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讯
渊第七十八期冤

二茵一四年十一月出版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编

祝贺
母校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袁上海吴淞校友会向郭禹副会长尧白德福处长发了贺信曰
揖电文铱 得悉郑少南书记袁孙玉清校长荣任新一届母校领导遥 兹代表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全

体老校友致以真诚的祝贺袁 愿母校在郑书记和孙校长的领导下为中国航海高等教育创新开拓袁在
深化改革中再铸辉煌遥

又请正在大连探亲的李希生代表校友会专程去学校祝贺遥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袁部长杨传堂一行袁于 7 月 8 日上午来到大连海大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部

党组对学校领导班子任免决定曰郑少南任大连海事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袁孙玉清任校长兼党委

副书记袁许民强任副校长遥 按照干部任期制规定院原党委书记张延华另安排工作袁原校长王祖温保

留正局级袁原副校长文小芹保留副局级遥

吟 于 10 月 9 日在岳阳大楼办公室召开了理事会袁讨论决定 10 月 31 日

组织一次上海地区校友的敬老节活动遥 计划上午参观上海海大校史馆袁餐后

游览东海大桥和洋山港遥
吟 由于校史馆尚未完成袁因此袁海大校友联络处周彬和陈佳儿老师联系安排改为到闵行区浦

江镇古镇韩湘水博园的秋游遥 但是袁从 29 日晚开始袁长江下游下雨袁两位老师考虑到学长们均已年

过八十袁 水博园内小溪纵横袁 多为小桥联

结袁游览线路多要上下小桥袁上高落低的阴

雨天路滑中行走袁对老人诸多不宜遥 万一滑

倒后果不堪设想袁故临时决定袁改去上海四

大古镇之一的召家楼旁新开僻不久的 野礼
园冶参观游览遥

31 日晨袁 先有部分老同学在原海大北

校门由海大安排好的校车出发袁去世纪大道

地铁站接另一批同学遥 约九时许袁一行五十

余人就出发前往遥 届时正值上班时间袁一路

堵车将近十点才到野礼园冶遥
礼园面积不算太大袁占地约 156 亩袁但

布置错落有序袁 江南园林有亭台楼阁一应

理事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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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全袁这时雨已停了袁
景色更是秀美遥 园内

纪念的先贤有明初被

朱元障封为上海城隍

的秦裕伯及叶宗行尧
黄元培尧秦怡等人袁他
们或为上海附近治水

有功袁 或在近代历史

文化中有所建树遥 我

们参观了后人为他们

建立的纪念堂袁 老演

员秦怡据传就是秦家

的后代袁 在秦怡纪念

馆中放着 22 位过去有名老演员的照片袁看着这些相片让人回忆起在自己年轻时袁从他们扮演的工

农兵形象中激发起自己的工作尧学习热情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的往事遥
在礼园内游览时袁大家都觉得心旷神怡袁陪同参观的周彬尧陈佳儿老师和两位海大女同学对我

们都极为照顾袁对有些体弱的学长更是搀扶着走路袁他们并为老校友们频频拍照留念袁更值得一提

的是袁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袁原本下的小到中雨也停了下来袁像是鼓励我们这些年过八十的航海者多

出来走走袁以健壮的身体看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不断壮大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推进海运强

国战略贡献自己余生遥 走出野礼园冶大家在园门合影留念袁然后到寿河餐馆享受了厚实而丰富的农家

午餐袁下午 14院00 左右才尽兴而归遥 渊王文煜 记冤

吟上海海大金永兴副校长会见庄民生老校友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老校友庄民生从广州来沪探亲袁特向吴淞校友会提出拜访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遥
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金永兴教授在暑假期间得知吴淞老校友冒暑前来学校袁特地安排在庄老

住宿附近的饭店见面遥 一同会见的还有商船学院党委书记徐乐平教授和原吴淞校友会秘书长赵伟

建老师遥
庄民生老先生今年 88 岁袁是

46 级吴淞专科学校航海专业毕

业生袁庄老系原广州海运局总工袁
长期主持我国船舶检验工作袁是
我国第一艘万吨轮的首位船舶检

验师遥
这次庄老拜会上海海事大学

校长袁 主要向学校讲述我国第一

艘救生艇在建造过程中的一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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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袁并得到商船学院轮机专业许教授的认同与赞赏遥 庄民生老先生为此感到非常高兴袁并向吴

