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全体吳淞商船校友祝贺羊年春节

祝各位校友 吉祥如意 身体健康
幸福长寿 全家平安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賀

兹代表 全体上海吴淞校友袁敬向母校各位领
导袁 老师 恭贺羊年春节袁 祝万事如意袁 身体健
康袁全家幸福遥

徐以介祝贺

各位老同学院您好遥
际此乙未新春佳节袁谨此祝福您和您阖家院
恭贺新禧曰新春纳褔曰身体健康曰万事如意曰春

节快乐遥 谢伟铠 敬贺

2015 年 2 月 15 日

各位老师学长: 大家好浴
圣诞佳节和 2015 年元旦即将来临袁恭祝诸老

圣诞快乐袁健康长寿袁阖府安康袁万事如意浴
范嘉禾尧佩兰 敬贺

简 讯
渊第七十九期冤

二茵一五年三月出版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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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师袁学长们: 你们好浴

值此未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袁恭贺新禧袁祝福

你们新春愉快袁阖家安康袁幸福美满袁三羊开泰袁万
事如意袁心想事成浴

岑毅生尧周执中 敬贺

吟 亲爱的教职员工尧同学尧校友们院
新年伊始袁万象更新遥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袁谨向辛勤耕耘尧无私奉献的广大教职员工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浴 向学海泛舟尧勇攀高峰的莘莘学子致以最亲切的问候浴 向心系母校尧奋战在各行各业

的校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尧学习进步尧身体健康尧阖家幸福浴
回眸 2014 年袁海大人用勤劳和智慧袁谱写了一曲催人奋进的海洋之歌遥 在这温暖的一年袁海大

传承野学汇百川袁德济四海冶的校训袁在国家促进海运业健康发展的新形势下袁以野海洋强国冶战略为

纽带袁以交通运输行业需求为导向袁不断强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尧科技创新服务尧海事法规政策研究

等三大基地建设袁为野四个交通冶的建设尧野一带一路冶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智力支持与保障袁在学校建

设的多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遥
成绩的取得袁 倾注着全校师生员工的心血与汗水袁 凝聚着广大海内外校友的支持与帮助袁在

此袁我们向广大教职员工尧广大校友和全体学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浴
2015 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袁海大人将继续怀抱经略海洋尧拥抱深蓝的野海大梦冶袁在培养人才尧创

新科技尧奉社会尧传承蓝色文化的进程中袁共同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浴
最后袁再次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尧身体健康尧工作顺利尧学习进步浴

大连海大郑少南 孙玉清

2014 年 10 月 21 日

吟 上海海大金永兴书记向吴淞校友祝贺羊年春节遥 二月九日下午上海海大新任党委书记金

永兴教授在我会秘书长赵伟建老师陪同下拜访了徐以介校友遥 金书记感谢吴淞老校友们多年来对

学校的发展给予热情的支持遥 当羊年来临之际袁代表学校向吴淞校友致以节日的祝福袁希望老校友

们健康长寿尧家庭幸福遥 并表示上海吴淞校友会的工作和活动袁学校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配合袁能
为丰富老校友们的晚年生活是学校的应尽义务遥

徐以介校友代表校友会向金书记表示感谢袁并兹代表全体上海吴淞校友,敬向母校各位领导尧
老师恭贺羊年春节袁祝万事如意袁身体健康袁全家幸福遥

渊徐以介 祝贺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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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校长孙玉清探望上海吴淞商船校友

11 月 24 日袁校长孙玉清尧校友总会秘书长白德富专程赶赴上海探望

我校吴淞商船校友联谊会的老校友遥吴淞商船老校友召开理事会议袁耄耋

之年的老校友齐聚一堂袁原交通部部长钱永昌到会并讲话袁吴淞商船联谊

会会长徐以介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孙玉清向与会老校友转达了学校领导班子对大家的问候袁介绍了学校领导班子情况尧学

校年年的发展情况以及下一步发展思路和目标等遥 老校友们畅所欲言袁回忆了当年在学校学习的

情景袁向孙玉清咨询了有关学校发展的问题遥

理事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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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昌作总结发言遥 他代表全体吴淞校友感谢学校的关心袁并充分肯定了学校新任领导班子

