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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1日下午，2019年“南

大论坛·双柏开讲”活动在双柏举行，

开幕式由中房华夏基金执行总裁、南京

大学校友朱洪儒主持。开幕式上，中共

双柏县委书记李长平围绕南京大学挂钩

扶贫双柏县以来全县在脱贫攻坚中所取

得的成效，近五年来双柏县经济社会发

展获得的成绩以及2019年“南大论

坛·双柏开讲”对双柏县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意义等方面致欢迎辞。江苏省政

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在

开幕式致辞上表示，南京大学将继续深

耕双柏县的定点帮扶工作，做到脱贫不

脱钩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持

续对接双柏发展需求，在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人才帮扶、教育帮扶、智力帮扶

等方面精准发力，与双柏人民一道，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双柏乡村振兴。

“校友在哪里，南京大学就在哪里”——吕建校长出
席河南校友座谈会

南京大学倾情帮扶双柏2019年
“南大论坛·双柏开讲”活动
成功举办

    6月12日下午，中科院院士、

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南京大学副

校长王志林，南京大学计算机系

与软件学院党委书记武港山，南

京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龚跃，在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与南京大学河

南校友会校友代表举行了亲切融

洽的座谈会。河南校友会会长王

万田、河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谷晶中等校友参加了座谈。座

谈会上，吕建校长认真聆听了校

友代表关于所学专业、工作概况、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
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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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4日，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

规划课题2017年高校校友工作专

项课题中期检查工作会议在南京

大学召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

秘书长、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郝清

杰出席会议并致辞。校友工作研

职业发展规划的介绍，对河

南校友立足工作岗位，持续

发扬南大“诚朴雄伟，励学

敦行”的优良校风，时刻保

持昂扬的精神状态表示赞扬。

吕校长从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向校友

们讲述了母校的发展规划。

究分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胡炜，校

友工作研究分会监事、华北

电力大学校友会常务副秘书

长聂国欣，评议专家、课题

组成员等80余位专家学者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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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毕业典礼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毕业典礼

历史学院毕业典礼

软件学院毕业典礼

信息管理学院毕业典礼

社会学院毕业典礼

政府管理学院毕业典礼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毕业典礼

海外教育学院学院毕业典礼

数学系毕业典礼

环境学院毕业典礼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毕业典礼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典礼

大气科学学院毕业典礼

艺术学院毕业典礼



南京大学举行201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张志宏校友
做“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主题演讲

    六月南雍，骊歌唱起。6月18日，南京大学2019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

授予仪式在仙林校区体育馆举行。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

金波出席并寄语毕业生“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做“青春接续奋斗 前路砥砺驰

行”的主题演讲，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宣读了有关决定。仪式由南

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主持。

   “做最好的自己，做更高大的自己，做对家庭国家和人类有更大贡献的自

己。”胡金波在视频中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心语，“我为你们鼓掌、为你们壮

行。”他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中的歌词寄语毕业生：“无论你们走到哪

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吕建做“青春接续奋斗 前路砥砺驰行”的主题演讲。

他代表学校祝贺学业有成的毕业生们，并衷心感谢为同学们成长付出心血与

汗水的教职工和家长们。

    南昌同创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学院88级校友张志宏代表

校友致辞。他深情回忆了自己进入南大求学的心路历程，并分享了自己创业

打拼的初心与历史。他感谢母校给予自己性格与品德的滋养，并结合校歌歌

词阐述了自己对理想与生活的理解，强调“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

活”。致辞最后，他祝愿南大每一个青年的理想都能不断孕育出高贵的精神

与非凡的智慧，去引导、定义人生永恒的成功。

   2019·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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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美专栏

n 访美团成员

薛海林           党委副书记

张晓东           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

张竹青           发展委员会基金部副主任、

                         教育基金会  （美国）理事

张锁庚           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

                         教育基金会  （美国）理事

杨   雷          93级社会学院校友、垠坤集团董事长

沈萌萌           96级社会学院校友、垠坤集团执行总裁

n 主要任务

1.  召开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会2019年工作会议；

2.  访问旧金山、西雅图校友会以及拜访重点校友（ 79级物理系校友、苹果公司副总裁仲正中）；

3.  联络海外校友，推进“校友经济”，筹备南京海外校友服务中心海外站点；

4.  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人才引进等工作。

n 工作成果

    本次访美期间，代表团走访了旧金山和西雅图两个美国科技中心城市，并在旧金山校友会、

西雅图校友会的组织安排下，与在谷歌、facebook、苹果、微软、亚马逊等世界领先公司工作的

120多位校友进行了8场交流和座谈，完成了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会2019年度工作会

