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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商船校友会第八届理事会报导
吟 2011 年 11 月 6 日袁吴淞商船校友会在上海海事大学会议室召开第八

届理事会遥会议由徐以介会长主持袁他首先总结今年的工作如下院 1.吴淞商船

百年纪念画册已先后向海内外各地校友及有关单位共发送八批袁至此已圆满结束遥 2. 由陈君义尧王
文煜袁徐以介主持每年出版三期的简讯袁由于其出版要求先介绍各地校友活动情况及生活动态以

便同学间虽相距遥远也能多多少少知道彼此情况袁所以得到各地校友的重视遥 但由于篇幅渊每期八
页冤所限袁只能做到简要介绍袁不能发表学长们的长片报导袁还望学长们谅解遥 同时在此也请支持我
们的工作袁不断的将各地校友动态告诉我们遥 3. 第八届的 45 各理事中已有 6 名相继去世遥 4. 联谊
活动渊见专稿冤遥 5. 徐会长今年多次与大连尧上海两地海大进行沟通袁得到他们对校友会的大力帮

助袁并在组织上尧财政上给予许多支持遥 6. 原校友会章程始订于 1984 年初期袁现部分条款已因情况
的变化需要修改袁现将修改意见发表如下袁请提意见院渊附校友会章程修改意见遥 冤

2012 年工作计划院 1. 修改会章遥 2. 进行第八届理事会改选成立第九届理事会遥 3. 继续每

年出版三期简讯遥 4. 做好对国内外来沪校友的接待遥 5. 组织 1~2 次上海地区校友参观联谊活

动遥 6.对上海地区校友情况渊主要是讯息变化袁身体状况等冤进行一次调查遥 7. 对商会和重病校友
进行家访慰问遥 8. 协助大连海大校友总会在上海成立吴淞校友联谊会遥

吟 十月十六日上午 08院30 吴淞商船学校校友会组织在沪同学和夫人袁 共 102 人在上海海事

大学浦东大道校址集合出发袁前往江苏太仓及上海宝山区湿地公园做秋季一日游遥

此次交友是校友会今年下半年主要活动之一袁上海海事大学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袁除两辆大巴
外袁考虑到去旅游的校友虽说身体尚属康健袁但毕竟年事已高遥 因此袁在两辆大巴上各安排二名海
院同学负责照顾上下汽车袁并另派校医一名袁小面包一辆跟随大家做医护急救袁并派工作人员随时
联系袁以保证大家玩得痛快 袁真是考虑周到遥

我们首先去的是太仓浏港袁这是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遥 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袁这里建立了

郑和公园袁我们之间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来参观遥 一块刻有野郑和公园冶的巨石矗立在公园门口袁现

在公园占地 122 公顷袁园内建有一座小山体袁主入口广场有音乐喷泉袁巨大的郑和铜像袁郑和宝船袁
郑和纪念馆尽收眼底遥 郑和铜像重五十吨袁高八十米袁郑和手执航海图袁昂首挺立于七下西洋的起

锚地遥 高大而雅典袁宏伟而凝重遥 郑和宝船参考明代技术资料建成袁总长 71.1 米袁型宽 14.05 米袁这
是为了纪念 1405 年 7 月 11 日宝船首航出海的日子渊旧历为明永年三年冤遥 船尾部有三层袁近 18 米
高袁桅杆高 38 米袁寓意郑和曾经去过 38 个国家和地区遥 去郑和纪念馆内可以看到袁宣示明成祖对

外政策的横匾野宣德化而柔远人冶遥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坚持执行此政策遥 经永乐三年起袁在近三十年
中他先后六次经浏家港出发袁出使西洋袁抵达亚非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袁增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人
民的友谊袁扩大了对外经济尧文化的交流袁是中国航海历史上的壮举遥

午后去浏河镇上使用午饭后袁大家继续乘车赴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遥 公园面积为 53.46 公
窑1窑

