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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真诚期待愿意分享自己近况的校友，用简短的文字和照片将您想分享

 的信息寄给我们选登。
欢迎您将这份小刊转发给我们无法投递的校友，也欢迎失去与母校联

 系的校友将自己的信息告诉校友总会以重新取得联系。
如果您不想收取这份荟萃或者希望更新您在校友总会的资料信息，或

 者有任何其他建议或意见，请发送email到alumni@mail.sysu.edu.cn或者
 邮寄到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大钟楼205校友会资源拓展部

 （510275），也可致电020-8411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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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荟萃  No.3栏目导读
•卷首语
•编来读往
•要闻聚集
“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最大的实际

•母校新闻
广东首个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在我校分离培养成功
我校与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学联盟签订共建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合作意向书
全国千名长江学者我校占20余人

•简讯速递
校友总会新闻
各地校友分会新闻
校友新闻

•校友近况
物理系 91级 张晓晖
物理系

 
91级

 
国家重点学科基地加强班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01级

 
莫国勇

•服务指南
•影视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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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函 选 登

编 来 读 往

3月底刚回了母校，主要是看今年毕业的博士有否愿意来云南工作的，结果还不错。衷心
祝愿母校兴旺发达！

 

——gdrgao
答：欢迎更多的中大校友回来招聘人才，让我们所有在事业方面星火传承。

很高兴收到这么亲切精美的荟萃，谢谢！还记得今年年初李萍副校长到珠海来参加校友
茶话会的情景，她的亲切、她的鼓励给了新参加工作的校友们温暖和信心，让我们深切
感受到了母校对校友的关怀。再一次为身为中大人而自豪！

 

——黎彩丽
答：总会经常有与师弟师妹或校领导相聚的活动——我们将邀请校友回校和师弟师妹座谈，

 每年的值年活动，校领导们也都会参加，与大家一起庆祝。

谢谢你们提供的资讯，我觉得关于校园较大型讲座、论坛的信息，对于我们这些广州校友比

 较有用，有空的话还可以回去听听。同时，我也希望校友会能够提供更多关于毕业后再进修

 课程或培训的信息。谢谢~收集如此多的信息，你们辛苦了~~       ——08届校友

 

麦小雅

我是中山大学99信科院计算机科学系本科的，2003年毕业。特此更新我的信息，希望能收到

 母校各项活动的信息，:-)。

 

——杨扬

答：《新闻荟萃》希望尽量能提供更多的讲座、论坛、聚会的信息给已经毕业的校友。但

 由于很多讲座只是提前2~3天预告，因此未能尽录。各位校友可以登录校友总会网站，查看

 首页左边的活动日历（也可从主菜单“新闻信息”下的“活动预告”进入）。

http://alumni.sysu.edu.cn/
http://alumni.sysu.edu.cn/suaa/activit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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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来 读 往

亲爱的母校：非常感谢您没有把我忘记，虽然已经毕业一年，但是现在还时常想起母校
的包容与美丽，想起痛并快乐的研究生生活，想起严厉的导师！是母校孕育了我的今天，
是母校给予了我荣耀，我想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将为我骄傲！让我们携手努力，
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袁芹

谢谢母校关心。毕业近一年。我会努力工作，不给中大丢脸。

 

——覃美琴

谢谢校友会发来母校的信息。刚毕业时，因在广州工作，可经常回母校看看。如今，离开广州，

 回去的次数也少。不经意间，收到校友会的来信，真是不亦乐乎。中大的三年，是激荡的三年。

 中大的传统和现代冲击着思想，中大的学习和交流扩展了视野。愿母校坚持特色，不断发展，愿

 校友会不断壮大，团结有力。

 

——02级化学院

 

曾华桦

非常感谢您们的辛勤付出，制作了第二期这么精彩的《新闻荟萃》，谢谢。尽管已经离校，我们

 仍然会在空闲的时间回到母校走走，每次走进校园，都油然而生一种骄傲。我是在“中东”呆四年

 了，所以对南校区总有一种离舍的感觉，仿佛就是游子，总在夜深人静时百般的思念南校区，思

 念自己的根。所以当离校后，还能继续受到来自母校的信件，心情颇为激动，同事们更是羡慕不

 已。再次感谢您们的百般辛苦劳作，谢谢。

 

——杨理城

答：每个校友，都是构成母校声誉的一分子，也谢谢校友们为母校增誉。

来 函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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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收到校友总会发来的中大新闻荟萃。这本电子刊物办得很精彩，让离开母校的
校友们不仅及时了解到母校的发展动态，而且也感受到母校的关怀。

