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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淞商船校友编

恭祝马年吉祥 阖家幸福
安康 健康长寿

吟 2014 年 12 月 4 日在岳洋大厦办公室举行了常务理事会议袁出席的有院徐以介尧谢伟铠尧王

文煜尧王漫然尧陈君义尧杨剑挥尧蒋南勋尧沈祖慎尧沈葆达尧胡畏尧李希生尧钱方安遥 研讨内容有院 渊1冤
报告了有关校友会注销登记中的善后处理情况曰 渊2冤 今年校友会的活动情况小结曰 渊3冤 介绍了
10 月份校友返大连母校活动情况曰校领导对吴淞校友会汇报的有关指示曰 渊4冤 讨论了今后校友会

的工作和会费问题渊今后不再收会费袁但如有自愿赞助的赞助费仍可接收冤曰 渊5冤 2014 年校友会活
动安排曰 渊6冤 关于明年简讯的出版尧印发及其他等问题遥

吟 2014 年 1 月 31 日袁 大连海事大学校友总会郭禹副会长来电向吴淞老校友恭祝新春快乐尧

马年吉祥如意浴

吟 上海海事大学金永兴副校长一行拜访欧椿堃校友遥
2013 年 12 月 13 日

金永兴副校长带领学校
相关部门负责人拜访了

百岁老人欧椿堃遥 在欧
椿堃校长位于上海的家
中袁 金校长与欧老亲切
交谈袁 代表学校向欧老
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衷心
的祝福袁 并送上了为庆
祝欧老校友百岁寿辰特
制的精美相册袁 以及由
首批 野欧椿堃吴淞商船

助学金冶 获得者亲手制
作的水手结纪念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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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金永兴合影

欧老对金校长一行地来访表示由衷的感谢遥 他回忆了从家乡福州到吴淞商船学校的经历袁
以及在抗战时期曲折艰难的航行史遥 他对首批各该助学金获得者们寄予殷切的期望袁并现场亲
笔题写野人之道袁忍勤诚冶的家训袁以勉励同学们要刻苦磨砺自己袁以拥有野沉稳尧勤奋尧真诚冶的
品质袁希望上海海事大学的学生们能传承发扬吴淞商船精神袁为国家的航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
力量遥
欧椿堃校友系 1940 年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毕业遥 2013 年 6 月袁欧老校友出资 100 万袁在

母校设立野欧椿堃吴淞商船助学金冶遥 用以资助立志投身航海事业的上海海事大学在校学生遥 2013
年 11 月袁学校评选并

公 示 了 首 批 16 名 获
奖名单袁 共发放助学
金 8 万元遥

吟 46 级航海 专

业庄民生学长十一月

份来上海访问袁 期间
由徐以介会长陪同到
上 海海事大学 参访袁
庄学长并将他研发的
船上救生设备速放技
术和相应的设备向学
校作了介绍遥 十一月
九日袁 徐会长在避风

银 广州校友-庄民生-到上海访校友会

塘茶厅邀请庄学长茶
叙袁作陪的有蒋南勋尧
陈君义尧沈祖慎尧王文
煜等袁大家叙谈往事袁
十分欢快袁 对庄学长
不辞劳苦改进船舶收
放救生设备表示敬
意袁 据悉明年庄学长
可能再来上海遥
吟 45 年航海专

业毕业梁兆融学长已

92 岁 高 龄 袁2013尧12尧

银 梁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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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祖慎 摄

04 专程到校友会拜会遥 并参加会议和部分理事合影留念遥 会上还亲自把会费交给校友会袁大家十分
感动袁感谢老学长对校友会的支持遥

吟 2013 年 12 上旬袁 谢伟铠副会长代表校友会专程到市六医院去看望住院养病的施壮怀校

友袁施壮怀非常感谢同学和校友会对他的关心遥

各地动态
吟 2014 年 1 月 22 日袁 上海海事大学金永兴副校长委托赵伟建和周彬两位老师专程到仁济

医院看望因病住院的陈绍纲老师和刚出院不久在家养病的徐以介校友袁 代表学校校友总会致以
慰问遥
吟 大连海事大学

校友总会郭禹副会长也

亲自打电话问安袁 并十
分关心吴淞老校友的健
康袁 希望老学长们对身
体多加保重袁 健康起居
要注意袁 期望大家添福
增寿!
吟 2013 年 12 月

25 日 20:30袁 中央第 4
套电视台播放了节目主
持人到广州李景森家专
访情况袁 访谈内容又在
26 日 13:30 节目中进行
连播遥

吟 北京校友张一

银 张一诺渊左 2冤袁来上海访友

沈祖慎 摄

诺学长渊左 2冤来沪和陈克尧陈志纯夫妇袁沈祖慎尧徐以介等部分同学在徐家汇顺风酒家小聚留念遥
吟 查阅吴淞商船简讯院

www.shmtu.edu.cn寅校友寅校友风采寅吴淞简讯
吟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 E-mail 地址院 wsszxyh@shmtu.edu.cn