淞校友会徐亦介会长表达此次会见的感激与兴奋之情遥 渊赵伟建 供稿冤

吟 拜访广州八旬吴淞校友庄民生

受吴淞 46 级轮机专业老校友庄民生的邀请, 10 月 16 日上海海事大学赵伟建和校史办副主

任蒋志伟二位老师专程去广州拜访庄民生老先生遥
庄民生老先生患肠癌刚动过手术一个多月袁出于对吴淞商船学校的热爱袁庄老整理出叶北归船

员纪念曳尧叶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生证曳尧叶国家科学家技术进步奖获奖者证书曳和叶科技进步徽

章曳等 24 件珍贵的纪念品袁全部捐赠给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遥
庄民生老先生讲述了在上海万吨轮上救火的故事曰采用先进技术解决救生艇燃烧不沉袁并获

国家级奖的故事曰讲述野北归冶后袁在文革受难的故事遥 每个故事都非常精彩动人袁反映出吴淞人的

精神面貌袁吴淞精神的伟大力量浴
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接受了广大吴淞校友的捐赠物和历史故事袁一定把吴淞商船的精神传递

给新海大学子袁继承发扬老一辈的吴淞精神袁为祖国的海运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遥
渊赵伟建 供稿冤

吟 收复南海主权的历史回顾

47 级轮机桌东明学长任主编的野心住南海冶一书已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在六月正式出版了袁在全

国新华书店销售袁 该书是记述我校原航海系教师李景森老师在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胜

利后袁于 1946 年任永兴兵舰副舰长时袁受国民政府派遣袁率队首登西沙群岛主岛收复永兴岛袁并立

国碑遥 后又随舰巡航南部海疆直至曾母暗沙袁途中登上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的历史见证遥 去年 12
月中央电视台 4 台也进行了专访和导播袁李老师今年已 93 岁高龄袁居住广州袁仍身体健康袁思维清

晰袁记忆力好袁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丰富袁完整的宝贵历史资料袁有力地佐证了我国对南海主权

的归属遥

吟 附卓东明来信：

1袁北京中国船舶报社工作的彭新启同志袁他是我们编委会的袁最近我们编写了关于李景森老

校友事迹的书袁书名为叶心住南海曳一位亲历收复永兴岛老人的历史追忆遥
李老是我们广州的老校友袁 他曾在上海航务学院和大连海运学院驾驶系任过老师袁60 年代在

广州海运局及广州航海学会一直到 90 年代退休袁现在已 93 岁遥 两年前他谈起年轻时曾在马尾海

军学校渊抗战期间搬到贵州桐梓冤读书袁毕业后留校任大队长遥 又到美国海军学校留学两年袁参加接

收 8 艘军舰回国袁任野永兴冶舰副舰长遥 1946 年被国民政府派去接受西沙群岛和永兴岛命名仪式袁他
被派上岛立碑遥他当年在贵州的学生大部分在台湾袁4 年前他去台湾探亲袁他的学生中来了 12 名海

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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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在三藩市与马公杰夫妇聚会 银 在洛杉矶与浦信南夫妇聚会

军将领迎接他袁其中一位是一级上将现职参谋总长遥 我听到后袁觉得他的事迹非常传奇袁并且对目

前南海主权和两岸关系都很有意义遥 在中远船务集团领导的支持下袁组织了几位老同志成立编委

会着手编写他的资料遥 我负责筹备尧组织尧修改尧审稿袁联系出版等事袁担任编委会主任遥 此书现即将

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遥
2袁 很高兴野心住南海冶一书已收到袁我 5 月底到纽约后看了朱绍庐兄袁6 月初又和张一诺袁顾馥