 

你的校友工作做
得很到位，工作能力很强! 加油！再次感谢!        ——萍
答：校友工作是属于每一位校友的，我们将努力做得更好。

我是2008年从中大中山医学院毕业的一名博士，5月份开始在无锡工作，很高兴接到您们的来信。

 我去年毕业后在海南工作，刚看到在海南的那次校友会的照片，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校友在海

 南，当时不知道那次聚会，如果知道的话，也希望能够参加。不知无锡这边有没有中大的校友？

 有的话，希望有机会见见啦！感谢您们为校友会做出的努力！
答：希望更多的各地中大校友能够通过这份小刊联系上，走到一起。

我是08届的毕业生。为了确保更多我的校友们能够收到宝贵的校刊，特此麻烦你们添加这些邮箱

 地址（编者注：地址略），麻烦你们了！我现在在英国读硕士。今年也将毕业。回国以后想开始

 给刊物投稿。希望有更多这样互动的机会~             ——万希晨
答：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和期待各位校友将自己或班级的近况，无论大小，只要是值得喜悦的，

 都寄给我们，通过《新闻荟萃》展示给大家，一起分享。

编 来 读 往

来 函 选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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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大洋对岸的母校寄来的刊物，我激动不已。我是08年毕业的公共关系专业的，现
在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攻读市场营销硕士学位。毕业一年，在新的国度过上忙碌而
充实的留学生活，顾不上跟国内联系，这封从母校发来的信就如久旱逢甘露般，让我
感到与国内的一线联系。在这里我只想表示感谢！希望此刊越办越好！我也真诚期待
下一期的到来！

 

—— Ophelia Liang 梁绮文
答：出门在外都很不容易，希望这份小刊能给正在拼搏奋斗的校友带来一丝温暖。

谢谢中大，谢谢，谢谢……附件是我们84生化的通讯录，请记得帮我们UPDATE哦！每次都收到

 学校发送过来的邮件，很开心，很感动。不知道我们班其它同学也可以分享？请群发给所有的同

 学，让我们分享中大的一切。每次看到中大的消息，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开心和温暖。我本人非常

 喜欢中大，尤其是那绿树成荫的道路和曲径通幽的小路，都给我无穷尽的回忆。毕业之后，我也

 经常回中大。我现在住的地方，也非常像中大的环境。我们班同学还经常聚会，帮助有困难的同

 学，我非常怀念这份4年的快乐友谊。我们04年的聚会最开心，08年的聚会最难忘。个个同学坐

 在小礼堂里面，看着PPT的照片，都后悔自己没有发送照片给大会了，也觉得PPT的每张相片怎么

 都像自己呢。

 

——84生化校友
答：谢谢这位校友将全班的通讯录寄给校友会更新数据库和邮件列表。欢迎更多的班级热心人与

 我们联系，也欢迎你们分享班级聚会活动的欢乐情景。

来 函 选 登

编 来 读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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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最大的实际
——汪洋书记出席我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校领导班子分析

 检查报告讨论会

6月10日下午，我校在南校区小礼堂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校
 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讨论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出席了讨论会。

在听取了郑德涛书记关于“我
 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开展情况的汇报，和黄达人校长

 关于“我校建设发展”的汇报，以

 及校领导班子就“分析检查报告” 
展开的讨论之后，汪洋书记做出

 了相关评价，并对我校“深入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中山大

 学建设发展”指明了有关方向。

要 闻 聚 焦

汪洋书记（前排左五）一行在校领导陪同下观看介绍我校的电视短片

 
前排就坐者：胡泽君（右二）、徐少华（左三）、郑德涛（左四）、

 
黄达人（右三）、魏建飞（右一）、方锐（左二）、罗伟其（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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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书记在讲话中用“五个新”高度评

 价了我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的

 新发展：“新水平，新成效，新跨越，新

 面貌，新成果”。他指出，党的十七大确

 立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的重大战略方针。对于广东而言，抓教育

 就是抓广东的未来，而高等教育应该说是

 整个教育事业的火车头。汪洋指出,当前

 我省高等教育以及中山大学都面临新的良

 好发展机遇, 去年12月底，国务院批准通

 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要以新的思维和机制推动高等教

 育发展上水平,加大对国家重点建设大学

 的支持力度,到2020年,建成1至2所国内一

 流、国际先进的高水平大学。作为我省高

 等教育领头羊的中山大学,应该责无旁贷

 地肩负和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中山大学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必须与“培养什么样的人” 
联系起来：对中山大学来说，‘培养什