吟 2013 年 12 月 12 号袁 大连海运学院船舶动力装置专业 52 届同学在黄陂路顺风大酒家聚

会遥 到会的同学有童镐华夫妇尧钱跃南尧侯佩兰尧马泽灿尧王振翔尧张晶明尧陈玉介夫妇尧蒋锦恒夫妇尧
杨剑挥夫妇和奚洽良夫妇袁共计 15 人遥 童镐华夫妇是从美国回沪的遥 钱跃南同学知道后袁特地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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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乘飞机来上海和大家相叙遥
1957 年袁我们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以后袁劳燕纷飞袁各自东西袁极少见面遥 在校时期袁大家都是

风华正茂袁至今见面袁都已鬓鬓苍苍袁步入耄耄之年了袁所以袁这次相聚就显得十分珍贵了遥 这次相
聚袁十分融洽袁各叙情怀遥 钱跃南同学当场宣读了七绝一首院野风雨兼程六十载袁老友相聚齐开怀袁感
谢母校培育恩袁深情厚谊永常在遥 冶

叙餐从十一点开始袁一直到下午二点以后袁欢乐感日短袁寂寞恨夜长袁十里长亭袁没有不散的筵

席遥 在离别之时袁为了纪念这次相叙袁临别依依袁在大酒家门前摄影留念袁分手时互祝身体健康袁有
渊奚洽良 报导冤

机会时袁再次相叙遥

△ 喜爱音乐的吴淞人
李 代 文
我们由吴淞学生而变成海员袁海员心胸宽阔袁海员爱国袁爱民袁爱乡袁爱水袁爱船袁走天下袁闯四
海袁即算旅游袁也算流浪袁落叶归根袁也都到了离退休年龄袁目前都已是八十五岁上下了遥
回忆在校读书时袁许多人爱好音乐袁在操场常见李联基袁余泽陶渊47 届冤坐在草地上弹吉他同月
琴袁旁边有杨科贵袁张洽华渊一诺冤放声高唱袁吸引了一群同学围观和欣赏遥 在宿舍袁林錚袁杨建宇渊46
届 B冤天天练小提琴袁晚饭后琴声不绝于耳袁他们拉的均是世界名曲袁听也听熟了袁从不会听到会遥还

有 46 届 A 班的金永宁袁也是小提琴爱好者袁他踊跃参军袁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袁去了福州遥 46 届 B
班贝汉庭更是痴迷音乐袁他搜索了中外名曲八百张唱片袁可惜后来文革销毁了袁他是校友会的发起

人之一袁组织了上海第一次会议同聚餐遥 我与刘林渊47 届冤在国立二中就同学袁我们都喜欢小提琴和
二胡袁都是些名曲袁在一些场合袁也做过合奏或表演袁五十年代初袁在岭南大学大礼堂开联欢会袁我
与门轮舵工陈凯合奏野冥想曲冶渊51 71 35 11冤袁他拉提琴袁我吹口琴袁效果甚佳遥 1962 年袁我调到省

航运厅上班袁每天都有工间操袁操前都要放一段音乐袁一次袁工会干部老黄袁叫我拉小提琴并录音袁
我拉了一段野小夜曲冶渊1 56 35 / 11 376/5 2 34 17...冤袁声音似乎单调袁但录音放大袁一放出来袁一

二三四楼都同时响起来袁音调就优美得多浴 时隔多年袁变迁很大袁这位老黄因中风已去世曰那位舵工
也患了老年痴呆曰吴淞的金永宁袁在反右中对看不惯的事提了意见袁批斗后愤而自杀曰杨建宇做了
金山公司船长袁七十年代患肠癌去世曰贝汉庭因劳累过度袁航海中心脏病发作袁因公殉职曰林錚在加
拿大因医疗事故而亡曰李联基在广州袁有一次我去他家袁他放 VCD野蓝色多瑙河冶给我听袁九十年代
末袁他因肺癌去世遥 这些事皆令人哀伤浴