山兄聚会遥上周我和在纽约的儿子一家到美西旅游袁在洛杉矶探望了浦信南兄遥 昨天在三藩市由贝

汉庭的儿子贝嘉诚陪同游览袁今天探望了马公杰同学遥 能在遥远的异乡见到老同学及他们的子女

非常高兴遥 我会写点他们的情况给野简讯冶遥

吟 在美国各地看望几位老校友

今年 5 月底我和老伴到美国纽约探亲袁7 月底至 8 月初到西岸游览袁 趁此机会探望了几位旅居

美国袁难得见到的老校友袁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遥
6 月 18 日约住在新

泽西州的顾馥山夫妇到纽

约法拉盛和张一诺夫妇见

面遥我们未曾相聚袁见面后

分别畅谈各人见闻介绍情

况遥 一诺近年来眼睛出现

黄斑袁 影响视力在美国使

用一种新药治疗袁 效果颇

好遥 他利用每年探亲的机

会来美治疗袁现有好转袁现
在身体还不错袁 只是夫人

腿关节疼痛袁也在治疗中遥 同时袁也在考虑是否回国养老袁 两位虽均进入 84 及 86 岁的行列袁精
神状态都非常良好遥 渊卓东明 供冤

4窑 窑



吟 北京寄来的简讯

1, 北京聚会

七十年前少年郎 今日聚会亦疯狂

慷慨激昂抨时弊 欢歌笑语忆同床

一曲天路引共振 更忆康定好姑娘

老歌新歌都要唱 中文英文齐登场

唱响人间四月天 唱出昔日少年郎

吟 北京 47 级校友张一诺(治华)夫妇等仨人袁9 月下旬从南京来上海访友袁在沪期间受到同届

轮机系陈克(瑞卿)学长盛情接待遥 并在 24 日约请沈祖慎袁顾复山袁徐以介等相聚言欢袁徐以介向他

介绍了上海校友会的一些活动情况并告知为记念母校北迁 60 周年和母校成立 105 周年大连海大

校友总会和上海吴淞校友联誼会一起编写的野一代师表袁恩泽后人冶记念册即将出版袁北京的(各地)
吴淞校友可以直接向学校校友总

会白德福老师联系寄送遥 同时也

希望他 能通过简讯介绍一些北

京校友的情况袁 一諾学长虽视力

不好但也欣然答应遥
吟 航海系 52 级同学吴其勇

在 9 月 22 日去日本探亲袁同班同

学陈德斌尧程久章尧王文煜夫妇及

王漫然尧洪宝泉尧赵文蔚尧刘禧仁

等十人假顺风大酒店为他送行遥
由于上海城市庞大袁 各人居住相

隔遥远袁所以会面较少遥今日大家

相见倍感亲切袁于表面上看袁面色

都很不错袁相谈之下袁各人不免都有小病缠身袁但总的说来还是好的遥 由于许久未见袁不免说来话

长袁东拉西扯袁谈到各家小辈都还是有出息的袁深表欣慰遥 大家还相互介绍养生经验袁时间过得很

快袁转瞬已是下午袁大家相约年底前再来相会袁并互道珍重尧握手话别遥
渊王文煜 供稿 2014 年 9 月 11 日冤

吟 伟铠学长院你好袁从简讯中知晓上海校友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袁这值得我们学习遥 现有两事

烦您协助解决遥

2, 纽约聚会

黄叶遍地已入冬 老友欢聚心宽松

娓娓谈心不思归 侃侃道耒话吴淞

历数恩师均博学 笑谈同窗皆英才

明都再聚饮粤茶 环顾同桌少谨庸

出席聚会有院 卓东明尧朱元晔尧张
一诺尧张国喻尧朱增杰揖远洋铱尧武联珠尧
张奇揖交通部铱尧张葆华 渊北京 张一诸作诗供稿冤

明都是纽约一茶座名袁 谨庸乃侨居

美国的同学周谨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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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关于野沉痛悼念叶嘉畲学长冶一文希转致野简讯冶编辑组以便确定是否有利于简讯的价值曰
二尧野简讯冶是一份简明的小报袁它使我们校友之间可相互了解袁故所起作用是良好的遥 过去野简讯冶
都由上海校友会寄广州各校友遥 但最近没有收到袁我们希望从今年初起所发行的野简讯冶能寄一份