对学校下一步发展的工作思路袁最后提出了自己对学校发展的殷切期望遥
当日袁孙玉清尧徐以介尧白德富陪同钱永昌专程探望了我校校友 101 岁主龄的欧椿堃袁大家一

起愉快地交流袁回顾了历史尧展望了未来遥
吟 大連海事大学孫玉请校長座谈会

时间院 2014 年 11 月 24 日袁上午 10院30曰 地址院 岳州路 58 号岳洋大楼 306 室遥
参加人员有院

銭永昌 徐以介 谢伟铠 王文煜 王漫然 陈君义 楊劍辉

蒋南勋 沈祖慎 陈正华 沈葆达 李希生 钱方安 唐祥福

徐文若 周仲衡 殷伟青 宋德驰 翁啟献 徐堯卿 顾馥山

范嘉禾 刘学范 刘明玉 方祥麟 蔡 铮 山家驹 肖钟熙

吟 3 月 13 日袁在岳洋大楼办公室召开了理事会议袁拟讨论的议题有院
2015 年 3 月 10 日 吴淞校友理事会 讨论内容

1. 今年的校友活动和 5 月份参观安排

2. 讨论有关今后简讯的出版和内容

3. 有关 2014 年出版的纪念册情况和寄发安排

4. 讨论为纪念母校复校 70 周年拟编写一本院 叶上海海大中的吴淞校友曳事
5. 讨论今年校友理事会换届事

到会的有院 葛鸿翔 蒋南勋 宋德驰 陈禝香 钱方安 徐以介

张士杰 唐祥福 周仲衡 沈祖慎 沈葆达 朱祥宝

陈德福 张静明 陈君义 陈佳儿 谢伟铠 贺程万遥
王文煜尧 殷伟青因病请假遥

经过会议商讨袁结果如下院
1. 关于今年上半年的活动院 决定于 5 月 12 日星期二袁到上海海大参观新开的校史馆袁并确定

上车地点有两处院 一个在桃林路 199 号渊即原海大西侧门外招袁海运宾馆冤袁开车时间上午 9院45渊准
时冤曰 另一个在世纪大道地铁站 1 号出口袁开车时间院 上午 10院00渊准时冤遥考虑到校友们均已年迈尧
行动不便而需要家属陪伴的袁以及参加者袁均须务必在 5 月 10 日前告知本班理袁再由理汇总电话

登记袁以便海大安排车位遥
活动内容有院 到海大先吃午餐休息片刻袁参观校史馆袁在回路途中顺路到南汇水工园游览袁之

后回到桃林路袁可顺路下车遥
2. 关于简讯问题院 由于来稿渐少袁故拟将大连尧上海两校的动态也纳入报导内容袁并望校友们

也报导些过去所经历的回忆录等遥
3. 关于纪念册院 由于对纪念册要求较高袁因而反复修订以至有所延误袁但现已初步肯定袁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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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能够完成出版遥
4. 关于编写叶上海海大中的吴淞校友曳袁大家非常赞成袁同时也要求大家提供所知道的材料遥
5. 由于章程所定袁理事两年换届袁故准备下半年进行遥
6. 徐会长提议袁为了对解放初期参军的校友们表示敬意和关怀袁拟举行一次在上海的该校友

们的座谈会袁大家均同意在今年建军节时举行该座谈会遥
吟 登记电话院
唐祥福院 65019082袁 63165632曰
徐以介院 62656184袁 13636503009曰
陈君义院 18019387838曰

吟 大连海事大学 2014 年十件大事

1. 7 月 8 日袁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尧部长杨传堂亲临学校作重要讲话袁为新时期学校发展建设

指明了方向尧明确了任务曰同日袁学校领导班子完成换届袁郑少南同志任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曰孙玉

清同志任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遥
2. 11 月 25 日袁交通运输部与国家海洋局签署叶关于共建大连海事大学的意见曳袁明确将共同

推进大连海事大学涉海学科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遥
3. 野海洋运输绿色与安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冶被认定为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创新平台曰野水上智

能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冶获批交通运输部行业重点实验室袁野航海安全保障重点实验室冶获批辽宁

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袁野船舶污染检测信息化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冶 获批辽宁省发改委工程研究中

心曰学校获批成为野国家遥感中心海事导航技术部冶曰学校提出的野成山角船舶定线制冶和野成山角船

舶报告制冶 两个修订提案获国际海事组织 NCSR1 通过袁 并最终在国际海事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

渊MSC94冤上获得通过遥
4. 叶轮机工程专业模拟实践训练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曳项目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曰 叶海商

