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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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alumni@mail.sysu.edu.cn
mailto:alumni@mail.sysu.edu.cn


2

新闻荟萃No.4
 栏目导读

•

 

卷首语

•

 

编来读往

•

 

要闻聚焦

中山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暨“立白杯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启动仪式

•

 

母校新闻
今年我校新增5位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中山大学2009届毕业典礼暨2009年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我校“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

 

简讯速递
校友总会新闻
各地校友分会新闻
校友新闻

•

 

服务指南
寻访专题网站上线·79级毕业三十年专题网站试运行
85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宣传
母校，你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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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来读往

• 离开学校后，还能收到母校的信息，真是开心！衷心地谢谢。
——刘树人

•

 

芝加哥大学的一部分校区有中大南校区中区的味道，在这里行走真有点重回母校的感

 觉。漫步在密西根湖畔，在如茵的草地上看夕阳西沉，恍惚间似乎回到20年前的6月，

 那时我们与母校告别，走向充满希望而莫测的社会。弹指20年，我们在生活中开始老

 去，但中大给我们的信念却使我们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祝福母校，一天天走向灿

 烂；祝福校友，一日日在平凡中书写不凡的人生；祝福我们的校友会和《校友荟

 萃》，如纽带般把康乐园和世界紧紧相连。

 

——谭斌

•

 

可敬的校友会：谢谢你们向我传递了学校的新闻信息，很高兴自己是中山大学的一分

 子，我为自己是中大的学子而感到骄傲，请继续将学校的信息传递给我，谢谢！
——邱晓群

•

 

谢谢学校还记得我们这班学子。我的上司也是中大的，89级哲学系的。那天和她谈起

 来，她也希望能收到这一份校刊。谢谢。祝校友会越办越好！
——陈秋菊

编来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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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来读往

编来读往

•

 

哇。真的好开心收到这份漂亮的礼物。离开学校2年了，现在好想念学校那长长的草地、

 幽静的图书馆、热闹的北门，下渡路的美食，安静的老师，活泼的同学……太多太多

 了。虽然远在北京，但是中大的任何信息都牵引着我的目光，愿母校永远那么美丽，

 学弟学妹们永远那么幸福。在此更新下我的信息（编者略），希望能够收到母校更多

 的消息。

 

——05级国际贸易硕士纪昌鑫

•

 

亲爱的母校：毕业离开广州一年了，感谢及时给发来学校的信息。虽然离开了学校，

 还是经常想念学校，怀念那时的美好生活。由于工作原因，与深圳的校友联系比较少。

 前段时间终于找了一些校友，找到了校友组织。上周五，我和其他十多位在深圳的校

 友聚会了。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是这丝毫不能影响我们的感情。无论天涯海角，

 因为中山大学，我们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祝愿我们的母校桃李满天下，祝愿我们的

 校友事业有成。

 

——地质学04级敖文龙

预告：《新闻荟萃》拟开展读者抽奖活动，详情下期公

 布，珍藏版校友刊物、杂志等你拿！欢迎与母校保持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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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
 暨“立白杯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启动

7月12日，中山大学在南校区小礼堂举行了85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暨立白杯

 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启动仪式。学校党委副书记李萍、副校长陈春声，羊城

 晚报副主编周建平校友、南方都市报副主编任天阳校友等校友代表，立白集团副总裁蔡杰

 鹏等嘉宾，以及校内部处、院系代表出席了仪式。近800名参与立白杯2009“寻访中大校友

 的足迹”活动的学生志愿者参加了启动仪式。 仪式上，中山大学

 校友总会首先发布了八十

 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

 方案：2009年11月12日—

 13日，将隆重举行“中山

 大学首届全球地区校友会

 会长论坛”，邀请海内外

 校友会会长、校友嘉宾研

 讨校友与大学发展、校友

 会建设等问题；11月14日

 将举行“2009年中山大学

 校友日活动”，组织79级、

 89届等毕业值年（逢五、

 逢十周年）的校友回校欢

 聚；11月14日还将举办立

 白杯2009“寻访中大校友

 的足迹”活动颁奖典礼。图为李萍副书记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要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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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立白杯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活动正式启动。从2004年起，中山大

 学校友总会已连续五年成功主办“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活动。立白杯2009寻访中山