给广州的同学会袁以便对情况有所了解袁不知是否有困难遥 渊吴昌世 供稿冤
吟 46 级航海徐尧卿 7 月份来电告袁他和同班俞自强通了电话袁说他除了有时思维失忆外袁健

康情况尚好遥 他说徐尧卿同学已有好几期没有收到简讯了袁他从上海海大网上找到简讯下载袁加印

了几份寄给在港的同学遥

吟 拜访广州八旬吴淞校友庄民生

受吴淞 46 级轮机专业老校友庄民生的邀请, 10 月 16 日上海海事大学赵伟建和校史办副主

任蒋志伟二位老师专程去广州拜访庄民生老先生遥
庄民生老先生患肠癌刚动过手术一个多月袁出于对吴淞商船学校的热爱袁庄老整理出叶北归船

员纪念曳尧叶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生证曳尧叶国家科学家技术进步奖获奖者证书曳和叶科技进步徽

章曳等 24 件珍贵的纪念品袁全部捐赠给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遥
庄民生老先生讲述了在上海万吨轮上救火的故事曰采用先进技术解决救生艇燃烧不沉袁并获

国家级奖的故事曰讲述野北归冶后袁在文革受难的故事遥 每个故事都非常精彩动人袁反映出吴淞人的

精神面貌袁吴淞精神的伟大力量浴
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接受了广大吴淞校友的捐赠物和历史故事袁一定把吴淞商船的精神传递

给新海大学子袁继承发扬老一辈的吴淞精神袁为祖国的海运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遥
渊赵伟建 供稿 2014 年 10 月 30 日冤

吟 参观天地健康城的一点感受

2014 年 11 月 9 日同学会组织部分理事及同学共 25 人到青浦朱家角参观具有特色的养老社

区要要要叶天地健康城曳遥 这是一个具有国际高端养生养老的新型社区袁由澳大利亚与中国合作创办

的国内第一家养老社区袁该野健康城冶四周与朱家角古镇尧淀山湖尧东方绿洲尧太阳岛尧辰山植物园尧
佘山为邻遥她引进了澳洲先进的养老管理模式袁给生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遥 现在已与上海市老年

科技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袁成为上海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健康养生社区遥
它与一般养老院不同的是建有一大批不同面积的商品房渊产权房冤袁面积从 60m2耀143m2 不等袁

室内精装修袁全部按照老年人生活来布置遥 例如院 地面没有门槛袁床头及房厅装有紧急呼叫按扭袁
浴厕所顶上装有红外线感应灯袁一旦发现紧急情况袁医疗中心可立即派医生上门遥 社区为老人指定

保健医生袁为你建有健康档案资料袁人员入住后袁可为每人办理一只野一卡通冶渊可挂在身上冤袁通过

无线定位三维网络袁可清楚掌握智能卡渊一卡通冤的位置遥 如你在户外任何位置袁遇到紧急情况袁只
要按下一卡通袁医疗中心就知道你所处的位置袁可立即派人赶到现场解救遥 商品房渊精装修冤房价在

每平方米 14000 元左右遥
健康城内建有会所袁所内有健身房尧游泳池渊为老年人特建冤尧康乐球多功能厅尧棋牌室尧桌球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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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室等娱乐场所遥
如老人子女不在身边无法照顾袁可办理半护理和全护理手续遥 社区建有医院渊相于地段医院冤袁

医院与上海 14 家三甲医院签订了协议袁如遇紧急救护情况袁有绿色通道送到三甲医院就医遥 医保

手续全部通用遥 社区还办有老年大学袁还有食堂袁老人可在食堂就餐袁也可配送有机菜上门遥
最近上海老科技协会及多所大学都在组织参观袁我认为如果子女不在身边袁在健康城居住是

一个理想的居住地遥 渊翁启献 供冤

吟 张则谅同志生平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尧上海海运学院副院长尧52 级航海系张则谅校友袁因突发脑溢血袁医治