顷袁位于宝山区东部袁背山面水袁东频长江尧黄浦江袁西倚炮台山袁南迄塘后支路袁北至宝杨路遥 沿江
的岸线长达 1974.13 米袁其西南角是著名的吴淞口遥 清朝时借此地形建造水师炮台袁所以得名为跑
台湾遥 走在沿江堤上可以远眺原野吴淞商船学校冶旧址遥 该公园的设计突出生态恢复及文化重建理
念袁不仅原有的滩涂湿地在设计中得到有效的保护袁并在沿江岸线一侧通过大小生态岛的组合袁利
用潮起潮落的水位变化袁营造 11 公顷的湿地景观遥 目前袁公园里的木栈道尧军事文化广场尧竞技体
育活动场等景观和主干道已基本建成遥 数千棵树木也已种植成活袁形成了森林和湿地两大特色景
观遥 平日公园内尚有租用电瓶车在园内代步游览的服务袁但因该日恰逢另有活动袁所以不能乘车代
步参观整个园内各个景点遥 在快 17:00 点时袁大家才登车返回上海结束一天的旅程遥
渊王文煜冤
吟 校友会章程修改意见揖征求意见草案铱
第五款组织机构与职责范围
揖3铱 原文要要
要本会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袁理事会由若干名理事组成袁理事由大会选举产生袁
噎噎遥 修改要要
要本会的执行机构是理事会袁理事会由若干名理事组成袁理事由各班级推选的代表中
产生袁噎噎遥
揖5铱 原文要要
要本会聘请名誉会长一名袁名誉理事若干名遥 修改要要
要本会将推选袁对国家袁社会
和校友会有杰出贡献的校友担任名誉会长尧名誉副会长和名誉理事若干名为顾问任期三年袁可连
续选任遥
揖6铱 原文要要
要噎噎本会的常设办事机构 揖地点院 上海市 20008 东长治路 505 号噎铱 噎遥 修
改要要
要本会的常设办事机构揖地址院暂定上海市 200135 浦东大道 1550 号 158 信箱铱噎噎遥
揖7铱 原文要要
要会员大会每三年一次袁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袁袁噎遥 修改要要
要会员大会每三年一
次揖也可采用通信方式铱袁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袁噎噎遥 第六款袁经费来源
揖8铱 原文要要
要吴淞商船水云技术咨询部噎噎每年将利润的 30%交校友会遥 渊全删冤 修改要要
要
校友尧母校和社会团体资助遥
校友会章程请参看同学录 P5-6 页遥
修改内容将用通信方式向校友征求意见袁2012 年 1 月
底前将意见汇总袁待理事会通过后作为原章程的附件遥
吟 大连海事大学王祖温校长到上海看望吴淞老校友
11 月 16 日上午 1030 大连海事大学
王祖温校长和校友总会白德富处长专程来上海看望吴淞老校友袁并借座上海大厦丽宫和老校友座
谈袁校友会组织了 46袁47袁48袁49袁50 届和税专的校友代表近 80 人参加会晤袁名誉会长钱永昌同学
闻讯从北京赶来袁外地来的还有 49 届轮机袁松泉遥 到会的同学最年轻 78 岁袁很多老学长因年事已
高已多年不参加活动了袁有的在养老院袁有的在医院疗养袁得知母校的校长多年来第一次专程来看
望我们十分高兴袁90 高龄的袁巨汉和行走不便的杨树功还在夫人的搀扶下出席了会唔遥 98 岁的陈
绍纲老师由校友会专程派了沈葆达揖83 岁铱同学陪同到会遥
会议由大连海大校友总会白处长主持袁徐以介代表吴淞校友会感谢母校王校长对吴淞老校友
的关怀并向王校长逐一介绍到会的老学长和他们过去的简历遥 会上徐会长还向学校领导简要介绍
了吴淞校友会的历史经过袁性质袁活动的内容袁经费来源袁机构的组成袁和现状袁以及对母校的期望遥