 大学校友的足迹活动，有近800位学生志愿者参与，是该活动志愿者人数最多的一年。

中山大学陈

 春声副校长指

 出，随着中山大

 学三学期制等教

 学改革的进行，

 校友寻访、三下

 乡等大学生社会

 实践项目，将被

 正式纳入学校实

 践课程教学中，

 为培养更适应社

 会需求、符合中

 大校训精神的人

 才建立良好的培

 养机制。

图为李萍副书记等嘉宾为寻访志愿者授旗

中山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
 暨“立白杯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启动

要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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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仪式上中山大学校党委副书

 记李萍代表母校致辞。立白集团嘉宾

 代表陈凯旋校友、以及立白集团内数

 百位中大人，也在启动仪式上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

最后，中山大学李萍副书记、陈

 春声副校长，以及校友嘉宾、部处院

 系领导们为志愿者队伍隆重授旗。志

 愿者们高唱中山大学校友之歌《山高

 水长》，带着老师的叮咛、校友的期

 盼，开始踏上暑假寻访校友之旅。

图为志愿者集中培训现场

图为寻访队员展示自己的队旗

中山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暨“立
 白杯2009寻访中山大学校友的足迹”启动仪式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要闻聚焦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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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启动
之

2009“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海外志愿者招募
中山大学校友们：

你们好！自从中山大学校友总会成立以来，协助国内外很多地区成立了中山大

 学校友地区分会，使母校能够更好地拓展海内外校友之间及校友和母校之间的联

 系，同时服务广大校友、支持广大校友的事业发展，和激励广大校友弘扬母校优良

 传统，支持母校事业发展。

“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活动自2004年展开以来，促进了母校及总会与各地区校

 友会及校友们的联系交流，搭建起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

 2009年，中山大学建校85周年之际，寻访活动将尝试与海外校友会合作，依托

 海外年轻校友，首次进行海外寻访。

海外年轻校友初到异地，难免人脉稀薄。寻访活动能够大力扩展人脉资源，收

 获长辈们的海外生活工作经验，有助于学业或事业的发展；而且海外校友长辈们身

 处异国他乡、远离母校多年，必然对母校十分思念。寻访活动可以拉近他们和祖国

 及母校的距离，带给他们母校的关怀和师弟师妹们的祝福。

海外校友会名单、寻访流程等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祝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最后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

 2009年7月9日

要闻聚焦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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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校新增5位国家973计划首席科学家

今年，我校新增5位国家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
 席科学家，分别是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许宁生教授、王雪华
 教授，生命科学学院松阳洲教授，中山医学院余新炳教授和孙逸
 仙纪念医院宋尔卫教授。今年，我校获973计划项目数创历史新

 高，仅次于北京大学（7项）和清华大学（6项），与南京大学和
 上海交通大学并列排名全国第三。目前，我校共有973计划首席

 科学家10人次。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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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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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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2009届毕业典礼
 

暨2009年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6月29日~7月2日，中山大学2009届毕业典礼

 
暨2009年学位授予仪式在南校区梁銶锯堂隆重举

 
行。黄达人校长与走上受礼台的每一位毕业生亲

 
切握手，并向他们颁授学位。971名博士、5383名

 
硕士、7220名学士学位获得者以及中山大学新华

 
学院438名本科毕业生亲历了这一难忘时刻。数以

 
千计的毕业生亲友从祖国各地赶来观礼，一同见

 
证了这一难忘时刻。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校党委常务副书

 
记梁庆寅、副校长黎孟枫、许家瑞、汪建平先后

 
主持了4天共计15场的仪式。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上图：夏书章教授手执中山大学权杖引领主礼教授

 
入场

左
图
：
黄
达
人
校
长
为
学
士
学

 

位
获
得
者
颁
授
学
位

右
图
：
毕
业
时
，
我
们“

高

 

瞻
远
瞩”

母校新闻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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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教学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近日接教育部高教司通知，我校李延保教授主持申报的“文化

 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项目，获教育部第六届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教学成果的申报
 者，包括李延保、陈春声、刘济科、国亚萍、龙莉等，该成果集中

 展示了1999年我校经教育部批准建立“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
 地”以来，在探索重点综合性大学如何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过程

 中，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所取得的显
 著成效。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每四年评选一次，今年为第六届。“文化素
 质教育与大学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是多年来我校获得的第一个

 独立完成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母校新闻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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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中山大学校友工作研讨会召开

