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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召开第六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
•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一行走进张家港“校友之家”
• 南京大学湖南校友会2021年年会暨换届大会在长沙召开
• 南京大学甘肃校友会40周年庆祝活动暨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满举行
•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讲座第三讲成功举行
• 无锡校友会举行2021年度迎新活动暨校友商会发展交流基地落成仪式
本次会议，薛海林副会长与邹亚
军副校长分别主持会议。
张锁庚秘书长汇报了2021年
上半年主要工作，校友总会秘书
处在党史学习教育、疫情防控、

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召开
第六届理事会
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

第六届理事会五大工程、校友经
济、服务学校中心工作等方面都
取得了积极进展。秘书长还向大
家通报了组织人事变动，今年3月，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南
大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深入学习总书记回信精神

2021年9月25日下午，南京大

学校决定合并发展委员会与校友

学校友总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六次

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来临之

工作办公室，成立南京大学发展

常务理事会议在鼓楼校区知行楼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与校友工作办公室，邹亚军为主

召开。校友总会常务理事（按音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8日给全

任（兼），张锁庚、张晓东为副

序排列）黄建良、贾叙东、李晓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

主任。

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

蓉、陆朝阳、陶炜、王云骏、薛

与会常务理事审议通过了校

海林、杨雷、尹建康、张锁庚、

友总会人事变动方案，围绕进一

张晓东、张志宏，校友总会监事

步加强校友组织规范化管理、

（按音序排列）陈闽之、李友根、

得知了总书记回信的消息，

120周年校庆校友工作方案、

郑杭斌出席现场会议，常务理事

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2021年全球年会等主要工作议题

陈国强、郑钢通过视频参加

队”——南京大学国土与生态安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全遥感教师团队深受鼓舞，倍感

徐小平，男，南京大学工程
管理学院2005届校友，管理科学
与工程博士，现绍兴银保监分局
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调研员。

工程管理学院2005届
校友徐小平荣获“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21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是金融系统受表彰
的8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

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
诚挚的祝福。

振奋。据悉，团队负责人李满春
教授与其他二十多个团队负责人
此前联合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
团队创建以来在科研创新、教书
育人、团队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
展与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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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2021年9月4日上午，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南
京大学苏州校友会会长徐炜政，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垠
坤集团董事长杨雷，南京大学校友、垠坤集团执行总裁沈萌萌一

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一行
走进张家港“校友之家

行，走进南京大学张家港校友会“校友之家”。张家港市政协主
席黄雪元、南京大学张家港校友会会长王开荣，副会长茅志杭、
周伟庆、何龙等陪同，双方畅叙校友情谊、共话合作发展。

“凤凰垠坤智能制造创新园”项目于2021年9月3日在凤凰镇
签约，聚焦电子信息、精密制造项目，园区将依托南京大学苏
州校友会、南京大学苏州校区、南京大学苏州全球校友创新创

张家港·凤凰垠坤

业中心、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等平台资源，打造南京大学校友

智能制造创新园

经济产业园的引领者和示范区。

9月16日，南京大学生物医药行业校友会“汉口路22号小茶
馆”第4期活动成功举办。本期特别邀请了安图生物吴学炜、安
赛莱生物沈小宁、方生和医药袁方等3位杰出的企业家校友作为
嘉宾，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权、董咸池、陈熹、王小明、

“汉口路22号小茶馆”

孙洋、黄振等6位教授出席，进行了校企交流与分享。

系列活动第4期成功举办
2021年9月25日，为庆祝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百年华诞
和生理学系复建，由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系和江苏省
生理科学学会联合主办的，以我国生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之一，也是南京大学生理学系创建人蔡翘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百年院
庆系列学术活动 ——首届蔡
翘讲坛成功举办

首届蔡翘讲坛，成功举办。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
苏省生理科学学会理事长朱景宁教授主持开幕式。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纪勇和院长张辰宇分别致欢迎词。

