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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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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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各位校友更加及时地了解母校及校友会新闻动态，从9月份开始，
 《新闻荟萃》即将由月刊改版成半月刊 。同时为了感谢各位校友对《新闻荟萃》

 的支持，我们将从每期所有的校友来函中选出5~10封最具有感染力的来函刊
 登，再在每期刊登出来的来函中抽出1~2位校友，寄发珍藏礼品。

编来读往读者抽奖预告

希望中奖的校友将地址
 告知我们，我们将在次月发
 出奖品——“珍藏限量版”或
 “普通珍藏版”的各类书籍、
 CD。再次感谢各位校友对我
 们的支持！

图为下期抽奖的奖品

编来读往



回来吧，在母校的85周年诞辰

“你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讲了许多年；风里的钟楼，火里的凤凰，激扬文字

 的昨天。”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同学少年，已成为今日的银丝鬓

 髯。不知不觉，各位校友离开母校已经多年。曾记否，母校的红墙绿草？曾记

 否，师长的音容笑貌？曾记否，同窗的真挚友谊？曾记否，青春的点点滴滴？
2009年11月12日，母校将迎来八十五周年诞辰，同时，校友总会也将隆重举

 办今年的校友日，在11月14日（星期六）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小礼堂前，母校

 校长将为您介绍学校的最新发展状况；校道两边，年轻学子为您展示发黄的老照

 片，带您找寻那段“美好的时光”；芳草地上，各个院系的班长在“临时根据地”翘

 首以待，欢迎原来的校友；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也都将打开怀抱，让您重拾

 昔日的琐碎记忆。
“悠悠寸草心，怎样报得三春暖。千百个梦里，总把校园当家园。”各位亲爱

 的校友，母校在欢迎您，师长在期待您，同学在呼唤您。回来吧！回来看看您的

 师长和同学们的音容笑貌是否一如昨昔，看看美丽的校园是否一如梦中！
回来吧！11月14日，在我们校友的节日里，让我们相约中大绿草坪！我们在

 这里，等着您的归来！

以下附上八十五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安排具体流程时间表：

要闻聚焦



日期 活动 内容 时间 参加人

11日 珠海校友会联

 
谊活动及参观

会长论坛嘉宾报到接待 全天 会长论坛外地嘉宾

12日 会长论坛 全天 会长论坛嘉宾（会长代

 
表、总会理事会代表、

 
校内代表、特邀嘉宾，）

13日 校训石揭幕仪式 上午 会长论坛嘉宾

珠海 下午 会长论坛嘉宾

14日 校友日活动 79级、89届主题活动等 8：30
—

12：00

79级、89届校友及其他

 
校友嘉宾

寻访活动汇报

 
会

汇报大会 下午 校友嘉宾、院系代表、

 
寻访活动志愿者等

要闻聚焦



铭记历史发扬光大中山大学优良办学传统

——黄达人校长率团赴云南澄江访问

今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省

 澄江县70周年。8月29日-31日，黄达人校长带

 队，校领导梁庆寅、李萍、陈春声与专家学者

 代表、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义诊医疗队以及

 校友代表共计44人组成代表团赴云南澄江访

 问，了解铭记中大在澄江的办学历史，继承发

 扬中山大学的优良办学传统。

上图：在层青阁，黄达人校长向澄江县李

 
瑜琼副县长赠送中山大学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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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新闻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767


附属口腔医院对口支援河源市

9月8日，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对口帮扶河源市
 人民医院启动仪式在河源市人民医院盛大举行。此次
 对口支援行动，是按照广东省卫生厅、中医药局《广
 东省城市卫生支援基础卫生实施方案》通知要求，经
 过多位院领导亲赴定点支援卫生单位——河源市人民
 医院实地考察调研并商定的。

同时，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选派到当地医院挂
 职任院长助理的口腔颌面外科青年技术骨干、主治医
 师王剑宁将在当地挂职一年，帮扶专科建设，为提高
 当地口腔医疗发展整体水平做贡献。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新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4201


国家旅游研究院在我校设立
 “旅游影响研究基地”

9
 

月 15
 

日，国家旅游研究院首批共计5个外设研究基地在京
 授牌。其中，“旅游影响研究基地”落户我校旅游学院。校长助

 理，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参加授牌仪式并从国家旅游局副局长、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江手中接过“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影

