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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当秋风吹动了你的发梢，在红红的夕阳肩上……无论世事如何变

 化，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心灵家园。校园，永远是最多人心中的这片

 田。来吧，与自家人分享自己的近况、心情、喜悦、成功、哀愁，用

 简短的文字和照片将您想分享的信息寄来。
也欢迎您将这份小刊转发给我们无法投递的校友，欢迎与母校失

 去联系的校友将自己的信息告诉校友总会以重新取得联系。还可以在

 这里下载本期及过往《新闻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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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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要闻聚焦

向逾50年的忠诚与辛劳敬礼

全球校友会会长聚首

 

同庆母校85周年校庆

母校新闻

简讯速递

校友总会新闻

各地校友分会新闻

校友报导系列

捐赠故事

服务指南

活动预告

讲座纵横



向逾50年的忠诚与辛劳敬礼
——第一届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颁奖仪式隆重举行

11月10日上午，第一届中

 山大学卓越服务奖颁奖仪式在

 南校区梁銶琚堂隆重举行，获

 奖者亲属、各职能部门、各院

 系负责人和部分师生代表共

 1000多人参加了仪式。获奖的

 15位老教师均在学校连续工作

 服务超过50年，他们分别是

 （年长者在前）：王宗炎、张

 宏达、廖翔华、夏书章、梁之

 舜、杨燕生、傅家瑞、凌启波、

 李卓美、李华钟、苏镜娱、张

 展霞、管忠震、黄天骥、林浩

 然。
仪式现场

编者注：中山大学卓越服务奖是为了表彰长期任职于中山大学，为学校发展建设做出卓越服务的

 教职员工，旨在传承中山大学优良办学传统，弘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表彰与学校

 休戚与共，参与并见证了中山大学光荣历史的人士。本奖项为学校最高级别的职业荣誉奖励。颁

 奖仪式将作为学校的文化品牌，于每年校庆期间举办。

要闻聚焦

栏目导读



李萍副书记主持颁奖仪式 黄达人校长发表讲话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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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256


全球校友会会长聚首
同庆母校85周年校庆

——庆祝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85周年
校庆校友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为庆祝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85周

 年，“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

 于11月12日校庆日在怀士堂举行。校党委

 书记郑德涛，校长黄达人等校领导，校友

 总会理事会成员、来自全球五大洲的68个

 校友会的120多位会长代表以及校内代

 表，共计200多人出席了论坛。
黄达人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多年来校

 友对学校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指出母校

 和校友血脉相连，母校的发展离不开校友

 的支持。中大的办学过程，就是校友积极

 参与、鼎力支持的过程。黄达人校长随后

 表示，校友们在努力工作、回报母校的同

 时，学校也一定要办好中大，回报校友、

 回报社会。
“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现场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要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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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291


上午，中文系77级校友陈平原教授、中山医75级校

 
友汪建英教授、哲学系77级校友陈硕博士、物理系77级

 
校友高颂平博士、化学系82级校友黄伟雄会长、中山大

 
学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主席陈万雄先生分别从不同

 
角度阐述了“校友与大学发展”这一主题。下午，来自

 
世界各地的校友会会长代表们就“校友发展与校友会建

 
设”的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了。来自全球的中山大学校

 
友代表与母校领导、老师汇聚一堂，同庆祝母校八十五

 
周年华诞。不能到场的校友也通过志愿者拍摄的视频，

 
为母校送来了真挚的祝福。

当晚，学校领导、回到母校的校友、学校各院

 
系、部处的相关负责人齐聚85周年校庆校友晚宴，

 
共贺母校85华诞。

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的举行正式拉

 
开了庆祝孙中山先生创办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校友

 
系列活动的序幕。85周年校庆校友系列活动还包括：

 
海外校友捐赠校训石揭幕（11月13日）、2009年中山

 
大学校友日（11月14日）、立白杯2009“寻访中大校

 
友的足迹”汇报会暨颁奖典礼（11月14日）等系列

 
庆祝活动。

要闻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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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分上下午进行，上午的主题为“校友与大学发展”，

 
下午的主题为“校友会建设与校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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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校庆献礼
——海外校友捐赠校训石揭幕仪式隆重举行

海外校友捐赠校训石揭幕（摆放于大学城校区）

11月13日上午，由中

 山大学海外校友联谊会发

 起的海外校友捐赠校训石

 揭幕仪式在东校区隆重举

 行，这也是85周年校庆校

 友系列活动之一。中山大

 学李萍副书记、海外校友

 联谊会石济民会长、澳洲

 校友会方式庄会长、东校

 区管委会袁焕标主任出席

 了活动并致辞，校友总会

 许东黎秘书长主持了揭幕

 仪式。来自世界各地的校

 友会100多位会长代表及

 东校区的学生代表共同见

 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要闻母校新闻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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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有情岁月如歌
——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之2009年“校友日”活动