2021年9月10日，南京大学商学院EDP企业家校友在南京
石头城遗址公园艇友赛艇俱乐部举办了联合会2021第一次破冰
团建拓展活动。EDP中心高婷老师，联合会会长江楠，会长顾

商学院EDP企业家校友2021
首次破冰团建活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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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顾永恒、宁孜勤、高杰红等近五十余名校友参与了本次活动。

校友组织活动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理事，扩大理事会成员组成
近日，芝加哥南大校友会会长吕涛博士（Tara）为做出突出
贡献的理事颁发了“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杰出义务服务
奖状“ （Outstanding Volunteer Service Award）。 获得奖状
的理事包括： 副会长周明、张鸣、高洁、叶雨佳 。同时扩大了理
事会组成，新增补的理事们包括：戴悦、马秀苑、邵奕鑫、 孙佳
陈、曾鸿。

大芝加哥地区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讲座第三讲成功举行
北美时间2021年9月3日晚（北京时间9月4日清晨），大芝加哥地区
南京大学校友会2021系列讲座第三讲《如何做好企业界及学术界职业发
展的准备？》在芝加哥校友会叶雨佳副会长的主持下成功举行。这次讲
座由大纽约南京大学校友会积极支持合办。
受邀的嘉宾有企业界代表戴晗博士和宁登博士；以及学术界代表吕涛
博士。

连云港校友会发起99公益日募捐活动
9月7日，“99公益日连云港市南京大学校友会邀你一起做好事”
启动仪式在连云港美术馆大门前举行。连云港校友会会长刘平昌、
市慈善总会副会长刘娟、团市委副书记陆叶、连云港校友会秘书长
张思山、执行会长刘曙光、副会长张兴国、王元伦、张传兵、副秘
书长周永荣等30多位南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募捐启动仪式。
活动前后共有500多人次参加，募集善款20000多元。

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协会“未来之旅”圆满落幕
9月25日，南京大学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行业协会“未来之
旅”在有着“中国最美小镇”的南京江宁区未来科技城隆重举行。
未来科技城管委会黄垠中主任、协会会长董晓军、秘书长周海鹏发
言，南京大学商学院宋哲教授对工业大数据与智能制造进行深入讲
解。

高校校友荔枝合唱团正式宣告成立
9月29日晚，高校校友荔枝合唱团在广州天河文化艺术中心正式
宣告成立。合唱团主要召集人、南京大学校友陈锐军主持仪式。今
年9月，原高校校友合唱团进行了重组，由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
汉大学三所高校广州校友中的合唱爱好者共同发起，广泛吸纳高校
的精英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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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甘肃校友会40周年庆祝活动
暨第三届理事会换届大会圆
满举行

喜迎建党百年 助力母校一流
湖南校友会召开换届大会
7月17日，“喜迎建党百年，助力母

9月19日，南京大学甘肃校友们从甘

校一流”——南京大学湖南校友会2021年

肃各个地方奔赴兰州举行南京大学甘肃

年会暨换届大会在长沙召开，南京大学党

校友会成立40周年活动。参会成员包括

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南京大学发展与

会长王大桥、副会长闫新力、副会长王

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

俊科、秘书长徐毅成、副秘书长杨金龙、

张锁庚、副秘书长唐泽威、南京大学政府

副秘书长赵姣龙等。

管理学院副书记周恒、南京大学广州校友

本次活动是南京大学甘肃校友会借母

会负责人张顺祥、戚天辉，以及北京大学

校120周年校庆之际，在疫情之后举行的

湖南校友会会长邓映如、东南大学湖南校

首场线下庆祝活动。首任会长吴宝善先

友会会长乐根成等出席会议。

生已经89岁，当天也亲自莅临现场，为
校友和后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介绍。

无锡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
2021年第一次扩大会议
南大双创办领导莅临郑州共
同商讨南京大学创新创业大
赛中部赛区可行性
9月8日南京大学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工
作办公室领导莅临郑州，与河南校友会主题
讨论南京大学创新创业大赛中部赛区可行性。
南京大学于2020年已成功举办第一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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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上午，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第
四届理事会2021年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长广
溪宾馆会议室顺利召开。校友会理事代表及
特邀代表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常务副会
长、秘书长葛宗亮主持。
首先，刘晓苏会长致辞感谢并介绍了
2021年校友会的重要活动。 随后，葛宗亮