法纵横谈要要要以历史和影视为经纬曳叶漫话天文航海曳两门课程入选教育部第六批国家级野精品视

频公开课冶曰 叶海商法曳叶船舶原理曳叶数据挖掘技术与应用曳叶集装箱多式联运曳等四本教材入选第二

批野十二五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曰 法学尧通信工程尧电子信息工程等三个专业在

2013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中获得第一名曰 外国语学院教师杨扬荣获 2014
年野教学之星冶大赛全国总冠军曰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孔朝霞尧邵芳强荣获第三届辽宁省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并荣获野辽宁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能手冶称号遥
5. 学校 3 万吨载货教学实习船开工建造曰教学实习船野育鲲冶轮再次访问台湾袁首次与台湾高

校签订派生随船实习的合作协议遥

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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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校学生荣获 2014 年全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曰 首次荣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

会野创业项目奖冶尧第六届全国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尧全国大学生野飞思卡尔冶杯智能车竞赛一

等奖曰荣获全国首届大学生税收辩论赛全国总决赛季军遥
7. 学校引进轮机工程学科方向野千人计划冶专家 1 名袁新增热能工程学科方向野长江学者冶讲座

教授 1 名曰首次入选国家文教类野高端外国专家冶1 名袁野绿色航运与海上安全冶创新引智基地渊111
基地冤顺利通过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复评验收遥

8. 11 月 27 日袁叶大连海事大学章程曳获交通运输部批准并报教育部核准遥
9. 全年进校招聘单位首次突破 1200 家袁 提供就业岗位数与毕业生人数供需比例达 10院1袁本

科毕业生年终就业率达 97.06%袁位居辽宁省本科院校第一袁学校被评为野辽宁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先进集体冶遥
10. 学校出版社社长徐华东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野优秀出版人物奖冶曰曲建武教授荣获

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2013 年度影响力标兵人物冶称号曰司玉琢尧刘人杰尧孙光圻尧殷佩海等四

位教授被授予野中国航海学会终身成就冶荣誉称号曰李颖教授被授予野中国航海学会特殊贡献冶荣誉

称号遥
吟 各位学兄老校友春节好浴 许多

老校友多年未见袁只能网上联系了遥 祝

你们身体健康尧全家幸福浴 送上与老伴

的照片一张渊见右图冤袁有机会见面还能

认识吗钥 渊潘延龄冤
吟 1 月 15 日上午袁校党委书记郑

少南尧校长孙玉清尧副校长许民强出席

学校老教授协会野迎春联谊会冶袁与校离

退休老同志共同观看了离退休文艺社

团的精彩演出遥联谊会由老教授协会理

事关政军主持遥
孙玉清代表学校对离退休老同志心系学校袁关心和支持学校的改革发展表示感谢遥 他表示袁

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老同志工作袁将优良传统传承好尧传播好尧发扬好袁进一步形成尊

重老同志尧爱护老同志尧学习老同志的良好氛围袁努力创造更好的条件袁让老同志发挥余热尧安享

晚年遥
校老教授协会原理事长郭禹总结了 2014 年老教授协会的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绩袁 同时感谢

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多年来的关心尧支持以及校友们的慷慨资助袁并代表离退休老同志表示会继

续关注学校发展建设遥
与会的离退休老同志还观看了展现我校一年来主要建设成就的视频短片叶回眸 2014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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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会后袁校领导与离退休工作处党委委员尧离退休管委会委员举行了座谈会袁会议由离退休

工作处处长高平全主持遥 座谈会上袁老同志们对学校给予的关怀和帮助表示感谢袁对学校取得的成

绩感到振奋袁同时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遥
最后袁许民强在讲话中表示袁学校要秉承野以孝敬自己父母的精神和态度做好老同志工作冶的

理念袁让老同志时刻感受到来自孝道的关爱遥

吟 46 级轮机谢树南学长曾在原航天部 604 基地任科研部主任尧 总体研究所所长尧 教授级高

工遥 2014 年 5 月因心脏性疾病过世袁享年 90 岁遥 渊蒋南勋 供稿冤
吟 46 级航海程琳荪学长因病不幸于 2014 年 9 月逝世遥 据琳荪学长 49 年学习期满参加工

作袁在上海军管会航运处招商局任联络员遥 1951 年在中波公司担任总公司及波兰格丹尼亚分公

司经理秘书尧副科长尧组长及中方代处长袁1960 年调广州中远公司任主任处长遥 1984 年调新加坡

任中远公司首任代表和运星船务公司中方执行董事总经理遥 1989 年由交通部授予教授级高工袁
1994 年离休遥

从事远洋航运事业 40 余年袁为中国远洋运输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遥
渊吴昌世 供稿冤

怀念伊人

51 级航海假岳洋大楼办公室联谊会时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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