11月14日，第二届的“中山

 大学校友日”活动在南校区小礼

 堂前隆重而热烈地拉开了帷幕。

 恰逢各地校友共庆母校85周

 年华诞，各院系在南校区中区草

 坪设点接待校友，校友总会则组

 织了精彩的学生艺术团体演出，

 邀请校友回到母校、回到院系，

 同叙师生情谊，以加强联系，促

 进校友与学校的共同发展。校友

 总会组织还召开了校友返校纪念

 大会，79级、89届院系校友精彩

 的旗帜入场仪式作为本次大会的

 亮点隆重登场，旗手们的脸上都

 洋溢着身为中大人的自豪与久别

 重逢的喜悦。大会现场播放了值

 年校友活动短片，以及79级、89

 届的老照片和采访视频，勾起了

 老校友对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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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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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母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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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5261


寻访校友足迹，中大人齐聚
 欢庆85周年校庆

11月14日下午，

 

85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立白杯2009‘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汇报会

 暨颁奖典礼”在中山大学南校区小礼堂举行。黄达人校长、朱孔军副书记以及院系部处代

 表；参加过迎接新中国解放、新中国建设工作的40年代老校友代表，曾经接待过志愿者的

 校友代表，冠名赞助了活动的立白集团中大校友代表；以及参加暑假寻访活动的志愿者代

 表近300人出席了汇报会。

寻访队员代表向49届老校友代表送花致敬

汇报会上，志愿者代表们把

 今年的寻访活动概括为“三多两

 首”：参加学生多（近800名学生

 志愿者）、寻访校友多（超过

 1000位校友）、收获成果多；首

 次启动专题网站、首次启动海外

 寻访项目。

 据悉，随着学校推出三学期

 制，“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活

 动将被正式纳入学校实践教学课

 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总会

——立白杯2009“寻访中大校友的足迹”汇报会暨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10&newsId=5341


简讯速递·总会
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成立

2009年11月21日，中山大

 学新加坡校友会成立大会在中

 国驻新加坡大使馆金厅召开，

 近60名校友齐聚一堂，共同见

 证了这一神圣而又美好的时刻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公使衔

 参赞王小龙博士，作为特邀嘉

 宾出席了本次会议。目前，中

 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已经团聚

 到108名校友，成员整体较为

 年轻，主要分布在生物医学、

 电子工程、金融等行业，其中

 不少人是拿全额奖学金的硕博

 留学生。

大会全票通过了章程和第

 一届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由尹

 中朝担任会长，刘逸担任副会

 长，另外还有8名理事共同分担

 校友会的工作。

相信中山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的成立，必将让中大

 学子们为中新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做出新的贡献。

校友合影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421


简讯速递·分会

泰国校友会联欢贺校庆

2009年10月31日，为庆祝中山大学建校
 85周年暨中山医学院建立143周年，中山

 大学泰国校友会在曼谷帝日大酒店四楼邦
 隆会议厅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的联欢会。

 30多位来自泰华社会各界的新旧校友欢聚
 一堂，共叙母校情怀。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不费分毫，回馈母校——中大人身份的象征校友信用卡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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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校友会欢庆母校85华诞

2009年11月7日，中山大学江门校友会

 在金凯悦大酒店举办庆祝母校85周年华诞

 联谊活动。来自全市各个领域和行业的600

 多名中大校友欢聚一堂，共庆母校85周年

 华诞。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在江门市担任市领导的校友王南健、

 吴紫骊、黄悦胜、陈杭以及中山大学党

 委副书记李萍、医学部书记芮琳、校友

 总会秘书长许东黎等一行到会祝贺。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102


新老佛山校友同庆母校85岁生日

（中山大学常务副书记梁庆寅发表亲切讲话）

（校友向母校赠送字画作品）

11月8日，

 

200多位中山大学校友齐聚佛山

 车城酒家，召开中山大学佛山校友会年会暨中

 山大学85周年庆祝大会。会上，校友们表演了

 丰富多彩的节目，有太极拳、粤剧、舞蹈，武

 术表演等，为本次活动增色不少。

很多校

 友都表示，

 这次庆祝活

 动是最有特

 色，也是最

 尽兴的一次。

 最后，一些

 校友还将自

 己的字画作

 品作为礼物

 送给了母校。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222


简讯速递·分会

惠州校友会纪念母校85周年庆贺电

日前，惠州校友会发来贺电，庆祝母校85周年校庆。

贺电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

热烈祝贺中山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

衷心祝愿中山大学早日建成国际著名综合性大学！

中山大学惠州校友会

 
贺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302


2009年11月12日，中山

 大学历史系“老五届”