 么样的人‘就是最大的实际。”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最大的实际
——汪洋书记出席我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校领导班子分

 析检查报告讨论会

要 闻 聚 焦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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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首个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在
 我校分离培养成功

5月25日,广东首个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在我校中山医学院热带病防

 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迅速分离成功。基因序列测定的初步结果表明，该

 病毒与美国分离株以及中国四川分离株高度相似，其中与达菲敏感性相

 关的基因位点并未变异，提示其仍可能对达菲类药物敏感。

该毒株的成功分离及其培养体系的建立，对深入了解本次流感流行

 的病原学规律，疫苗预防策略和快速筛查检测方法的改进，以及抗流感

 新药研制等工作具有关键意义。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 校 要 闻

不费分毫，回馈母校——中大人身份的象征

 

校友信用卡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302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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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学联盟签订
 共建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合作意向书

6月8日至11日，法国民用核能工程师教学联盟（FINUCI）一行到访我

 校，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创建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的合作意向书。

 根据意向书，双方将以中法两国政府扶持、大学企业通力合作的形式，于

 2010年9月在我校珠海校区建立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每届招生约100人，

 学制六年。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 校 要 闻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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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千名长江学者我校占20余人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教育部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于1998年共同启

 动实施的高层次人才计划，至今已开展10年，其设立宗旨是“延揽学界

 精英，造就学术大师，带动学科建设，赶超国际水平”。目前，该计划

 已成为知名的人才品牌和国家重点实施的高层次人才计划，“长江学者” 
数量也已经成为一个地区、一所高校极具显示度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学校

 层次的标志性成果，成为进入国家级创新团队人才队伍的必须组成要素。

 截至2008年，全国共有115所高校聘任了1308位长江学者，17位专家学

 者获得“长江学者成就奖”。目前，我校累计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20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5人。

 （整理自互联网及本校网站）

母 校 要 闻

又讯：去年，我校共有4人获聘为入选长江学者，在最近结束评审

 中，我校又有7名长江学者候选人通过遴选，正在公示。杰青也有7人

 进入最后的答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开展的广东省珠江学者

 遴选共评审通过8所高校推荐的16位人选，我校推荐的7位候选人全部

 入选。

母校建设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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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多样人生成功路
——“不同的职业道路同样的成功人生”校友论坛成功举行

5月26日晚，由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外国语学院、岭南学院联合

 主办，外国语学院团委承办的“不同的职业道路

 
同样的成功人生”校

 友论坛邀请到两位92届的校友。
他们分别是：外语学院德语专

 业校友、深圳市泰鲸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山大学校友金融投

 资论坛副主席王忠青先生；岭南学

 院校友、香港知名金融机构第一上

 海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中山大学校友金融投资论坛副主席

 邱红先生。两位校友介绍了他们的

 工作情况并分享了宝贵的求职经验

 和职场心得。

校友总会许东黎秘书长、外国

 语学院党委副书记曹新、岭南学院

 党委副书记余立人参加了论坛。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总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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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届毕业班植树寄情

自4月22日中山大学2009年“爱
 我母校”毕业生主题活动启动以来，

 各项相关服务活动有序开展。近

 日，各校区分别组织了毕业班级的

 植树活动。

6月11日和12日，南校区一共6

 个班级分别选种了较易成活的高山

 榕、细叶榕以及樟树等，东校区两

 个班级于6月20日在东校区种植麻

 楝，所有种植树木都将进行挂牌以

 纪念此次活动。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总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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谆谆教诲理，深深学长情

——记79级化学院校友孙大海校友面对面讲座

2009年6月12日星期五下午三点整，由校友总会主办，化学院团

 总支、学生会承办，面向全校范围内的“只要坚持就能取得成功—— 
79级化学院校友孙大海校友面对面讲座”在南校区丰盛堂准时开始。

孙大海现任厦门火炬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兼任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侨台外事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多项职务，是化

 学院杰出的校友之一。孙大海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结合了就业指导课

 中关于创业的内容，给同学们做了详细深入的指导，使同学们受益匪

 浅。

简讯速递·总会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661


简讯速递·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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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校友会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促进校友间交流互动，巩

 固校友资源共享平台，增强校友会凝聚力，由QQ群发起的联谊交流活动于

 6月27日下午在三水区举行，来自市、五区的近40名校友相聚三水，赛篮

 球、品美食、共欢歌。

佛山校友会欢聚三水 佛山校友会通讯员

 
彭迪丽

下午四时，各区校友抵达三水中学高中部篮球

 馆，开始了本次联谊活动的开幕之战——篮球友谊

 赛

 