6月19日，我校2009年校友工作研讨会在江门鹤山召开，黄达人校长出席
 了会议并发表讲话，会议由李萍副书记主持。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校友总会副会
 长朱秉衡校友、校
 友代表鹤山市叶荣
 超副市长出席了会
 议并致辞。50多位我

 校各部处代表、院
 系校友工作负责人
 参加了会议并交流
 工作经验。

简讯速递·总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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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届
毕
业
纪
念
册
大
赛
揭
晓

校友总会许东
 黎秘书长，研究生

 院管理处董零处长
 ，就业指导中心李
 明章主任，以及校
 团委、学生处代表
 出席了颁奖。大赛
 评出一等奖1名，

 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优秀奖若
 干名。获奖选手在

 颁奖礼上展示了获
 奖作品。

6月23日，由中山大学校友总会、校团委、学生处、研究生院、
 就业指导中心联合主办，学生·校友协会东校区分会承办的2009届

 毕业生“爱我母校”之“我的青春在中大”电子毕业纪念册评选大
 赛落下帷幕，颁奖大会在中山大学东校区隆重举行。

图为毕业纪念册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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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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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杯校友高尔夫联谊赛成功举办

6月26日，中山大
 学“广发证券杯”校友
 高尔夫联谊赛在广州南
 沙高尔夫球会举行。本
 次活动是由中山大学校
 友总会与中山大学企业
 家校友联合会主办，管
 理学院、岭南学院、高
 等继续教育学院联合协
 办，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冠名赞助，旨在让
 爱好高尔夫球的中大校
 友增进友谊，促进健

 康，弘扬中大精神。

图为中山大学名誉教授黎子流、校友总会副会长朱秉衡、

 马兆畅为球赛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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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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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校友工作获2项全国奖

2009年7月5~8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2009年第二次常
 务理事工作会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会第十六次全国高校校
 友工作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132所高校从事高校校友工作
 的170余人参加本次大会，我校校友事务与教育发展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
 书长许东黎和资源拓展部部长杨敏参加了会议。

会上，我校校友期刊《中山大学校友》荣获全国高校校友工作优秀期
 刊，校友会秘书长许东黎同志荣获全国高校校友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我校

 校友期刊和许东黎同志的获奖充分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友工作研究分
 会以及会员单位对中山大学校友工作的肯定，并将激励我校校友工作者进一
 步开拓思路、推动我校校友事业更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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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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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科院领导访问佛山校友会

6月29日，为加强母
 校与佛山校友会的信息交
 流，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陈文波前往佛
 山，与本校佛山校友会主
 要领导(佛山校友会会长

 杨宁，副会长梁志联、伍
 伟新、郑思海，秘书长区
 国林，副秘书长区杏笑、
 李有亮，常务理事王鹰等)
 就母校发展动态及填报高

 考志愿等方面进行了比较
 深入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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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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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母校
 就业指导中心与部
 分今年毕业赴京工
 作的毕业生举行了
 赴京同学座谈会，
 藉此增强彼此间感
 情，也欢迎这些校
 友去到北京后能和
 北京校友会联络

 上，并不忘与母校
 保持联系，有好消
 息不忘分享，让大
 家一起为之高兴。

北京校友会添新血液

简讯速递·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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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下午，第六届深圳关爱行动“新市民·心关爱”系列
 活动之“中大迎新专场活动”，于市民中心东侧新博物馆三楼报告

 厅顺利举行。此次活动获得在深新老校友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
 取得圆满成功。在活动最后，所有校友均来到一楼大厅，大家摆成
 了“中大”两个大字，表达了中大人的团结。校友们此次欢聚一

 堂，体现了校友会的强大生命力，也预示着校友会成为一个真正的
 “家园、校园、乐园”的目标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新市民•心关爱”系列活动之
 “中大迎新专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http://www.52zsu.com/news/5a932f7922d0217c0122f34181fa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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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我们毕业啦！

66岁高龄，还有机会在高等院校正正规规地学习，甚至拿到同等含金量
 的学位吗?中山大学李奕权和洪敦安两位“老学生”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

前昨两日，在中大盛大的毕业典
 礼上，校长黄达人为两位高龄毕业生
 拨穗行毕业礼。

66岁硕士李奕权(右)在受礼台上接受中大校长

 黄达人的祝贺。

66岁洪敦安身穿学士袍在中山大学校园留影。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校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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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玉昆教授于墨尔本不幸逝世