 响研究基地”的牌匾。保继刚教授还被授予“旅游影响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称号。

 据悉，另外4个外设研究基地分别为：依托华侨大学旅游学
 院成立的“旅游安全研究基地”、依托南开大学旅游系成立的“旅
 游市场与目的地营销研究基地”、依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
 管理学院成立的“饭店产业研究基地”以及依托东北财经大学旅

 游学院成立的“旅游基础理论研究基地”。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新闻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7860


简讯速递·总会

紧急援助基金第五笔援助金发放

继2008年11月8日中山大学紧急援助基金项目启动，以及首批援助金的发放
 经评审委员会审批和同意以来，越来越多遭受重大疾病和意外的中大学生得到了

 广大校友和学校各级领导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患者的宝贵生命也得以挽
 回。

经评审委员会审批和同意，中山大学紧急援助基金第五笔援助金（人民币
 10000元）已于2009年7月发放至中山大学信科院05级通信工程专业陈秋兰同学。

 该生于2009年５月被确诊为感染性心内膜炎，病情严重，若不尽快进行手术，则
 会有生命危险。然而患者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无法筹集到昂贵的医疗费用。正
 当患者一家一筹莫展时，中山大学紧急援助基金及时送达，使手术能够及时进

 行，学校的关怀成为患者走出困境的巨大动力，现该学生已康复出院。

我们祝愿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的贫困学子燃起新的希望，早日走出困境，并
 希望通过向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及校友募集中山大学紧急援助基金的途径来帮助更
 多有困难的人，使中山大学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咨询电话：020-84111126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5040&newsId=4321


简讯速递·分会

香港校友庆祝建国60周年国庆晚会

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晚，为庆祝
 祖国60周年国庆，中山大学梁洁华名誉博

 士盛情广邀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代表和各界
 友好，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国庆晚会。中
 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志民博士、前
 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博士、前全国人大代
 表吴康民、香港特别行政区会议成员梁志
 鸿教授等莅临，中山大学副书记李萍教授、

 副校长陈汝筑教授等领导出席了活动。

晚会主席梁洁华博士致辞祝愿祖国
 更加繁荣富强、祝愿中山大学为国家培
 养更多优秀人才。李萍副书记向在座嘉
 宾和校友们简介母校近年发展状况和所
 取成就，并代表母校感谢校友和各界友
 好的支持和关怀。当晚来自中山大学香
 港校友联合会、中山医科大学香港校友
 会、中山大学海外校友会和中国高等院
 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等校友代表与中山
 大学校友总会、医学部、宣传部和外事
 处等母校代表以及中联办、法律界和医
 学界等友好人士欢聚一堂、频频祝酒，
 场面热闹欢快，共贺祖国六十华诞。

（中山大学香港校友联合会 供稿）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461


本次活动由中山大
 学美东校友会和华南理
 工大学美东校友会联合
 组织。这次活动共有

 100多位校友及家属参
 加。其中，在纽约探亲

 的中山大学前校长李岳
 生和美东校友会前会长、

 纽约中华公所前主席兼
 现任顾问陈玉驹也参加
 了这次活动。

美东校友会09年度活动烧烤野餐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9月5日，一年一度的中山大学美东校友会烧烤野餐
 活动于上周六（9月5日)在长岛野林公园举行。

简讯速递·分会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202


波士顿中大子弟聚会

更多图片请点击此处查看

上图：中大子弟2009 波士顿聚会合影

上图：中大子弟2009 波士顿聚会合影

简讯速递·分会

以上图片来自为2009年9月16日的
 中大子弟波士顿聚会(2009 ZDZD 

Boston Reunion)专辑

http://alumni.sysu.edu.cn/suaa/list_album_pic.do?type=73A8972CC9F6B0F0E0430A100020B0F0&typeValue=2040


挥墨泼彩，抒写心中豪情
——招钜校友举办个人画展，向祖国60华诞献礼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这个展览是由佛山文联、美术协会、书法协会和供
 电局联合主办，是佛山文艺界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
 列活动之一。此次展出共有近百幅作品，皆是招钜今年
 以来的心血之作，3米以上画作就有24幅。

为向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献礼，招钜校
 友于8月28日在石景宜
 文化艺术馆举办了个

 人美术作品展。

简讯速递·校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4081


周敏校友任洛杉矶加大学术讲座教授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9月5日，洛杉矶加州
 大学（UCLA）美国亚裔