近年得知 47 届卓东明也是个歌迷袁世界名曲均会唱袁有一次私下同一个外国人比袁每个人轮

流对唱一个袁最后外国人唱不下去了袁甘愿认输遥 还有 46 届的浦宝康也是音乐爱好者袁他唱了一曲
叶满江红曳给我听袁慷慨激昂浴

医生同保健人员均说袁音乐袁书法袁画画袁修生养性袁能使人心平气和袁使人长寿袁冲过 90袁95 就

是 99渊100冤袁同学们院 共同争取吧浴

渊2013 年 8 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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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海事教育改革献言》
李 代 文
解放后袁我国有关海事院校林立袁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袁造成人员同物资的浪费惊人袁每年毕
业生逾千袁而真正能上船者袁顶多三分之一袁其余改行或失业袁增加了社会不安因素袁为防止继续扩
大袁吾人应该猛省袁并研讨纠正的办法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我国现有高等海事教育机构有院大连海事大学尧上海海事大学尧集美航海学院尧
现代青岛海洋大学尧湛江海洋大学尧广东航海专科学校尧上海水产学院尧厦门尧湛江渔捞尧驾驶袁大连
和连云港噎噎中等的有南京尧武汉尧重庆尧广东河运学校尧汕头海专袁还有各单位如远洋公司尧上海尧
广州海运局尧长航局都有自己的培训中心或船员培训班袁青岛还有远洋进修学院袁广州还有远洋船
员学校噎噎
我国每年能卖多少船钥 能造多少船钥 每年有多少海员退休钥 心中无数遥 还有那些高等院校
内设有农尧工尧文尧理尧法商尧医等学院袁完全成为综合性大学袁号称有 XX 万学生尧XX 万平方米

校区袁可称全国第一袁世界第二袁忙得不亦乐乎袁效果究竟如何袁恐难肯定遥 此次袁教育革命尧教育
改革袁宜大力精简尧合并遥 既称海事院校袁必须专业化袁只设航海尧轮机尧通讯尧航管尧航政五个科
系袁每年每班顶多30要50 人足矣袁晕船及不会游水者袁体检第一关就须刷下袁校长尧书记是党员
外袁应内行遥

颂校友

野中国核潜艇之父冶黄旭华院士
渊誓言无声隐姓埋名 30 年冤
2014 年 2 月 10 日晚袁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揭晓曰野感动中国冶2013 年度人物袁第一个走上颁奖

典礼舞台的是被誉为野中国核潜艇之父野黄旭华院士袁当他在台上接受一对少先队员鲜花时袁高高
举起奖杯袁精神矍铄袁微笑面向观众袁此时此刻袁校友们都为黄院士感到自豪遥
1949 年造船专业毕业后袁黄旭华前往上海招商局和港务局工作袁1954 年袁被选送参加苏联

援助中国的几型舰船的转让制造和仿制工作遥 1958 年调到北京海军袁不久后任核潜艇研究室副

总工程师遥 据保密规定袁接到命令后袁黄旭华曾写信简单告诉老家的母亲袁自己要到北京工作袁但
具体干什么袁只字未提遥 从 1970 年到 981 年袁我国陆续实现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袁第一艘导弹核潜

艇顺利下水袁成为继美尧苏尧法之后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遥 此时袁远在汕尾老家的母亲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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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知这些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人间蒸发般的儿子领头创造的遥 即使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袁父
亲因病去世袁黄旭华也没有回家奔丧袁父亲一直不知道儿子干什么工作遥 1988 年袁已经 62 岁的黄
旭华为稳定军心袁给大家打气袁决定亲自下艇袁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

的第一人遥 试验成功后袁有人建议他此次试验题字袁他写了首打油诗院野花甲痴翁袁志探龙宫袁惊涛
骇浪袁乐在其中冶遥87 岁的黄院士仍坚守在科研一线袁指导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从事潜艇的设计袁经
常出差参加学术会议遥
由于在核潜艇研制作出的重大贡献袁黄院士个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袁还两次获得了国家科技
进步奖尧特等奖渊集体冤遥
黄院士获奖感言是袁现在在我子孙面前袁我很自豪袁很骄傲浴 因为我这一生没有虚度袁此生属于
祖国袁属于核潜艇袁我无怨无悔浴
渊摘自武汉罗世洽 供稿冤

