歌不辍育桃李！南京大学数学系迎来百年庆典

南京大学数学系百年庆典 纪念视频

吕建致辞 田刚致辞

秦厚荣回顾
数学系百年历程

席南华致辞

陈大岳致辞 陈志明致辞

张平致辞 王志愚致辞

喻良向发来贺信
的单位致谢

苏维宜致辞

陈学长致辞 马进军主持大会

https://mp.weixin.qq.com/s/eJHPGu5RT0rgojmG4NmcBg
https://open.weixin.qq.com/connect/oauth2/authorize?response_type=code&scope=snsapi_userinfo&state=30c7dbb3ed3fd1005a94542f518892c8f4553f92d9b770afe494634be09ff8f1&appid=wxaa802bdc7aa02968&redirect_uri=http%3A%2F%2Fshipin.nanboone.cn%2Foauth2-client%2Fapi%2Fget_user_info%2Fweixin%2Fwxaa802bdc7aa02968%3Fcallback%3Dhttp%253A%252F%252Fshipin.nanboone.cn%252Fuser%252Fapi%252Flogin_by_openid%253Freferer%253Dhttp%25253A%25252F%25252Fshipin.nanboone.cn%25252Flive%25252Fwatch%25252Fgeneral%25252Fm76yba9l%2526type%253Dweixin%2526token%253D%2526appid%253Dwxaa802bdc7aa02968%2526sid%253D0c61e339-bda0-45b2-ba5e-34cb7f9a5617&connect_redirect=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VC2vX4igc6fu7MxiCitRcw
https://hezhibo.migucloud.com/watch/svUs7rBIE1s
https://mp.weixin.qq.com/s/QZKyxmz4dKa2VwtT3eQ7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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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校友校庆

5月20日，为庆祝南京大学120周年华诞，大

芝加哥地区校友会、珠海校友会联合举行了《中

美历史与文化交流—芝加哥、珠海与澳门历史文

化浅谈》线上校庆活动，并借此机会庆祝两大校

友会友好校友会签约一周年。

南大芝加哥、珠海校友会联合举办
“中美历史与文化交流

5月15日，海内外南大校友在福布斯30岁以

下青年才俊论坛上云聚，欢庆母校诞辰120周年。

论坛特邀影石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刘靖

康、江苏金羿先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鹏、南京大学药物开发研究所成员程宇豪、南栖

仙策（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参与。

校友企业家对话福布斯30以下
青年才俊论坛圆满举办

5月21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98级本科毕业20周

年返校活动举行。近三十位系友重返母校，再叙师生

同窗情谊，共祝母校120周年华诞。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98级
本科毕业生20周年返校活动圆满举行

5月27日，在泰州市校友会协办下，泰州海陵区政

协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

二十余位留学归国青年、南大校友欢聚一堂，深入交

流学习体会。

泰州校友会协助海陵区政协召开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

6月2日，南京中央大学1943级法商学院商学系百

岁校友、南京市建邺区原政协委员凌群学长一行回访

母校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工作人员陪同凌群学长参观

校园，随后在知行楼开展座谈。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

庚对凌群学长一群的到来表示欢迎，凌群学长深情回

顾当年求学情景。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王建富副部长

和民革南京大学基层委员会副主委、南京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志洁老师共同

将学校档案馆珍藏的学籍资料复制赠予凌群学长。

百岁校友凌群学长回访母校

5月20日，6月2日，南京大学面向

本科生、研究生、教职工前后推出两

次校庆版校园卡预约活动。

120周年校庆限量版校园卡
面向南大师生开放预约

校庆紫金会
举办十八场
系列活动
献礼校庆

https://mp.weixin.qq.com/s/rnxP2_HTjuKw4_BDBB5efA
https://mp.weixin.qq.com/s/rnxP2_HTjuKw4_BDBB5efA


8

120校友校庆

6月5日，南京新街口商圈、河西双子塔

等7座地标大厦亮起了“牢记嘱托、报效国

家、服务人民”“心系‘国家事’ 肩扛

‘国家责’”“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

立自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庆祝南京大学等7所在宁高校办校120周年。

南京亮灯！共贺南大等
在宁高校建校办学120周年

6月7日，《新华日报》发文《江苏120

岁的兄弟姊妹，你们好！》，祝贺南京大学

等江苏九所高校120岁生日，讲述九校家谱。

《新华日报》发文祝贺江苏九所高
校建校120周年

校友终身学习辅助计划“诚计划”系列讲座

6月7日，“诚计划”第四期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徐小跃教授

为大家带来题为“国学与人文素养”的精彩讲座，让大家深入

了解了“何谓国学”“国学寄寓在何处”“何谓人文”“何谓

人性”“人文精神的内涵”等问题。

“诚计划”第四期 “国学与人文素养”