王校长在发言中除了介绍学校的概况和今后发展前景外袁也谈到学校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
吴淞老校友关心不够袁接触较少袁深感歉意袁愿意在学校可能范围内袁今后要多关心吴淞老校友的
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袁愉快遥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袁学校已决定在校友总会下袁在上海专门成立吴淞
校友联谊会加强和吴淞校友会间的联系和沟通袁帮助吴淞校友会开展校友间的联谊活动袁 活动经
费将纳入学校校友总会开支袁学校还将物色一位年轻一点的校友来居间协调遥 会上袁王校长将联谊
会的标牌交给上海吴淞校友会保存袁等办事地点确定后即开展工作遥 最后王校长盛情邀请吴淞老
校友回母校看看袁学校将指定白处长负责袁做好接待工作袁安排好老学长们在大连一切食袁宿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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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袁活动经费将纳入学校校友总会开支遥 会上徐文若袁谢伟凯袁蒋南勋袁朱炎武袁蔡天海袁王钟华袁钱
永昌等都发言袁其间王钟华代表校友会向即到 90 周岁生日的袁巨汉同学送上祝寿镜框遥
座谈会到 1230 结束后袁集体留念照相遥 中午在上海大厦二楼丽宫用餐袁席间各班级老同学难
得相聚一起袁边吃边谈袁回忆起美好的学生时代袁十分开心袁席间中海集团王大雄付总经理代表集
团领导向在中海工作过的前辈致意袁并向所有与会的航海界前辈问好遥
渊校友会稿冤
吟 叶参军同学 60 年后将喜获母校补发毕业证书曳 与会的抗美援朝参軍同学有院原東海舰队
的輪 49 程傳浩(在一江山战役中栄立三等功)曰駕 49 郑昌年渊曾参加南海对南越自卫反击备战冤遥 原
南海舰队司令部航海业务长駕 49 盛兆和遥 原北海舰队驱逐舰支队航海业务长駕 49 向惇英遥 原在
海軍舰袁潛艇袁通伩院校任的駕 48 沈长治曰駕 49 方汎曰駕 49 陳日新遥 原海军司令部训練参謀駕 48
楊树功...等同学遥 在场的老同学都讚称: 我们吳淞商船参軍的同学可以组成一支野联合舰队冶了遥 参
軍同学向王校长和与会同学汇报了吳淞商船同学曾战斗遍及人民軍的北袁東袁南三个舰队和海军
院校袁为中囯人民海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袁继承了吳凇商船愛国主义的光荣傳统....遥 王校长极其重
视地听取参軍同学的汇报对参軍同学发揚爱国主义傳统极为称讚袁并立及会同校友事务与合作处
的白处长袁于会后立即为参軍同学办理补发母校畢业証书并注明 1950 年 12 月参军等事宜遥 同学
们甚感母校的关怀遥
渊驾 50 谢緯鎧 供槁冤
吟 附院记者获悉院初步计划在上海校友将春季组织去海大校园植树袁另外在明年五月份将组织
吴淞老校友参观团访问大连海事大学袁现正就除旅费外袁在大连住宿尧餐饮费用的落实进行商讨遥 另
外如人数在 20 人以上袁则 49 级前老校友优先袁进一步讯息将及时报告遥
渊王文煜冤
吟 查阅近几期简讯可上网院www.shmtu.edu.cn 寅 校友联络 寅海大校友网 寅 校友风采 寅
吴淞简讯渊可查阅 66尧67尧68尧69 期简讯冤遥