吟 两代同学，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父子船长
徐宁生、
徐文虎
为了振兴中华航运袁 打破中国水域内轮船上的高级船员非洋人莫属的状况袁1911 年中国有识
之士在上海吴淞炮台湾创立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遥 据中国航海史介绍院 从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袁
原清王朝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由民国政府交通部直辖更名为野吴淞商船学校冶到 1950 年上袁在这
39 年中几经沧桑袁历经艰难困苦袁在战乱频繁的条件下袁坚持航海教育工作袁为中国航运界输送

1000 多名航海人才袁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运洋船舶袁海运企业袁航海教育的骨干袁为建设祖国发展

航运事业袁维护航权做出了可贵的贡献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为了集中力量办好学校袁更好的
培养海运干部遥 1953 年袁上海航务学院袁东北航海学院袁福建厦门航海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大连海

运学院遥 现在 1952 年进校的同学最年轻的已是八十高龄袁绝大部分都已退休在家袁安度晚年遥 但仍
有一位子承父业的同学渊商船学院仅有的冤仍在海运战线上发挥余热袁为海运船舶运输而辛勤劳

动袁他就是江苏海运公司退休经理要要
要徐文虎遥 徐经理的父亲徐宁生船长袁是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33 年入学驾驶系的前辈学长袁他 1937 年毕业袁以后在民生轮船公司所属船舶先后任三副袁二副袁
大副直到野二号油轮冶船长袁民生宜昌分公司技术指导船长遥 解放后历任宜昌港务局调度室主任袁港
航监督局航监科科长袁港监处副处长袁1966 年调任交通部长江航政局船长袁总船长袁高级工程师袁他
一生热爱长江航运事业袁对江海船舶驾驶尧海难抢救袁船舶装运危险品时安全管理及港航安监督工
作具有较深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经验遥 早在 1944 年就编写了野川江航运指南冶袁1953 年他推广川江
船舶一列式拖带及顶推运输法遥 他研究改进川江船舶操作袁提高船舶使用效率袁被评为长江区宜昌
港甲等劳动模范袁并被选为宜昌市人大代表遥
解放战争时期袁他沉着机智使所驾驶的野民主二号冶油轮免遭反动派的破坏袁并积极参加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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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放军 47 军的支援工作袁往返于宜都袁沙市之间袁由于表现突出得到军首长的嘉奖遥

解放后他为长江航运袁长江港监事业孜孜不倦工作了 40 年袁并以出色工作成绩赢得了荣誉袁

他曾当选为第一届航海学会武汉航海学会副理事长袁兼副秘书长袁武汉市科协第二届委员袁1984 年

被评为湖北省科协先进干部遥 在改革开放的十年中袁作为一名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员袁他积极投身
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袁为武汉市野二通起飞冶和长江事业的发展袁献计献策袁为开展统一战线工
作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不懈的努力遥
他在老年退休后仍不顾年事已高袁继续为航运事业发挥余热袁为培养新一代航运人才倾注了
大量心力袁凡此种种实为我们新加入祖国海运事业工作的后生晚辈的楷模遥
徐文虎生于 1935 年袁他是徐宁生船长的长子袁为了子承父业袁他在 1952 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

驾驶系袁他是该班最年轻的同学袁他在校除了努力学习外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袁是班级的宣传委

员袁1957 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海运局大连分局客船上工作袁别看他是 52 级最年轻的袁由于他努力
工作袁提高航海技术袁却是 52 级在沿海工作第一位升任船长的袁由于他工作出色曾被推举为代表
海员参加全总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袁后提升为海运局大连分局海监室主任遥

1980 年江苏省发展外向型经济袁省政府决定成立袁江苏远洋运输公司遥 为了支援兄弟单位袁上

海海运局将徐文虎调往南京袁在江苏远洋公司任船长袁南京是长江下游最大的港口袁经上海通往世

界上任何地方袁长江作为我国第一大动脉其水道有许多独特的航流袁航道曲折袁水流湍急袁并有许
多浅滩袁沙州袁徐文虎过去在海上航行袁与航行长江有许多不同之处袁好在江苏远洋公司多数职员
来自长江沿岸袁他们多年来往返长江沿岸积累了丰富的航将经验袁徐文虎就虚心向他们学习袁通过
取长补短袁共同提高袁他带动船员既能走江袁又能航海袁使他能在南京以下各港都达到自引航袁自靠
泊袁并无需拖轮帮助袁这既节约了时间袁有省了费用袁他也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公司创办初期袁他
多次到境外接船袁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袁使船及时投入运营遥
1983 年他被调入公司主持工作袁但他仍经常深入船舶检查指导工作袁着实提高船员实际操作