议。 代表团向海外校友介绍了南京大学最新发展战略、人才引进政策、苏州新校区的建设规划，

以及联络海内外校友主动参与南京市推进和发展校友经济的一系列成果和举措，并围绕如何建设

南京海外校友创新服务中心，征询了相关有意回国发展的校友和校友企业家的意见，与旧金山湾

区校友会、西雅图校友会专题讨论了合作创建南京海外校友服务中心海外站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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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美专栏

n 行程安排

6月20日

上午：到达旧金山 
下午：参访谷歌、Facebook、参加旧金山校友聚会

6月21日

上午：与旧金山校友会商谈 “南京海外校友服
务中心海外站点”筹建工作及校友经济合作事
宜
下午：参访苹果公司、参加旧金山创业校友座
谈会、与苹果公司校友餐叙并深度交流

6月22日

上午：从旧金山前往西雅图
下午： 考察微软公司，与西雅图部分校友代表
座谈、与基金会理事会面、餐叙，商议基金会工
作会议议程

6月24日

上午：参观亚马逊公司、返程

6月23日

上午：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会会议；
中午：西雅图校友聚会及座谈会
下午：与校友座谈回国发展、“校友经济”
晚上：全美校友会与校友总会商讨设立校友总会
秘书处海外工作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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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4日，正值广东省高考放榜日，

由南京大学珠海校友会牵线，南京大学广东地区

招生工作负责人、数学系党委书记一行拜访了珠

海市一中，详细介绍了南京大学的历史与现状，

并欢迎珠海优秀学子前来南大求学。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珠海市一中副校长袁长林等负责

人代表一中向南大授牌表示感谢，并表示非常愿

意为南大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据悉，珠海市一中每年都为南京大学输送优

质生源，而在2019年高考广东省文理科前50的100

名考生中，珠海市一中共有12人入围，在全省学

校排名中排第二位，占比12%。 双方还就其他合

作事项进行了友好磋商。

6

   招生季

珠海校友会|每年输送优质生源，南京
大学给珠海一中颁发奖牌

连云港校友会协助南大连云港招生组招生咨询
宣传工作

    6月25日至26日，连云港市2019高校招生咨询会在

江苏新海高级中学举办，南大连云港招生组与连云港校

友进行了多次密切接触。 6月26日晚，豪森制药副总裁

吕爱锋、豪森制药副总裁赵军军两位南大校友主持欢迎

南京大学连云港招生组工作会，南京大学副校长王志林，

南京大学海教体党委书记冯维波、网络教育学院书记陈

广霞等南大连云港招生组及金陵学院连云港招生组人员

出席。王志林副校长介绍母校近期发展及今年招生情况，

吕爱锋校友汇报了豪森制药的发展情况及南大校友在豪

森制药的工作情况。 

    6月27日上午，南京大学连云港校友会副会长刘曙

光代表连云港校友会专程来到江苏省新海中学高校招生

咨询会现场看望南大连云港招生组成员并合影留念。

    6月27日晚，中复联众总经理、南大连云港校友会

副会长乔光辉在中复连众大厦会见南大连云港招生组成

员，乔光辉总经理欢迎感谢南大连云港招生组来连云港

招生宣传，感谢母校对校友的关心支持。

东莞校友会协助南大东莞招生组
招生咨询宣传工作

河南校友会到招生
现场，助力母校招
生工作

惠州校友会副会长、志
愿服务队队长、02商院
谈小君，  跟招生组取
得联系，出一台车辆和
相关人员配合母校在深
圳、惠州的招生工作。



 中国宜兴陶艺家作品南京首展在南大开幕

    6月9日上午，“宜窑逸色·中国宜兴陶艺家作品展”在南京大学美术馆盛大开幕。

此次展览由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宜兴市文广电和旅游局、宜兴市陶

瓷行业协会共同主办，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宜兴宜窑逸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南京

大学紫砂文化校友会等联合承办。开幕式由南京大学紫砂文化校友会执行会长、江苏

省宜兴紫砂工艺二厂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击波主持。  薛海林、南京大学校友总会张锁