“诚计划”第五期 | “准确把握实现
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6月14日，“诚计划”第五期邀请到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洪银兴教授，为

大家讲授“准确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诚计划”第六期 | “学科交叉融合与化生医药前沿”

6月22日，“诚计划”第六期邀请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

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究院院

长郭子建教授，为大家讲授“学科交叉融合与化生医药前沿”。

6月29日，“诚计划”第七期邀请到了南京大学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周晓虹，为

大家讲授“人生幸福的八大定律”。

“诚计划”第七期 | “人生幸福的八大定律”
6月10日，南京大学校友总会《CHÉNG》

专辑正式预售！专辑上架发行一周内累计播

放量超10万，海内外校友们纷纷表现出对纪

念版实体专辑的热切期盼。为此，制作团队

推出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友校庆原创专辑纪

念礼盒，包含专辑CD、专辑纪念笔记本、

水杯、贴纸及 徽章。本次纪念礼盒 限量预

售1200件。

南京大学120周年校友校庆
原创专辑纪念礼盒正式发售

https://mp.weixin.qq.com/s/T6DQX-1eUxBJOVBTqFVfpA
https://mp.weixin.qq.com/s/T6DQX-1eUxBJOVBTqFV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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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校友校庆

6月9日，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

创新创业大赛福州站决赛在福州市高新区成功举办。

本次福州站决赛由南京大学主办，福建校友会和泉

州南京大学环保产业研究院承办。南京大学副校长

陆延青线上出席大赛，南京大学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福耀科技

大学创办人曹德旺出席大赛颁奖仪式，俄罗斯自然

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孙安，区领导熊国华，

区直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在线下、线上参会。

活动现场，福建校友会和南大福建技术转移中心还

发布了《与曹德旺先生一路同行——助力福耀科技

大学与南京大学加强合作倡议书》。

第二届南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
创新创业大赛福州站决赛成功举办

6月18日，深圳市南京大学校友会庆祝

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暨“走进名企名校”

系列活动的第二站——走进深圳北理莫斯

科大学活动正式开始。南大校友们依次参

观了学校校史馆、俄罗斯画展，并环游校

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

长朱迪俭主持了报告会，同是南京大学校

友的朱迪俭书记对南大校友表示欢迎，深

圳校友会会长徐涛作了简短发言，学校数

学系副主任布达克副教授作了以《莫大与

深北莫的计算数学：实际任务与当代教学

方法》为主题的报告。

深圳校友会
走进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6月10日，为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教育

部•南京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紫砂传承基地、南京

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文化研究所主办的

“紫玉润光——吕门师徒紫砂精品展”在南京大学

鼓楼校区东大楼开幕。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邹亚军，吕俊杰教授分别致辞。本次展出的120件作

品，是吕门师徒为南京大学120周年献礼而专门设计、

特意创作的新品和精品，其中大部分展品将捐赠给

南京大学。参加活动的有江苏省工艺美术协会、南

京大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图书馆、紫砂文化校友

会、吕门师徒等相关人员。

紫玉润光——吕门师徒紫砂精品展开幕

6月20日，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

“锦绣南大——姚惠芬大师苏绣精品展”

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东大楼开幕。为表祝

贺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姚惠芬大师精心

创作了苏绣作品《水竹图》赠送我校，副

校长邹亚军向姚惠芬大师表示感谢并颁发

收藏证书。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文联、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江苏省工艺美术行业

协会、苏州市工艺美术协会等相关人员出

席开幕式。

苏绣大师姚惠芬60余件精品力作
在我校展出

https://mp.weixin.qq.com/s/_chFOrRWhGkzEN68mpz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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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式

在仙林校区举行。 南京大学体育部主任殷飞介绍了本次捐赠

概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单翔与南京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东签署捐赠协议并赠送支票。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孙真福颁发感谢状。此次捐赠设立 “南京大学