无效袁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 6 时 14 分在上海市瑞金医院

病逝袁享年 82 岁遥
张则谅校友 1933 年 8 月 1 日出生袁 浙江宁波市人遥

1952 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学习揖1953 年-1957 年

大连海运学院铱袁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大连海运学院航

海教研室助教尧教学秘书尧代主任袁1972 年借调上海海运

学院航海组袁任助教曰先后任上海海运学院航海教研室助

教尧讲师尧副教授尧教授曰1983 年 12 月要1994 年 5 月任上

海海运学院副院长曰 其中曾当选川沙县第八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袁黄浦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袁上海市工会

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遥 1991 年 6 月要2001 年 6 月任上海

市人民政府参事曰1998 年 3 月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九届上海市委员会委员遥
张则谅校友热爱党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遥 他坚决拥护

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袁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遥 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袁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袁注重教学改革袁为学校教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他是我国航海学科带头人之一袁在

航运界有广泛的影响遥 他具有系统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袁他是我国较早

研究海难事故的学者袁为我国航海学科

专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遥 他担

任过中国航海学会优秀论文评委会委

员袁海船驾驶专业委员会副主委遥 连续

当选国际海事教师协会执行委员会委

员遥 他作为海事律师袁曾主办国家海洋

怀念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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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野向阳红 16 号冶与塞浦路斯野银角冶轮等重大碰撞案十余起遥
张则谅校友他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袁作风严谨袁工作踏实袁在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的十

年期间袁他积极为上海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袁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遥 他几十年如一日袁
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尧兢兢业业尧任劳任怨尧尽职尽责尧勤政廉洁尧为人正直尧大公无私尧团结同志尧诚
实待人袁真正做到一身正气尧两袖清风袁是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好干部尧好领导遥

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张则谅同志遥
二茵一四年十月九日

吟 张则谅的告别仪式于上周五下午在龙华举行遥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尧上海市教委尧大连

海事大学尧大连海事大学校友会尧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友会袁和上海海事大学等单位出席了告别仪

式袁并敬献了花圈遥 渊赵伟建 供稿冤

吟 沉痛悼念叶嘉畲学长

今年 6 月中旬当我们听到叶嘉畲学长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去的噩耗时袁无不感到悲痛遥 叶学

长的遗体告别会于 6 月 24 日举行袁到会者近百人遥 广东海事局领导尧有关人员及亲朋好友多人参

加袁我校校友及叶学长遗属致悼词遥
叶嘉畲学长是江苏省江阴市人袁 出生于 1929 年遥 1947 年进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航海专业攻

读遥 毕业后适值建国初期袁百废待兴袁叶学长在艰苦条件下积极工作袁这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袁
也使他此后为航运事业作出了一些特殊贡献遥 如 70 年代在广州远洋公司工作时袁就曾参考各轮船

长的报告袁结合英版航路的涉及全球的海务资料近百本袁为发展我国的远洋事业做出了贡献遥 叶学

长曾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国际间有关航运的会议袁并曾数度出国考察遥 在担任海监局局长期间袁
曾对疑难的海事纠纷作出较好的处理遥 退休后袁叶学长还在上级的指示下袁领导并参与编写了野中
国航标史冶遥

总之袁叶嘉畲学长的一生是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遥 虽然他现在离开了我们袁但他的行为是值得

我们怀念和学习的遥 渊吴昌世 供稿 2014 年 8 月 18 日冤
吟 刚刚接到广州吴昌世学长电话袁告知院叶嘉畲同学于昨天渊9 月 16 日冤下午四时许突发急病

不幸去世浴 叶嘉畲学长德才兼备袁主攻广州海事袁成绩显然袁退休前后热心同学会事袁如今作古袁甚
为哀悼遥 渊谢纬铠 供稿冤

吟 轮 46 级谢树南学长患病于 2014 年 4 月于北京逝世袁享年九十岁遥
渊蒋南勋 供稿冤

吟 陈正华来信 48 级轮机陈愈鸿的夫人告知愈鸿学长已在 6 月 21 日病故袁享年 85 岁遥
吟 查阅近期简讯院 www.shmtu.edu.cn邛校友邛校友风采邛吴淞简讯

吟 海大吴淞商船校友办公室院 wsszxyh@shmtu.edu.cn曰
吟 李希生院 wsscxyh@163.com曰

唐祥福院 tanyxfu@126.com曰
陈君义院 wsszxyhcj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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