庚秘书长、姜击波共同为参展陶瓷艺术家颁发南京大学紫砂文化校友会的艺术顾问聘

书。宜兴陶艺家们向南京大学博物馆捐赠了艺术作品。

    6月22日下午，上海校友会股权投资分会举办年内

第三次活动。本次活动针对股权投资行业的年轻校友，

主要围绕大家在职业发展规划中遇到的困惑、如何在行

业的低潮期提升个人竞争力为事业长期发展做好充分准

备进行。活动特别邀请到三江资本创始人杨翠华校友分

享个人成长经历。

上海校友会股权投资分会与法律分会联合举
办“科创板论坛”

旧金山湾区校友会携手东南大学硅谷校友
会共同承办南京创新周-硅谷站乡情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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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新区校友会校友开年会、搭台促双创

    6月15日晚，在美国硅谷圣克拉拉会展中心举行

的南京（美国地区）校友会暨乡情会上，包括南京

大学，东南大学等十余所南京高校硅谷地区校友会

负责人及校友代表，和来自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

者联合会、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生学生会、北

京大学北加州校友会、上海交大硅谷校友会等多所

世界知名高校的校友会负责人和代表共聚一堂，共

同关注南京近年来的发展成果，对今后南京建好海

外“校友圈”，扩大国际“朋友圈”，助力城市发

展进行了分享交流。

    6月15日下午，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会首届年

会暨双创论坛在江北新区医药谷举行。南京大学校友

总会领导、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友会骨干校友齐聚一

堂，出席本次活动。本次年会旨在汇聚更多南京大学

校友共同回报母校、助推江北新区经济发展。南京大

学校友总会秘书长张锁庚致辞，他表示南京大学江北

新区校友会是南京大学响应政府号召，关注“校友经

济”而成立的特色校友会，希望南京大学江北新区校

友会能凝聚更多的优秀校友企业，成为校友上市公司

集聚地。

安徽校友会 2019年中慧见论坛成功举行

    6月23日下午，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2019年中慧

见论坛在合肥市刘园古徼州文化园成功举行，到会

者有110多人，其中30多位来自各兄弟校友会。此次

慧见论坛选定两个话题: 一是目前风头正劲的文创

行业，邀请了业内大佬、常年在北京东莞工作的黄

启贤校友介绍，二是中美贸易战。

校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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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学院86级硕士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 2019.06.22-23

类型：秩年返校

l 哲学系85级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19.06.07-09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70人左右

l 95级信息管理系校友毕业2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19.06.07-08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26人左右

流程：7日在鼓楼校区聚会，下午3:00-4:00在知行

楼思源厅聚会，8日在仙林校区聚会

l 化学化工学院09届本科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19.06.15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90人左右

流程：下午2点半至6点在知行楼一楼志新厅聚会

l 信息物理系85级校友毕业3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19.06.14-16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30人

流程：6月14日报到；6月15日上午，鼓楼校区交流

参观，与老师座谈（物理楼356室）；下午参观校园；

6月16日上午参观仙林校区校史馆；下午中山陵游玩。

l 环境学院09届校友毕业10周年返校聚会

时间：2019.06.29

类型：秩年返校

人数：40人

流程：下午在思源厅聚会

l 中美文化中心-戚克栴校友（95届，望华资本创

始人、总裁）奖学金捐赠仪式

时间：2019.06.04

类型：捐赠仪式

校友返校

1991级校友周泉泉：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用镜头记录时代

    今年6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周泉泉同志为拍摄

《热血边关》第三季，带队赴广东珠海担杆岛采访，

途中被落石击中因公殉职，年仅46岁。周泉泉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忘我的工作态度，用生命诠释了对

新闻工作的无限热爱。

    周泉泉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她的父母都是青

藏高原的军医。1995年，周泉泉从南京大学毕业，

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中央电视台社招考试，并于1996

年正式入职中央电视台，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进

入中央电视台后，她参与过《读书时间》节目、

《半边天》栏目组、直播谈话节目《夜线》等，还

制作了一些包括《热血边关》在内的优秀节目。其

中，《记得我爱你》和《星星点灯》两档节目在首

届“中国全媒体公益年会”上均获得公益特别节目

的最高奖——最佳作品奖。

    央视短评：在增强“四力”中勇担使命。“天

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在周泉泉的

个人主页上，留有这样一句话。这句泰戈尔的名言，

也许就是她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做人的态度。脚下沾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周泉泉真正做

到了迈开双脚丈量大地，打开镜头记录时代，开动

脑筋深入思考。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才能写出带

露珠、冒热气的作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写就无愧于时

代的精彩华章。她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自己最

热爱的广电事业，倒在她最有归属感的军营里，她

为世人留下的一部部铿锵有力的作品，就像一束光，

照亮我们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