各地简讯
吟 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前夕袁钱永昌同学 6 月 29 日中午抵汉袁邀约罗世洽袁岑毅生俩同学到
下榻的晴川饭店小叙遥 下午见面袁均老矣袁但精神抖擞袁都很健硕遥 回忆从新中国建设初期袁到走了
改革开放道路袁至今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袁建设现代化阶段的经历袁有感慨袁但更多的是兴奋遥 这次
小叙正巧是 49,50,51 三个班级同窗学友袁这批学友虽有做出大贡献的袁但大多数是踏踏实实袁勤勤
恳恳袁 默默无闻地在当老黄牛遥 在几个历史特殊时期受到伤害的一些学友最终也得到了平凡袁慰
藉袁感到庆幸更为之高兴遥同时也展望了未来袁对和谐尧稳定尧国强尧民泰的发展趋势信心百倍遥18 时
共进晚餐袁同席还有长江船务管理局尧武汉理工大学尧中国交通报社袁长航集团在职和离退休的领
导同志遥 席间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遥 20 时席散合影留念袁互致晚安遥 钱同学在饭店大堂亲送两
同学袁临别认为袁再遇聚时多留点时间袁忆旧叙旧袁更乐在其中遥
吟 30 日上午钱会长在第一届交通信息与安全国际学术会开幕式上用英语致欢迎词作主旨发
言袁后参观考察武汉理工大学袁参观该校航海博物馆袁ITS 中心袁航海模拟器和轮机模拟器遥 参观考
察后因公务在身随即乘机返京遥
吟 大连海事大学武汉地区同学会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上午在汉口江滩楚老宋饭店邀请吴淞
商船在汉同学相聚遥 同学会付会长罗军渊兼任吴淞商船武汉地区同学会秘书长冤尧秘书长杨志勇到
会亲自操办接待工作并在开席前受会长杨帆委托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袁一再表示将全力热情为老
学长们做好联谊服务工作袁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并祝老学长们健康长寿尧家和心顺尧颐养天年遥
孟宪法渊轮机 51 级尧湖北省笫六尧七届政协委员冤尧周执中(轮机 51 级尧笫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冤两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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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付会长为组织此次聚会做了大量协调尧沟通尧联系等工作袁大家都致以敬意遥
吟 岑毅生同学简单介绍了上海传来的信息院一尧11 月 1 日母校书记尧校长等领导在上海召开了
大连海事大学同学总会吴淞商船校友联谊会会牌渊母校从大连带来冤揭牌大会袁部署了工作袁准备为
联谊会选定办公地点袁并安排最近要退休的校友 2 至 3 人担任具体工作袁为老学长们服好务遥 由于钱
永昌同学因事末能赴申袁故将揭牌仪式改在 11 月 16 日举行遥 二尧成立大连海事大学同学总会 50尧
51尧52 级渊老三届冤上海地区同学会并吁请还未成立的地区短期内也成立起来并报总会备案遥 吴淞商
船老同学们听介绍后均向母校致贺并感激母校的关心与关怀遥 席间老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忆旧
叙往袁展望未来遥 黄旭华学长渊中国工程院院士尧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冤也在百忙中前来相聚遥 老同学
们各个精神饱满袁兴致勃勃袁谈笑风生很有不服老的气势遥 大家味口都很好袁一致感谢同学会为大家
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和高雅尧美味尧适意的午餐遥 席间频频举杯互致保重尧幸福尧安康和展望美好的野远
景冶遥 有聚就有暂别袁大家相约 2012 年春节前后再组识一次相聚袁届时多安排时间让大家有机会多交
流 叙往忆旧袁憧景未来遥 到会同学共 19 人袁其中最长者 1921 年出生袁最小者 1932 年出生袁名单如下