京大学励行杯全球校友创新创业大赛。大赛

介绍了第五届理事换届大会暨校友会成立20

旨在为南大校友创新创业提供展示、交流、

周年庆祝大会的初步筹备事宜，参会代表们

融资的平台，助力校友双创事业的高质量发

对筹备事宜开展讨论，并对下半年活动进行

展。

安排部署。

校友组织迎新送新活动

青岛校友会2021
迎新送新活动顺利举行
9月11日，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2021年
迎新送新座谈会在青岛高园建设会议室顺利
举行。南京大学青岛校友会会长毕兆雁、校
董李淳朴、秘书长徐涛、副秘书长张修忠、
医学分会代表闫鹏作为资深校友代表，与20
余名南大新毕业和新入学校友深入交流，分
享生活与学习经验。座谈会由2017级孙严校
友主持。

2021年南大福建校友会
欢送新生纪实
9月25号， 南大福建校友会延续“一只箱
子一本书，带着校训去南大”的传统活动，由
新生、毕业校友、在校生三方结对子，将校友
会的关怀第一时间传送给学弟学妹们。
今年共有73名闽籍新生（厦门单列）被南
大录取，人数创近些年新高。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书籍换成了兼具南大和福建特色的物质文
化遗产浦城剪纸。同时，鉴于防疫需求，校友
会为新生们准备了贴心的防疫物品四件套。

无锡校友会举行2021年度
迎新活动暨校友商会发展交流
基地落成仪式
9月11日下午，在湖畔风景秀丽的千草苑，
南京大学无锡校友会举行2021年度迎新活动暨

风华正茂-2021南京大学

校友商会发展交流基地落成仪式，2021届来锡

常州校友会迎新活动

工作的部分新校友、南大无锡校友商会的部分

9月19日 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在常州科

会员共计4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南京大学无锡校友商会发展基地落成仪式，

教城举行了2021迎新活动。本次聚会共70
余名校友参加。南京大学常州校友会创始会

由商会秘书长任华亮主持，任华亮介绍了校友

长、常州市原副市长周亚瑜分享了常州科教

商会发展交流基地的筹备情况。南京大学无锡

城和常州校友会创建的经历。

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葛宗亮对新校友的到来表示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南京

了欢迎，并为新校友们介绍了南京大学无锡校

大学法学院、商学院、环境学院、医学院及

友会的历史与相关活动。

常州校友会各分会纷纷发来视频祝福，宋江
会长为晚宴致开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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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迎中秋
2021年南大上海校友会月饼DIY活动
千里婵娟话此情，手作月饼寄相思，9月11日下午，一场盛大
的月饼DIY活动圆满举办。作为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南大当婚俱
乐部”经典招牌活动，每年月饼DIY都会吸引众多校友参加。今年
也不例外，近40名校友从上海各区域赶赴活动现场。

南京大学广州校友举办中秋联谊活动
9月18日，南京大学广东科技界、教育界的知名校友在广州市
进行了中秋联谊活动，共40余人盛装隆重出席。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邹亚军发来致词祝贺。南京大学发
展与校友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通过视频连
线的方式与现场校友进行互动并表达了节日问候。

我校联合举办庆中秋文化交流活动
9月19日下午，南京市海外联谊会、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联合南京大学等8所驻宁高校共同举办了“月明南京·云端庆中
秋”文化交流活动。活动通过网络直播，来自意大利、英国、德
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36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在线
参加。校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发表祝福致辞。

纽约校友会“学术成功之路”中秋迎新主题会
2021年9月25日，南京大学纽约校友会联合大纽约地区七所
高校校友会以及南京大学法国校友会共同主办了中秋迎新主题交
流会。在本次活动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教授，
诺贝尔奖得主Dudley Herschbach博士，以及来自法国科学院的
RNA领域资深院士Eric Westhof博士，还邀请到两位特邀嘉宾主
持，中国蓝驰创投专注于生物科技的副总裁别西博士，以及纽约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教授岳振宇博士。