凤凰文化自信专项”。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向南京大学
捐赠签约仪式举行

6月8日，协鑫集团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式在仙林校区

举行。协鑫科技副总裁朱坤与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张晓

东签署捐赠协议并赠送支票。胡金波书记向朱共山董事长颁

发捐赠感谢状，并共同为“南京大学协鑫至诚学者基金”揭

牌。胡金波书记、陈骏院士、沈树忠院士与朱共山董事长、

汪铭副总裁共同为“南京大学关键地球物质循环前沿科学中

心发展基金”揭牌。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先生是南京大学

校董会名誉董事长。

协鑫集团向南京大学捐赠签约仪式举行

百廿南大 热心校友情系母院

520校庆前后，化学化工学院热心校友分别向南京大学和

化学化工学院献爱心送祝福：朱建霞校友捐赠诗碧曼洗发护

发套装、张昊宁校友捐赠海资泉护肤套装、童坤校友捐赠生

物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苏州校友会捐建香雪海。

6月25日，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2022年度第

一次会长办公会议顺利召开。浙江省政协原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浙江校友会首届会长龙安定，

原会长沈莲清、副会长张敏、胡仲鸣、曹洁军、

朱文斌、朱文新，秘书处相关人员出席此次会议，

大会由浙江校友会会长周广仁主持。会议参观了

盘石集团大数据展厅，盘石集团董事局主席、南

京大学名誉校友田宁表示希望与浙江大学校友会

保持合作。南京大学浙江校友会副会长、秘书长

鲍林强、副秘书长钱育先后向大会简要报告了校

友会上一年度总体工作开展情况。各副会长、秘

书处人员相继发表了自己对于下一年度校友会工

作计划的建议。会长周广仁提出，正值母校120

年华诞，感谢大家的付出，校友会仍将在疫情背

景下砥砺前进。

浙江校友会2022年度
第一次会长办公会议顺利召开

6月30日，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四届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仙林校区行政南楼212会议

室召开。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基金会理

事长邹亚军及基金会各位理事、监事出席了会议，

邹亚军理事长发表重要讲话。会议选举决定张锁

庚担任第四届理事会秘书长，增补方嘉为第四届

理事会理事。与会理事围绕基金会治理及项目执

行等重要事项充分研讨并进行了表决。与会监事

代表发言，并对本次会议全程进行监督。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四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



校友动态

5月31日，科创投资校友会联手擎盾筹备校友交

流会，共商法律AI盛事。科创投资校友会会长刘立

阳、秘书长何邢等30位校友与擎盾数据董事长杜向

阳、联合创始人梁雁圆、投融资经理龚涵等同仁共

话擎盾未来。

科创投资校友会深入擎盾互动交流

6月18日，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组织优

秀校友企业在艾迪药业南京研发中心会议室开展了

座谈会。30位校友分别参观了普济生物、明捷检测、

浦光生物、谱高医疗科技等四家南京大学生物医药

行业校友企业。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副秘书长金银

燕主持座谈会，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会长、艾迪药

业创始人傅和亮博士向大家表示了热烈欢迎。

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企业参观座谈会
成功举办

6月3日，天津校友足球队为备战天津高校联赛，邀

请天津测绘院开展了封闭交流赛。6月12日，天津校友

足球队对阵强敌天津农学院足球队。6月19日，天津校

友足球队迎战武汉理工足球队。6月26日，天津市高校

校友足球联赛如期举行，天津校友足球队大胜东海建联

队。此轮后，天津校友足球队两胜两负暂列小组第五。

天津校友足球队赛事回顾

6月2日，苏州校友会校友走进校友企业苏州易德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沙龙交流活动。校友合唱《热

血南大人》，徐炜政会长和薛为民名誉会长为公司赠字，

钱新栋董事长就“ETRON3.0”、徐炜政会长就“新形

势下的全球化”、 杜斌博士就“地缘政治对经济发展的

影响”、陈进主任就“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进展”分别开

展主题演说。会后，校友们在酒会和BBQ上进一步深入

交流。

苏州校友会丨走进易德龙

6月，芝加哥校友会发布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

友会会刊《南大芝友》，主要涉及总会信息、芝友短

讯、芝友下一代、校友访谈、芝友随笔、芝友讲堂、

芝友摄影、芝友烹饪堂等内容。

芝加哥校友会 | 第十一期
《南大芝友》会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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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马来西亚槟城留华同学会举行“槟城留华

之夜”活动。留华同学和各界嘉宾共70余人出席。中国

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表示，希望槟城留华学生成为中马

友好交流的民间使者。槟城留华同学会会长、南京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陈焕仪表示，同学们过去两年通过

线上活动促进了马中交流，同时宣布同学会将举以“疫

情下的求学经历”为主题举办创作比赛。

马来西亚槟城留华同学聚会
马来西亚校友会会长陈焕仪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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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镇江校友会篮球