。比赛分为三水队和市、区联队

 

，最后客队以

 66：47取胜。

 比赛结束后，校友们在三水区乐平镇副镇长

 黄汉云学长的率领下前往森林公园，一起品尝那里

 的农家美食，清香可口的鸡肉粥、爽口劲道的炒河

 粉、鲜美入味的鸭肉煲……席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大家共忆校园故事、畅谈职场心得。有些校友虽是

 初次见面，但格外亲切，大家都双手紧握、由衷感

 叹“终于找到组织了！”

 随后，校友们同去卡拉OK，各路高手使出看

 家本领，一展歌喉。歌声、掌声、叫好声，声声不

 断，让大家十分尽兴。校友们纷纷对这种以文体活

 动带动校友交流的形式表示赞赏。大家表示，希望

 以后能把这类活动继续开展下去，把校友会真正打

 造成校友之家！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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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南宁校友会举行换届大会

2009年5月23日，中山大学南宁校友会在南宁良兵酒店举行换届

 选举，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校友会机构组成人员。72级经济系校友、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蒋济雄当选会长；82级化学系校友、南宁

 市政协副主席崔建国当选第一副会长；76级中文系校友、原广西艺术

 学校校长王焕国当选副会长兼秘书长。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美东校友会罗斯福岛春游

中大美东校友会于2009年5月10日（母亲节），在纽约市的罗斯

 福岛（Roosevelt Island）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春游活动，有将近100

 名校友及家属参加。活动中，校友们一起野餐并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随后大家一起漫步小岛，欣赏美景并在罗斯福岛的灯塔前留影，作为

 珍贵的纪念。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461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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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深圳研究院举办高端精英
 保健与健康管理酒会

5月27日，中山大学深圳研究院与EMBA中心等在星河丽思卡尔顿

 酒店举办了“迎端午，高端精英保健与健康管理酒会”。由北大深圳医

 院院长、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蔡志明主讲健康管理最新常识。

到会有50多人，深圳市高新办领导、研究院罗院长以及相关校友

 相聚一堂，分享健康心得。同时还进行了葡萄酒品鉴，相关专家作了

 讲解。

简讯速递·分会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52zsu.com/news/5a932f792111667101219e718a5407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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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校友会办晚会迎李延保教授

中山大学亚特兰大校友会

 于5月31日晚在副会长黄若磐

 博士府邸举办了欢迎我校前党

 委书记李延保教授的晚宴和聚

 会，共有校友和宾客五十余人

 参加。

李延保教授此行是应AIR（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的邀请前

 往亚特兰大参加年会并作《中国的高校教

 育状况》主题演讲。晚会的活动包括一个

 简短的欢迎仪式、鸡尾酒会、丰盛的晚宴、

 即兴节目表演、卡拉OK和舞会等。

中山大学前党委书记李延保教授

亚特兰大校友会会长王晓衡致欢迎词

简讯速递·分会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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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院85级校友毕业20周年聚会

2009年6月6日上午，管理学院1985级校友从各地重返校园，欢聚

 管院，举行毕业20周年聚会活动。院党委戴红晖副书记、兰宇副院长、

 李学柔老师、虞桦老师、吕雅璐老师、陈汉周老师、吉训仁老师、郭惠

 容老师、韦沛文老师、钟裕高老师、李福芝老师、校友办秦彧老师等出

 席了本次活动，代表管理学院向各位校友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

 候。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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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01级校友王卉获奥巴马接见

美国当地时间2009年5月9日晚，华盛顿希尔顿饭店举行白宫记

 者协会奖学金和新闻奖颁奖典礼，美国总统奥巴马接见了获得者。

这些精英人物中，既

 包括白宫记者协会奖学金

 的获奖人员，也有美国普

 利策新闻奖的获奖者和好

 莱坞当红影星。中山大学

 01级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

 王卉，现就读与美国密苏

 里新闻学院，由于在读期

 间表现特别优秀，也获得

 这个难得的机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白宫记者协会奖学金和新闻奖

 
获得者合影

 
中大校友王卉(左二穿旗袍者) 

简讯速递·校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3421


21

中大学子大二成百万富翁，从勤工助学开始

他是2007年贵州省雷山县理科状元，从大山里出来的他靠申请勤工助学开始了大

 学生活。但谁也想不到，短短两年，一无所有的他已拥有财富百万。他就是现就读于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大二学生潘文伟。

•创业动力：

 

“如果你了解父母的艰辛，你的成长就会比较

 快。”