天津校友会送月饼、访校友、迎中秋
2021年中秋前夕，天津校友会按传统为天津校友送上月饼礼
盒，欢庆佳节。天津校友会秘书长孟祥雷、副秘书长王智代表校
友会拜访老校友，向老校友表示慰问并赠送月饼礼盒。
天津校友会李颖华、肖庆林两位校友统筹安排，协助校友会向
全体2021年新来津工作校友赠送礼盒，欢迎新校友加入天津校友
会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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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组织活动
捐赠记事

9月14日，南京大学“志坚奖教金”捐赠设立仪
式在我校鼓楼校区举行。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数
学系84届系友徐志坚，南京大学副校长王志林，以
及教育发展基金会、数学系相关同志出席了仪式。

南京大学设立志坚奖教金

仪式由南京大学数学系党委书记马进军主持。

校友动态

祝贺！紫金全兴青年学者张徐祥教
授荣获科学探索奖

南京大学校友刘靖康
将成为科创板首位90后创始人

9月13日，第三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

刘靖康，南京大学2010级软件学院校友，

正式揭晓，2020年度紫金全兴青年学者、南京

全景影像品牌Insta360创始人，获第二届中国

大学环境学院张徐祥教授获得能源环保领域的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亚军，入选

“科学探索奖”，这是继2019年度紫金全兴青

福布斯亚洲“30岁以下杰出人物榜单”和福布

年学者朱嘉教授之后，再一次获得此项殊荣的紫

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被授予第十

金全兴青年学者。

届“中国青年创业奖”，教育部首届创新创业

张徐祥，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英才奖。

博导；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军旅填词家--南京大学文学院校友
许诺
南大百年教育世家：
五代为师，薪火相传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
时空”《错位时空》的这句歌词，描绘的是今

在第37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医

天的青年人和百年前的青年人在一片星空下的

学院副院长沈苏南家庭被推选为教育部首批百

隔空对话，出自于南京大学文学院2002级本科

个教育世家之一。这个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教

校友许诺。

育世家，五代为师，每个人都奋斗在教学的第
一线。2018年，沈苏南荣获南京大学“我最喜
爱的老师”称号。

许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军专业创作员、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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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播报

认证及访问数据
已认证校友总数

46800人
祝贺！南大苏州校友企业苏州康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新建细胞制品研发项目开工

月新增认证

357人

本月页面访问量（PV）

2021年9月28日，南大苏州校友企业——苏

42402次

州康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建细胞制品研发项目
在苏州生物产业园举行开工仪式。南京大学苏州

本月独立访客数（UV）

校友会会长徐炜政应邀参加。康璟生物于 2021

3006人

年初在 BioBay 成立，其自主研发的 AAV 细胞
和基因治疗平台和 GMP 生产平台在细胞和基因

活动预告
2021年度南京大学

扫一扫
加入“南大
人”

组织入驻及运营

治疗领域有核心突出优势，拥有超过 10 个自主
研发细胞和基因治疗项目。

“南大人”
运营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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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校友会迎新活动
时间：10月23日9：00-16：30
地点： 苏州甪直古镇下塘街115-2号

“药石杯”第二届南大化院
校友师生乒乓球赛通知
时间：2021年10月23日 9:30 - 16:30

大气科学学院07级校友毕业
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21年10月23-24日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大气学院

地点：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方肇周体育馆

2021年度南京大学
返渝校友迎新活动
时间：10月24日（周日）14:00-21:00

欢迎新校友来津·五大道主题骑行活动
时间：2021年10月24日 9:45
地点：天津音乐厅前（广场）

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法国水师兵营旧址

2021年南京大学创新生·生物医药行
业专场招聘会
时间：10月25日上午10:00-11:30
地点：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二楼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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