队迎来与约克空调队的比赛。

镇江校友会篮球队迎战
约克空调队

6月19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1周

年来临之际，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党

支部组织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专题党课活动。

无锡校友会 | 党支部
专题党课活动顺利举行

6月18日，南通校友会篮球俱

乐部在狼山脚下篮球场开展球赛。

南通校友会篮球俱乐部
篮球赛顺利开展

6月25日，华为官方专门为南京

大学天津校友会在酒博印象博物馆举

办了华为高端内购会。

天津校友会 | 华为高端品鉴会

6月18日，为测试征8新队员们的跑步水平，联合会征友之家在

南京奥体中心举办戈壁征友欢乐跑暨征8队员万米测试活动。活动为

参赛者准备了签到表、号码牌、运动手环、奖牌等物品。活动结束

后，参赛队员参加了征8组委会特别安排的赛后康复和测试。

“董酒杯”奥体欢乐跑
暨征8队员万米测试活动圆满举办

6月4日，南京大学2012届同学在藏聚会在高原圣地拉萨顺利举

行，这是毕业10年后参与人数最多的聚会。同学们参观拉萨江苏援

藏指挥部，前往西藏江苏商会，抵达嘎东林卡，共忆往事。

拾光依旧 再聚拉萨

6月25日，南京大学镇江校友会

丹阳分会联合兴业银行丹阳支行举办

2022年投资报告会——病树之后有

无“夏”。镇江校友会会长、经济学

博士、战略与资本市场资深专家、上

海交大安泰学院客座教授杨斌为现场

近50位南大校友及兴业银行VIP客户

呈现了一场策投资预测报告会。

镇江校友会丹阳分会 | 病树之
后有无“夏”报告会

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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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南京大学多伦多校友会夏季嘉

年华活动在Sunny Brook公园如期举行。活动

以男主持人童立的一曲《再回首》开场，校

友们纷纷在多伦多校友会画板上签字合照。

会长赵东山代表理事会逐个为大家介绍了现

任的30名理事会成员。校友们共唱南大校歌、

表演音乐节目、分队参加游戏挑战、开展义

卖活动，全场募集了687加元和20美元，多伦

多校友们的爱心将由Danny校友带回贵州捐

赠给那里渴望求学的孩子们。活动结束后，

校友们共进自备午餐。

此次活动的发起源于5月20日当日多伦多

校友一起观看了母校120周年校庆云演出，5

月21日理事会经过闪电商议后决定将今年的

夏季大聚会提前到六月份举行，让错过520聚

会的校友们能在美丽的夏日里有机会再叙校

友情。

多伦多校友会 | 校友2022年夏季
户外嘉年华活动小记

6月底，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党政代表团

访问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及南大福建技术转

移中心。常务副会长薛晖、执行会长刘晓东、

张鼎雄校友一同接待，代表团先后到福建农

林大学菌草中心开展调研、福建省农科院食

用菌研究所考察交流、南京大学福建技术转

移中心会谈研讨。

云南省双柏县党政代表团访问
福建校友会及南大福建技术转移中心

6月25日，紫金会邀请校友林青泽以“中外长牛消费

品公司独特模式与当前消费品投资价值”为题开展讲座。

校友紫金会讲座：“中外长牛消费品公司
独特模式与当前消费品投资价值”

在南大紫金跑团五周年之际，南大紫金跑团升格为

南大紫金上海运动团。紫金上海运动团在原南大紫金上

海跑团单一跑步项目基础上增加以个人独立能完成的运

动项目，实现“动静结合 、身心健康”的运动目标。紫

金运动团总群及细分群欢迎有兴趣的团员加入到组织工

作中，并可以提出创设新的细分群。

紫金上海运动团招新

校友紫金会活动

深圳户外徒步
6月25日，南大紫金会召集成员及家属开展了“大沙

河碧道徒步+午餐聚会”集体徒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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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工程管理学院推出2022校友专场活动第一期

活动。分别由华泰证券金融创新部副总经理、中央交易室负

责人、南京大学管科专业2010级博士闵豫南，东南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导、南京大学工业工程专业2003级本科

丁溢，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校友会副会长、秘书长、南京

大学管科专业2016级硕士王庆阳带来三场主题报告。

工程管理学院 | 2022校友专场活动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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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哈佛杰出华人生命科学研究奖