 （66~70级）系友回校参加85

 周年校庆聚会活动。是日下

 午，“老五届”的校友回到

 阔别已久的康乐园，齐聚永

 芳堂，共叙40多年的情谊。

 会后，69届的校友为庆祝毕

 业40周年还组织了海南行。
2007年，“老五届”校

 友自发成立了“中山大学历

 史系老五届同学联谊会”，

 这次85周年庆的聚会就是联

 谊会校友发起组织的，他们

 希望经常性的聚会可以进一

 步增进同学间情谊，交流信

 息，亲近母校。

历史系“老五届”情系康乐

聚会全体合影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241


地科79级校友聚忆青春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2009年11月14日，在中山大学成立85周年之际，地球科学系79级校友纷

 纷返校庆祝校庆。

 在地环大楼三楼讲学厅，79级校友看着一张张老照片，回忆起当年在康

 乐园里的美好时光，他们纷纷表达了对母校、母系老师的辛勤栽培的感激之

 情，并表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为母校争光。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183


地球科学系筹备成立校友分会
为庆祝中山大学成立85周年，由地球科学系牵头，中山大学校友会地球科学系

 校友分会成立筹备会议于2009年11月15日上午举行。本次筹备会召集了从58级到

 2005级校友共计51人。

与会的校友

 纷纷表态，积极

 响应校友分会的

 组建工作，并对

 《中山大学地球

 科学系校友分会

 章程（草案）》

 提出了各种建设

 性意见，会议还

 推选出了各年级

 的理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182


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校友会成立
11月15日，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校友会成立大会在南校区怀士堂隆重举行。

 校党委副书记李萍、校友总会秘书长许东黎应邀出席，化学院院领导以及各年级校友代表

 共15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大会表决通过

 了校友会章程以及校

 友理事会组成人员名

 单，并推选方潮贵校

 友担任化学院校友会

 首任会长，陈运河、

 符若文、陈小明三位

 校友担任常务副会

 长，推举张展霞、梁

 栋材、曾汉民、周国

 泰、甘新五位校友及

 计亮年院士、苏锵院

 士为名誉会长。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184


澳洲校友会庆祝母校85周年生日

日前，
 中山大学澳
 洲校友会假
 座雪梨唐人
 街中国大酒
 楼举行聚

 会，庆祝母
 校85周年校
 庆。校友们
 及其亲眷愉
 快地出席了
 此次盛会。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简讯速递·分会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281


校友报导系列

千百个梦里，总把校园当家园，79级入学30周年、89届毕业20周年，母

 校85周年诞辰……回首间数十年掠过，菁菁校园仍在心头！为配合这两级

 校友进行值年庆祝，校友总会组织在校生志愿者，对部分校友进行了采

 访，讲述那些关于母校的回忆，这些故事将陆续在总会网站上更新。请点

 击下列链接查看：

慧眼识机遇，真诚报母校——访无线电电子系79级李民校友

深笃之情——访哲学系79级郑奋明校友

两次牵手，深深情长——访中山大学哲学系79级陈丽君校友

恰同学少年——访管理学院85级吴英丹校友

心怀天下，做正直的人——访法律系85级梁聪校友

大学的那些事儿——访85级外语系李永恒校友

栏目导读

•值年校友报导系列

•海外寻访报导系列
遥遥千里路绵绵中大情——访中山大学78级历史系粟明鲜校友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361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221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203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381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206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204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30&newsId=5262


台山校友勇斗歹徒护捐款

2009年11月11日晚，雷作杰和谭伟雄两位校友冒着细雨带着台山
 校友会筹集捐给紧急援助基金的8千元，从台山赶来广州参加母校85周

 年校庆活动。不幸的是，他们在途中遭遇了飞车党。为了保护捐款，
 他们同歹徒展开了搏斗。60多高龄的雷校友更是因此全身擦伤7处，3
 根手指也肿了起来。最后，他们夺回了包，在深夜11点的时候终于抵
 校。

评论：8千元，相比起自己的健康生命，微不足道，歹徒见钱眼

 开，泯灭良心，但雷作杰校友和谭伟雄校友却甘愿冒着受伤的危险甚

 至生命危险去保护这8千元，因为他们知道这8千元的意义——台山校
 友对母校的爱，为了这份爱，他们有责任也愿意去冒这份险。浓浓母

 校情，洋溢在两位校友心中，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对母校的热

 爱之情。向这两位校友致敬！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捐赠故事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5060&newsId=5144