 研究中心2009年8月正式
 宣布，我校英语78级校友、

 现任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
 学及美国亚裔研究学教授
 的周敏博士获聘为全美首
 位研究美中关系与传媒及
 美国华人社会的学术讲座
 教授。

周敏博士（右二）与王氏伉俪及唐·仲西

洛杉矶加大美国亚裔研究中心主任唐·仲西在媒体发布文告中特别强调周
 教授在增进中美之间的文化沟通、扭转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社会的曲解和对华
 裔美国人的刻板描述以及推动美国华裔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大贡献。

简讯速递·校友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4181


校友近况
校友近况

在毕业离校48年后，母校还记挂、关怀着我们，让我们非常感动。

 我们是61届数学系毕业生，广州人和湛江人；到贵阳已48年，在

 中学教育工作岗位上渡过了38年，在38年平凡的中学数学教学工作中

 曾多次被评为市先进教育工作者；李慎章还被贵州省政府授予“省模

 范教师”称号。第一批被评为贵州省中学特级教师，贵阳市首批学科

 学术带头人；还兼任贵州省教育学会、贵州省和贵阳市数学学会理

 事；贵阳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 
在工作中我们尽力了。也得到政府、社会、师生的认可；这是党和政

 府对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对教师工作的肯定，也是母校培养、教育

 的结果。再次感谢母校的培养教育。我们也尽心尽力了。

在48年后的今天母校还记挂着我们这些远离母校、从事平凡工

 作的中学教师。还专门派校友会的工作人员来看望我们，我们十分

 感激，在这里再次感谢母校的关怀，感谢母校的来访。

 借校庆85周年的机会，祝母校越办越好，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为科学增光、为祖国增光、为人民增光。

 —— 61届校友：李慎章

 

陈

 

铃（伉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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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暑假期
 间，校友总会寻
 访活动贵阳站专
 程探望了这两位
 一直奋战在教育
 战线上的两位普
 通又光辉的老校
 友，随后，两位
 老校友专门发送
 email给总会，分
 享了他们的成就
 及喜悦之情——

mailto:alumni@mail.sysu.edu.cn


服务指南

无论如今身在何处，曾在中山大学学习或工作过的中大人，都可拥有一张标志中

 山大学校友身份的信用卡！每次持卡消费都能不费分文、对母校贡献自己的一分支持。

 卡面上专属母校的图案和校名，彰显中大人风采。

校友信用卡具备普通信用卡的所有功能，此外还拥有以下特色：
1、校友身份象征——校友信用卡仅面向中大人办理；校友可持卡进入学校图书

 馆查阅资料。

 2、支持母校发展——不费分文，支持母校。校友每次刷卡，银行都会将消费金

 额的一定比例以校友名义回馈母校。

 3、VIP服务——农行中大校友卡金卡持卡人可在广州地区农行营业网点享受柜

 台VIP专窗服务、特约商户提供的优惠服务。

农业银行校友信用卡办理专线：
 020-83058171    13380073383（蓝江）

 020-83058163    13602454232 （利志强）
建设银行校友信用卡办理专线：
020-83013448  （郑小姐）

 
020-83013442 （吴先生）

项目负责：校友总会资源拓展部
 咨询电话：8620-84111127

不费分毫，回馈母校——中大人身份的象征 校友信用卡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不费分文支持母校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http://alumni.sysu.edu.cn/suaa/newscolumn.do?typeValue=c7010


哲学系79级值年聚会活动

活动预告

30年后，在2009的秋天，让我们再度相聚康乐
 园，相会于紫荆树下，让我们畅谈往事，彼此关

 怀，回忆美好时光。

为此，哲学系79级同学聚会活动组委会设计了
 聚会活动方案，作了初步的安排，详情请点击查看。

 聚会时间：2009年9月30日—10月2日三天。地点：
 广州中山大学校本部（南校区）、广州广轩大厦及
 珠海。

请点击此处查看活动日程具体安排

http://www.suaa.cn/suaa/download.do?path=attach/2009/09/15/1252981114067.doc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activity.do?id=924


澳洲校友会诚邀众校友庆中秋

活动预告

中山大学澳洲校友会谨订于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上
 午11时正，于雪梨唐人街中国大酒楼举行聚会共庆中秋。

在之前九月份的茶聚时，澳洲校友会会长方式庄宣布为
 庆祝今年母校华诞将与香港中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及中山
 大学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方校友会合送一尊重逾60吨
 的巨石并在其上镌刻孙中山先生亲题写的母校校训，矗立在
 广州大学城中山大学校区正门处。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届
 时方式庄会长将负责组团回母校参加庆典。