高中时，生活完全靠在供电局上班的父亲的工资来维持。

 初入大学，申请了勤工助学。代理院服订做，赚了一万多块

 钱。 2008年，与深圳的朋友合作项目，赚取了人生中的第一

 桶金——50万元。 2009年3月，投资50万，进军新媒体产

 业，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应运而生。

•创业历程：别人在游山玩水，我在珠三角逛工厂

 在大一时几乎走遍了珠三角——东莞、中山、佛山、深圳、

 惠州……

“运气绝不是守株待兔等来的。”

•给同学的建议：

 

“不要轻易放弃学业。”

“除非天时、地利、人和，不要轻易放弃学业。”“把51%

 的精力放在学习上，把49%的精力放在创业上。”“珍惜在

 大学的生活吧，大学里的许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简讯速递·校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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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阳光，感受成长
—— 环境学院第六期成长论坛举行

5月25日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第六期成长论坛—— 
“品味阳光，感受成长”在东校区举行。地理系84级校友，现

 中山市天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方敏担任本次论坛的主讲

 嘉宾。论坛分为“重回母校，畅谈人生”、“走进天英，认识

 方敏”、“师生重聚，回首大学”三个环节。论坛后，管东生

 教授代表环境学院向方敏总裁赠送了其21年前的学籍表复印

 件。

简讯速递·校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east.sysu.edu.cn/shownews.asp?id=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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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物理系9191级级

 

张晓晖张晓晖

去年离开哈佛医学院回国发

 展，现于中科院上海生化和分子生

 物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他

 研究积累深厚，近期以第一作者在

 《Science（科学）》（此杂志的

 学术地位是属于最高的一类）杂志

 发表了一篇文章。

物理系物理系9191级级

 

国家重点学科基地加强班国家重点学科基地加强班
美国博士：张晓晖、胡琨（哈佛）、黄斐然、

 袁卓权、吴力

 

（除了晓晖，全部在美国）
英国博士：严锡裕（香港）
香港博士：冯永嘉（香港）
中国博士：曾戎、沈韩、熊正烨
硕士：其他人应该全部是

我们班16个人能够有这样的结果，我作

 为班长真是很欣慰，大部分同学和我保持很

 好联系。我们在中大时，也是连续三年获得

 全校前五名之一的优良学风标兵班。十多年

 后就是今天这样。
（分享者（分享者

 

: : 物理系物理系9191级级

 

吴力吴力

 

纽约哥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伦比亚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计算机专业计算机专业

 

0101级级

 莫国勇莫国勇

在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创业先进典型

 表彰大会上，喜获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创

 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他是广州火鹰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

校友近况

校 友 近 况

结婚、生子、工作变更……欢迎校友分享自己的经历。Email：alumni@mail.sysu.edu.cn

mailto:alumni@mail.sysu.edu.cn


服务指南

服 务指南

尊敬的校友：

您好！离开中大校园一段日子了，与昔日的校友各奔东西，你是否

 开始想念您的大学同学，希望或者正在准备策划一次班级聚会旅行以重

 拾当日情谊却苦于组织联系活动的繁冗而迟迟不能落实？

 校友总会响应校友的建议，牵手广东国旅下属的熊猫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推出“中山大学校友值年旅游计划”，希望能为校友分忧，使您组

 织班级值年旅游省心省力而又趣味横生！
详细旅游项目说明请点击此处，并下载附件查看。感谢您的关注！

 衷心祝愿您能享受快乐的值年之旅！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

 2009年6月5日

值年新选：无购物班级旅游

24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441


服务指南

•由于临近毕业生毕业典礼、离校时间，因此本期讲座预告

 暂停，如需查看，请随时前往校友总会网站“活动预告”栏
 目了解。

•下载专区新增中山大学校园原创歌曲CD专辑《向大海》、
中山大学校园原创歌曲CD专辑《毕业谣》。

•校友会刊新增《澳校友会25周年

 
特刊》、《中大美东通

讯（2008年11月）》可供下载。

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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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暑假将至，8、9两月的《新闻荟萃》将出合刊。

http://www.suaa.cn/suaa/activity.do
http://alumni.sysu.edu.cn/suaa/download_list.do?typeValue=204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xyhhk.do?coId=c6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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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南校区梁銶锯堂电影资讯

影讯：

《终结者4》 7月3日（星期五 ） 19：30 放映，票价 10元；

《寻找成龙》7月4日（星期六） 19：30 放映，票价15元；

《变形金刚》7月5日（星期天） 19：30 放映，票价 30元；

 
放映地点：梁銶锯堂

影 视 殿 堂

温馨提示：更多电影资讯总会网站每周二更新到活动日历，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alumni.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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