渊以年龄为序冤院陈国清尧崔祖元尧朱浩德渊夫人陪伴冤尧钱藻彦尧谭宗泉尧黄旭华尧金志鸿尧吴秀恒尧苏文
豪尧陆瑾田尧姜立华尧杜光琪尧罗世洽尧严顺森尧谢敏尧周执中尧岑毅生尧孟宪法遥 渊罗世洽 供稿冤
吟 徐会长院您好袁据悉您刚曾来美短留多日及已返沪遥 未知到美何州钥 是否美东纽约钥 纽约华
人多袁顾馥山兄弟则在新泽西多年遥 我在美国旧金山袁华人亦多且气候较好袁尤以东湾地区更是长
年春秋遥 我对校友会无有作为袁结集尧谨见及如浦信南尧浦宝康等各学长之久举袁亦随若表以支持之
意袁盼校友会能在您和有关学长们的共同努力下持久有进尧野吴淞简讯冶持续举刊遥 如能促成野吴淞
商船学院冶得以复校将更是所盼求成遥 对野简讯冶内容尧曾想如能供刊载以各学长尧学兄们在退休后
发挥余热尧各各有所创业之不同业绩袁互相交流留存袁亦属一项资料的补充袁此举前曾和我级张滋
生尧邵祖德尧范嘉禾等同学相商过遥 此举如能获得您的支持想能增添野简讯冶更多稿源遥 谨此致函
祝好
渊马公杰 供冤
吟 马兄院你好浴 今接到 张滋生兄电袁令公子带来人民币 2000 元给上海吴淞校友会袁对你的资
助袁我代表上海吴淞校友会深表感谢袁祝你健康长寿遥
渊徐以介供冤
吟 50 年入学轮机班马公杰同学毕业后袁一直在广州尧香港从事航运管理遥 退休后袁在改革开放
政策的鼓舞下袁与时俱进袁再展宏图遥 他凭藉其专业基础和管理经验袁助子在美国创业遥 並为提高我
国建筑工程机械另件的制造工艺袁技术质量和出口能力袁在张滋生尧陈茂仪同学共同合作下袁扶植
沪尧浙地区民营机械厂生产出符合美国质量标准的机械另件袁向美国出口袁促成国内民营机械厂和
其公子在美国的公司之间外贸业务袁 从而使我国民营机械厂成功地打入美国建筑机械工具行业袁
为在美开拓建筑机械另件做出贡献遥
渊范嘉禾 供稿冤
吟 中秋前夕袁广东航海学会名誉理事会在野王府井冶大厦八楼袁举办茶会团叙袁吴淞校友应邀
出席者有李景森老师和龚鎏尧袁明剑尧叶嘉鑫尧何修治尧李代文等遥
吟 广州吴淞同学会于九月 19 日袁在八旗二马路叶航运大厦曳二楼野德烨酒家冶袁举行中秋餐叙袁连
家属共到约五十人渊四桌冤共述别情袁加拿大蒋晓曦袁美国卓东明尧刘林尧马公杰袁来电问候并祝贺遥
吟 马英九之夫人周美青袁她父亲是吴淞校友渊远洋船长冤袁2011 年九月下旬袁周美青去美国参
观中文学校袁并为运动会野开球冶袁此人文静有礼尧朴实低调袁受到了侨胞的赞扬遥
吟 税专海事班关满堂仍住医院袁除老人外袁谁也不认得袁与植物人差不多袁能拖多久算多久遥
吟 47 级机卓东明夫妇已于五月下旬离穗返美袁临行前袁将他的文集叶往事曳分赠各地同学尧同
事尧亲友袁全书 292 页袁图文并茂遥 主要介绍他参加远洋航运的创建和发展的经历袁内容丰富袁受到
各方欢迎和好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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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46 驾龚鎏学长袁五月份回上海崇明探亲访友袁会见了一些吴淞老同学老朋友袁五十年过去袁
不觉大家均在八十以上遥
吟 吴淞广州校友会已到改选年份袁目前大家均已进入老弱病残袁需办之事不多袁经交换意见袁
认为暂时野维持冶下去遥 一般事务由吴昌世尧李代文办理袁大事由袁明剑尧叶嘉鑫解决遥
吟 上海徐以介学兄电称袁他在六月份去美国探亲袁九月份回来袁他希望各地校友多将稿寄上
海校友会袁若本身手脚不灵活袁可托家属或子女代笔遥
吟 港工汤华畅袁孙爱丽在家养病袁久未参加校友会活动袁七月份大热天袁我们去他家拜访袁见
两人精神尚好袁恢复较快袁他子女皆在广州工作袁较为孝顺遥
吟 47 驾张治华渊一诺冤最近刚搬完家袁松了一口气袁新地址为北京 100022袁建国门外大街 24
号六门 703 室袁电话不变渊010-87655917冤袁他的新著即将出版遥
吟 广东航政局局长马玉荣同志袁记忆力大为衰退袁夜间呼吸不畅袁用氧气袋袁子女孝顺遥 海事
班渊税专冤关满堂长住医院袁只认识其夫人袁不能讲话袁实为痴呆遥
吟 李景森老师袁抗战时期在海军学校教书袁该校由福建马尾迁到贵州桐梓遥 当地将海校作为
抗日纪念地袁并辟为旅游胜地遥 七十周年将举行庆典活动袁八月中旬特邀李老师前往参加遥
吟 叶简讯曳68 期第 6 页第六行野诺曼地大彻退冶为笔误袁应更改为野诺曼地冶登陆战渊开辟欧洲第
二战场冤袁歉甚浴