举行颁奖典礼，张颖校友荣获该奖。张颖，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8级本科。

张颖校友获
哈佛杰出华人生命科学研究奖

6月11日，北京召开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暨举办纪念白研会成立25周年

系列活动、第五届寻访“白求恩式好医生”大

型公益活动结果发布会上，尹震宇校友荣光上

榜，获得“白求恩式好医生”高尚荣誉。尹震

宇，南京大学医学院1988级本科、1992级硕

士毕业、2001级博士，现任职于北京中医药

大学厦门医院。

尹震宇校友获
“白求恩式好医生”荣誉

6月27日—29日，民进江苏省第十一次代

表大会在南京胜利召开，马余强校友当选民进

江苏省新一届主任委员。马余强，现任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民进江苏省委副主委，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1990级博士。

马余强校友
当选民进江苏省新一届主任委员

6月9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召开。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郑有炓获2020年度江苏省科学技

术突出贡献奖。郑有炓，南京大学物理系1953级本科。

郑有炓校友获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6月9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召开。南京大

学李爱民教授获“江苏省科技创新发展奖先进个人”称号。

李爱民，南京大学环境学院2000级博士。

李爱民校友获“江苏省科技
创新发展奖先进个人”称号

6月初，《省政府关于卜宇等职务任免的通知》中发布，

任命卜宇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卜宇，南京大学哲学

系1983级本科。

卜宇校友受任为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5月23日，翟盘茂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2022年度百

大影响力人物。翟盘茂，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1980级本科。

翟盘茂校友入选
2022年度《时代》杂志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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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美淼环保入选常州市“专精特新”企

业。江苏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敏，南

京大学校友。

美淼环保入选
常州市“专精特新”企业

6月初，南京市科学技术局公布了认定的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大环规院集团工程设计分

院牵头的管网健康诊断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

子公司南大生态牵头的远控分散式一体化污水处

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顺利入选。

南大环规院集团新获批2家
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月29日，上海交通大学聘任樊春海校

友为化学化工学院院长。樊春海，生物化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生化系1992

级本科。

樊春海校友任上海交通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6月25日，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

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举产生

了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第三届理事会

领导班子成员、监事会，金箔集团党委书记、

金陵金箔董事长江楠当选为商会副会长。江

楠，南京大学EDP校友会会长。

江楠校友当选中国民营经济
国际合作商会副会长

6月，陈迎迎校友当选美国国家发明家科

学院院士。陈迎迎，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

现任罗格斯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系主任、

终身正教授和讲座教授。

陈迎迎校友当选
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

校友企业

5月24日，美克医学技术有限公司自主创新研

发、可用于家庭自测的新型冠状病毒、甲型流感

病毒及乙型流感病毒的抗原三联检测试剂盒(LFIA)

获得PCBC（1434）签发的CE自测试证书，这意

味着美克医学的三联检自测试可在欧盟以及认可

欧盟CE自测试证书的国家进行销售。

美克医学新冠及甲乙流抗原自测试剂盒
获欧盟CE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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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52316人

已认证校友总数

877人

本月新增认证

4596次

本月页面访问量（UV）

本月独立访客数（VV）

12603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6
月

“南大人”
运营月报

扫一扫加入
“南大人”

 已入驻组织：79个

(1) 校友总会：1个 (2) 行业校友会：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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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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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企业

6月30日，上交所科创板项目动态显示：合成生物

学企业 “弈柯莱生物” 所提交的 IPO 申报已获受理，

此次上市拟募资 5 亿元人民币，保荐机构为安信证券。

弈柯莱生物创始人为南京大学98级化院罗煜博士。

弈柯莱生物科创板 IPO 获受理
拟募资 5 亿人民币

6月底，润达榕嘉猴痘病毒检测系列产品包括猴痘

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猴痘病毒抗体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法）及猴痘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PCR法）在内的三款产品均同时成功通过欧盟CE

认证，意味着该系列产品可在欧盟国家以及认可欧盟

CE认证的国家进行销售。钱学庆，南京大学1996级

生物系校友，上海润达榕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润达榕嘉猴痘病毒检测系列产品
获欧盟CE认证

6月8日，昂阔医药宣布与普众发现就AMT-707

（现称为CUSP06）的开发和商业化达成许可协议。

AMT-707是一款潜在高度差异化、Second-in-Class，

靶向CDH6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昂阔医药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为南京大学生化87级校友袁斌博士。

昂阔医药与普众发现就AMT-707的
开发和商业化达成许可协议

校友活动预告

纪念吴健雄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
将于2022年9月24日

在美国邮政总局会议中心举行

https://mp.weixin.qq.com/s/PEzNK2R1fx-1vBIjIOnCfg
https://mp.weixin.qq.com/s/PEzNK2R1fx-1vBIjIOnCfg
https://mp.weixin.qq.com/s/PEzNK2R1fx-1vBIjIOn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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