服务指南

栏目导读

我校2010年自主招生政策出台

具体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近日，我校2010年自主招生政策出台，政策在名额、测试、优
 惠等方面均有所调整。主要有以下亮点：

 其一，今年我校自主招生名额将增至700名，按照广东省考生
 及非广东省考生按招生计划比例划定自主招生对象，预计将有400
 名左右的广东考生获得我校自主招生对象资格。

 其二，除A类考生外（自主招生绝大多数录取生源），B类
 “学科特长生”将继续享有破格录取优惠。

 其三，可能首次在广东全省各地设立笔试分考点，非广东省考
 生在申请材料通过初审后将直接参加笔试和面试。此外,优惠政策

 也有调整,“上投档线加10分录取专业”的优惠降低为5分，但“投
 档线下20分”的优惠并没有改变。

 考生注意事项及自主招生时间表请点击此处查看，同时关注我
 校本科招生网的相关文件。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360
http://news2.sysu.edu.cn/ShowArticle.aspx?ArticleID=8360
http://admission.sysu.edu.cn/


服务指南农行信用卡近期优惠

优惠活动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送汉庭金卡会员，订房惊喜礼遇层层高（至2009年12月31日）
持卡人登陆汉庭官网注册即可免费成为汉庭金卡会员，通过网站指定页面预订并

 成功入住汉庭连锁酒店旗下各门店，并使用金穗贷记卡支付全额房费将获惊喜礼遇。
★餐饮
☆广州市东山区金濠烧鹅海鲜酒家

 
餐饮金卡9.2折，银卡9.5折(特价菜、海鲜、酒

 水、烟、燕翅鲍除外）
☆广州市天河湘村菜馆（7个分店）享受九折优惠（酒水、特价菜、茶位除外，至

 12月31日）
☆广州市天河六合茶居享受8.8折优惠（炖品、海鲜、酒水除外，至11月30日）
★娱乐保健
☆广东珠江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天娱广场电影城（刷卡购买电影票可享受9折优惠

 （情人节、平安夜、VIP厅除外），12月31日）
☆广州益元中医门诊部享受中药保健足疗50元/钟（11：30-19：00），60元/钟（19：

 00-02：00）；中医保健推拿60元/钟（11：30-19：00），70元/钟（19：00-02：
 00）；A套餐：推拿<60分钟>+足疗<60分钟>110元（11：30-19：00），120元（19：

 00-02：00）；B套餐：双钟推拿（120分钟）110元（11：30-19：00），130元（19：
 00-02：00）；C套餐：双钟足疗（120分钟）90元（11：30-19：00），110元（19：

 00-02：00），至2010年6月30日）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7020&newsId=4621


建行信用卡优惠精选
餐饮
中山大学康乐餐厅

 
凭龙卡信用卡消费享受9.8折优惠

广州食临盛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凭龙卡享有8.8折优惠（特价、海鲜、酒烟除外)；2.优先订房。

购物
广州市越秀区金健体育用品店(百灵路)正价羽拍、运动服、运动袋9折。
广州市越秀区金羊体育用品店(德政北)正价羽拍、运动服、运动袋9折。

娱乐
K歌王卡拉OK（天河东）
建行信用卡用户专享：在K歌王卡拉OK消费时享受会员卡同等待遇。

健身
力美健

 
办年卡，送会籍、背包、私教等，各分店优惠内容不同，详情请见优惠列表。

更多全省优惠请点击查看

服务指南

栏目导读

http://alumni.sysu.edu.cn/suaa/showNews.do?lmid=c7020&newsId=4622


活动内容：

 
澳洲校友会谨订于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上午11时

 正，假座雪梨唐人街中国大酒楼举行联谊茶叙。

热烈欢迎校友们届时携眷参加。并请校友们互相知照。

澳洲校友会联谊茶叙

时间：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联系人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查看

详情请点击此处查看

活动预告

栏目导读

http://www.suaa.cn/suaa/showNews.do?lmid=c2020&newsId=5281


讲座纵横中山大学通识讲座
余华：我的文学经历

时间：12月7日晚7点半

地点：中山大学东校区（大学城）行政楼多功能厅B102

——主办 中山大学通识教育部

历史人类学系列讲座
——重思皇家艺术收藏：以北宋为例

主讲人：伊沛霞（Patricia

 
Ebrey）

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

时间：2009年12月2日晚7点至8点30分

地点：中山大学永芳堂二楼讲学厅

语言：英语（翻译）

栏目导读



感谢您的阅读！

栏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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