能力和管理能力袁达到初步通晓远洋业务袁同时他向外单位引进一些干部船员与本公司船员互相

融合袁使公司很快便拥有一支由生产实践业务能力的船员队伍袁为以后公司发展远洋船队打下良
好基础遥
1984 年江苏远洋开始选拔一批素质较高的船员外派到国外船公司所属的船上工作袁这些船员

都能在工作上表现突出袁做到吃苦耐劳认真负责遥 在外派过程中主副机安全运转袁船舶航行安全高
效袁营运率达到 100%袁继而得到外方好评袁创造江苏远洋良好的外派品牌袁至今仍然保持着良好的
名声遥

1988 年秋袁江苏远洋向希腊买了一条船袁但由于接受船员办护照期限长袁而不能按合同要求按

时接船袁为避免损失袁暂时委请香港船员先行将船接下袁待公司船员接船时发现主机存在较大缺陷

因而不想留用意在境外转手袁避免缴纳关税和浪费进口许可证袁在征得上级机关同意后袁将其挂在
境外公司一边经营袁一边等待出售袁悬挂的是圣文森特国旗袁船名是野J.EASTERN冶袁这是全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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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远洋运输企业挂方便旗经营袁使公司取得良好效益遥
徐在水上工作 27 年袁深深体会船员房屋居住的苦衷袁他在任公司领导期间袁遵章守法袁合理提

高全体职员福利待遇袁建造新房袁做到船员职工人人有房住袁大家有了安乐窝袁人心也安定了遥 由于

公司具有丰厚的福利待遇袁领导和职工在福利待遇方面差距也不大袁从而加强了公司职工和船岸职
工的凝聚力袁公司没有一个职工野跳槽冶为公司长远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渊王文煜 供稿冤

怀念伊人
吟 1937 年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轮机专业毕业的百岁老学长陈绍纲教授袁 不幸于 2014 年 2

月 17 日 05曰25 因病在上海浦东仁济医院仙逝袁享年 101 岁遥 2 月 19 日下午 13 时 30 分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八仙厅举行追悼会袁出席的有船舶科研所尧上海海事大学尧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同学
会领导袁以及陈老教过的历届毕业生袁生前好友等一百余人遥 会场布满以原交通部部长钱永昌
等各界送的花圈尧花篮遥 追悼会上袁大家向陈老鞠躬致敬袁缅怀老人家为海运轮机事业做的贡
献遥 陈老住院期间袁上海海大领导赵伟健袁吴淞商船同学会副会长王文煜尧王漫然都先后到医
院探望遥

2014 年 2 月 9 日下午袁在龙华殡仪馆举行陈绍纲老师追悼会袁出席参加的校友有院 徐以介尧王

文煜尧陈君义尧杨剑挥尧王钟华尧叶照熙尧钱永平夫妇尧范嘉禾尧刘学花等袁上海海大送了花篮尧并派赵

伟健尧陈佳儿老师出席遥 大连海大郭禹副会长发了唁电袁向家属慰问袁并送了花圈尧吴淞校友会送了
花圈袁钱永昌名誉会长也送了花圈致以悼念遥
吟 2014 年 3 月 8 日 01院40 分上午老学长陈驹修在上海长海医院逝世袁享年 89 岁遥 陈驹修

船长 1948 年入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航海专业袁毕生效力于祖国航运事业遥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袁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授予教授级高级航海工程师袁他在工作中还致力于提携后进袁使他们能迅速

提高航海技能袁服务国家遥 他在退休后还活跃在海运战线上袁为船舶运输贡献力量遥 2014 年 3 月
12 日 10 时 30 分陈船长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鹤兰厅举行袁参加的有中海集团领导尧同学尧同事
及亲朋好友袁追悼会结束前袁大家都围绕陈老遗容鲜花袁缅怀他生前对海运事业的贡献袁并鞠躬
致敬遥
吟 48 年重庆船舶组毕业的李维杨学长已于 12 月 3 日中午不幸去世袁是老年痴呆症多年引起

心脏衰竭遥 渊其女在美冤袁特此告知遥

会费赞助
梁兆融 400 元袁 沈葆达 200 元袁 徐文虎 100 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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