联系方式：方式庄
 

fangshiz@163.com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mailto:fangshiz@163.com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4301


活动预告

美东校友会环曼哈顿游轮迎中秋赏月观景
为庆祝伟大祖国成立60周年和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中秋节，中山大学美东

 校友会联合众多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和专业团体将于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
 中秋）共同举办 “庆祝国庆，喜迎中秋”环曼哈顿游轮赏月观景。具体如下：
 曼哈顿Circle Line Cruise ：

 1. 3小时曼哈顿游船赏月观景
2. Karaoke 
3. 舞会

 4. 团圆月饼，软饮料
 5. 尽可能安排国庆60周年阅兵录像播放

 地点：Pier 83，42nd Street & 12th Avenue, Manhattan, New York City 
时间：7:00PM ~ 10:00PM, 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中秋）

 购票：成人30美元（$30），12岁以下小孩15美元（$15）
总协调人：陈毅松博士
美东校友会诚挚邀请您和您的家人一起参加这一历史性的节日庆典，共同欢度

 和谐愉快的佳节。祝祖国强盛，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人类幸福！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ysuaa.org/disp/page/540.html


活动预告

中山医欧洲校友会2009年伦敦聚会
聚会日程：

2009年10月10日（周六）

12:00—13:30
 

中国城

13:30－15:00
 

中国城—步行－国会广场Parliament Square

15:00  国会广场Parliament Square,大苯钟big Ben前的草坪(地图E) 集合，校友集体合影

18:30  中国城
 

校友聚餐

2009年10月11日（周日）

9:00   London Bridge Rail Station售票处集中前往格林威治Greenwich

联系人：杜澄
 

赵民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http://www.suaa.cn/suaa/showactivity.do?id=962


中文系79级入学三十周年聚会

活动预告

三十年前我们共同酿造了一坛美酒，三十年后我们共同开
 启，这酒一定是醇美醉人的。各位同窗，让我们重温过去美好
 的记忆。让我们重温昨天，记住今天，展望明天！

活动内容：
11月14日（周六）（中大校友日）：

 上午，回母校参加校友日活动，参观母校；
 中午，集体乘坐大巴往岭头干部疗养院共进午餐，餐后，

 安排午休；
 下午，疗养院自由活动。

 晚上，晚会联谊，其中包括抽奖获墨宝、讲述当年中大趣
 事等。

 11月15日（周日）：
 上午，自由活动；

 午餐后，大巴送回母校。
 更多详细资料请访问79级同学会网站了解活动详情

http://sist.sysu.edu.cn/alumni/79test/employmentDetail.asp?id=6


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筹备大会将于
 2009年11月下旬隆重召开。本次活动是由
 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筹备工作小组举办。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新加坡校友会筹备大会通告

工作小组呼吁认识在新加坡的中大校
 友（特别是老一辈的校友）的人们尽快与
 他们联系，积极响应校友会的筹备。如果
 您有相关线索，请按以下方式进行联系：
 

联系人：刘逸
 电话：0065-96796865 

联络邮箱：liuyi0609@hotmail.com

新加坡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中重要
 根据地之一，老一辈中山大学的校友早已
 在那片乐土上开花结果。筹备工作小组希
 望借此活动让新老一代的中山大学校友们
 凝聚在一起，与狮城同发展，共呼吸。

活动预告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40&newsId=4241
mailto:liuyi0609@hotmail.com


2009年立白杯“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海外寻访招募发出以来，得到
 年轻的海外校友以及海外校友的热情支持。截止2009年9月10日，我们根
 据报名审核后，一共招募了25位海外年轻校友作为寻访志愿者。志愿者

 们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洲、泰国等地，目前按地区分布
 组成13支寻访队伍。

现在2009立白杯“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海外寻访已经正式启动。
目前中山大学已建立的海外分会遍布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

 新西兰、新加坡、泰国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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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海外寻访将突破了以
 学生为志愿者的形式，首次面向全体海外年轻校友进行招募；同时也突
 破了以往仅限于电话网络寻访，实现更加深入的实地寻访；寻访范围之
 广，遍及六个国家四大洲。

海外校友们，身处多个国家，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相信这次
 海外寻访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9立白杯“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 
海外寻访正式启动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活动预告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4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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