石玉昆教授90多岁高龄仍坚持参加
 校友会活动，勤于种植。他生前与太太
 陈佩兰（法律43届）曽住过的小屋前后
 桂花白兰飘香，玫瑰瓜果满园，都是二
 老辛勤劳动的结果。李萍副校长到访墨
 尔本时曾专程探访这位当时已年近百岁
 的老学长，二老还亲自做了“柠檬鸡”
 招待李副校长。

图为2006年7月李副校长探望石玉昆教授

图为2006年7月李副校长探望石玉昆教授并品尝

 
二老亲自做的“柠檬鸡”

中国资深的教育学家石玉昆教授
 因突发中风，于2009年5月2日在澳州
 墨尔本不幸逝世，享年101岁。

详情请查看此处

简讯速递·校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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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专题网站上线
 79级入学三十周年专题网站试用

☆为展现“中山大学寻访校友的足迹”活动的开展情况，更好的令寻访队员方
 便交流、令更多校友获知中大人的近况，“中山大学寻访校友的足迹专题网站”

 正式上线！网址：http://xunfang.sysu.edu.cn
 

，欢迎关注寻访的校友多多查看！

服务指南

☆经过前期制作及不断完善，为纪念79级入学三十周年而建的“79级同学会”网
 站已进入测试运行阶段，尚有一些修改完善工作正在进行。该网站结构、栏目等
 由79级入学三十周年活动筹委会策划搭建，意在承担79级同学与同学之间，与母
 校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目前网站可以通过http://sist.sysu.edu.cn/alumni/79test/访问，值此网站测试
 期，欢迎79级以及其他热心校友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完善改进。请

 将您的意见和建议发至alumni@mail.sysu.edu.cn，期待您的参与！

http://xunfang.sysu.edu.cn/
http://sist.sysu.edu.cn/alumni/79test/
mailto:�뽫��������ͽ��鷢��alumni@mail.
mailto:�뽫��������ͽ��鷢��alumni@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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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宣传

今年中山
 大学将迎来建
 校八十五周年
 华诞。母校将
 继续陆续举办
 各类校庆活

 动，精彩纷呈。
 校友日的值年

 庆祝将掀起海
 内外广大校友
 返校重聚的热
 潮，欢迎各届
 校友关注、参
 与！

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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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你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给毕业生的一封信）

亲爱的2009届毕业生：

 祝贺您成为中山大学校友！

 箐箐校园又迎来了离别的季节，穿上学士服的你们为这个绿色的乐园增添了一道别样的

 风景，你们的活力自信与她的从容淡定相得益彰，成就了中大独特的气质，因为你们已经融

 入了这里，你们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这篇土地！

 历经百年变迁，母校文化深深积淀，渗透进每一寸土壤，为咱们提供精神的养分；“博

 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十字校训铭刻在每个中大学子的心中，令我们敬畏，感

 动，思索，成长；中山先生那有力挥动的右手，指引着我们的方向，心灵的向往；矢志东去

 的珠江水，像滚滚的历史车轮，激励着我们前行，永不停歇；绿树、红楼、青坪、小径，古

 榕婆娑，木棉花开，静谧闲逸又生机勃勃，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风景，撩拨着你我的心弦；还

 有那一张张生动的笑脸，写满了青春和梦想，是校园中最动人的灵魂，那就是你我……

 母校永远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们沐浴知识，学会思考，秉承精神，使自己充满

 了力量，带着满腹的才学，朝着自己梦想去飞吧，母校是你坚强的臂膀、永远的家园。

 离开不等于诀别，请大家记得常回家看看；校友总会是您与母校沟通的桥梁，愿竭诚所

 能为中大校友提供服务和支持，希望你们在这里找到家的温暖。欢迎你们登录校友总会的网

 站，时时了解母校情况、校友消息、信息资源，欢迎你们根据班级、地区、兴趣等建立自己

 的圈子，与校友交流，相互扶助，共同建立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祝你们在崭新的人生旅途中，看到更美的风景！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

 2009-7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服务指南

http://www.suaa.cn/suaa/newshomepage.do?mark=newsinfo
http://www.suaa.cn/suaa/topiccol.do?typeValue=c2030
http://www.suaa.cn/suaa/activity.do
http://www.suaa.cn/suaa/jsp/register/login.jsp
http://www.suaa.cn/suaa/jsp/register/login.jsp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40&newsId=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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