吟 68 期第 4 页袁有人用野校友会冶名义介绍庄民生生平袁大连广州校友来电质疑袁经查询袁广州
校友会无人写此稿袁吾等对其真伪尚不了解袁故无从解答遥
吟 广州吴淞校友会定于 9 月 17 日中午在广州航运大厦二楼四季青大厅举办广州校友联谊
会遥
渊李代文 供冤
吟 校友会简讯 #68 期收到袁谢谢遥 当收到该简讯是我正在患前列腺病袁不久即住院动手术遥 现
正在恢复状态袁比较正常遥 这次手术是采用微创切割手术袁过程不复杂袁仅用局部麻醉不用动刀袁较
安全遥 在此我想建议同龄患病能及早手术治疗较彻底袁吃药治疗效果不明显遥 为能早做手术就能早
些免除尿频尧尿急尧尿滞留的痛苦袁使晚年生活过的更健康和长寿遥 另我广远公司卓东明学长与我
共事较久遥 最近写了一本野往事冶叙说野广远冶创业的精力袁我也是一位直接参与者遥 如果你处有多余
的是否可以赠送一本便于拜读一下袁再次感受一次同样的经历亲趣遥 我很挂念在沪的同班同学袁不
知近况如何钥 健康状况如何钥 又怎样钥 思念遥
渊许家棋 供冤
吟 8 月 18 日我在洛杉矶拜访了 46 级轮机的浦信南学长袁因为 9 月上旬他将去纽约袁故趁空
约浦兄夫妇一起饮茶袁聊天遥 浦氏夫妇都已 86 岁高龄生活都能自理袁每周休息日袁子女都会去看望
他们袁并一起去吃饭袁去超市买生活用品遥 平时很少出门袁浦兄这二年行走有点困难袁前一程在求中
医治疗袁但效果不理想遥 所以这已三年没回中国了袁他很想念在国内的老同学们袁托我向大家问好遥
吟 49 级航海的付国柱去年移居美国洛杉矶蒙市和浦信南住所很近袁 隔二个街区袁 付兄在校
时袁是上海航务学院篮球队的队长袁上海市大学生篮球队代表遥 原在上海海运局工作袁文革后去了
香港袁今年 82 岁袁能是青年时运动和锻炼袁加上保养袁现在身体很好袁看上去只有 70 多一点袁还自
己开汽车袁打理家务遥 夫人周大嫻袁解放初期原是上海市女篮名将袁二十多年前他们在香港时我见到她
时还是胖胖的很结实袁但这次是在保姆扶持的轮椅上看到的判如两人遥清瘦白皙的面容和微笑时的样
子中袁依稀还能认出 60 年前曾经和我们一起去广州打球的那位沪江大学女学生遥 她生活不能自理袁全
靠付兄照顾袁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袁但不在一个城市遥 我给他送去咱百年风涛暂画册和简讯袁他十分高
兴袁并告知 9 月后将去远东和其弟国栋咱50 级航海暂见面袁顺便可能会回上海遥
渊徐以介 供冤
吟 叶八十以上老人长寿之道曳院 古人云袁人生七十古来稀袁如今科学发达袁医药尧卫生尧营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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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袁八十以上者则较普遍遥 但有些人缺乏重视袁或者不服老袁违反了生理上生物钟的运行袁常发
生意外或不幸袁这是可惜的遥 二中尧联中尧吴淞校友多已在八十以上遥 由于自然规律袁基本上感到
七十以后一年不如一年袁八十三以后一月不如一月袁九十以后一天不如一天袁诸病齐发袁日益衰老遥
怎样能在九十前后活得潇洒自在钥还是可以研讨的遥我现在 87.5 岁袁虽有些病袁但尚能走得动尧吃得
下尧睡得着尧拉得出遥 故争取九十以上略有自信遥 因此也希望亲朋好友能比我更好遥 我的体会是院
渊1冤 保持良好心态要要
要平时心平气和尧不着急尧不生气尧不忧愁尧不悲伤尧不大喜大怒遥 不与人
争尧不与人比袁对人友善袁助人为乐遥 知足常乐尧能忍自安遥 若不断地出气袁报复袁必陷入紧张的深渊浴
渊2冤 保持正常体重要要
要男子身高一米六左右袁体重在 120 市斤上下呵护标准遥 女子一般在 90110 市斤为佳遥 用控制饮食和适量运动的办法袁是可以达到的遥
渊3冤 注意饮食要要
要古人云院野人生要带三分饥寒冶袁过饱过暖袁皆丧失免疫力遥 所谓野七分饱冶非
常有道理遥 可惜许多人不能克制自己袁或者误认为人胖了发体发福是好事遥 每餐最好是大半碗到一
碗为止遥 感到稍饱还想吃袁就立即停止遥 若不够袁则吃少许蔬菜或汤水遥 人肥肚大决非好事遥 管别
人易袁管自己难遥 每天 1-3 次按压百惠尧太阳尧风池尧合谷尧内关尧命门尧膻中尧太冲尧涌泉穴袁敲打足三
里尧三阴交尧承山一分钟袁揉腹三分钟遥 有人主张少吃多餐或晚上野夜宵冶袁皆不科学遥 使得肠胃长期
不得休息袁实不可取遥 老人每天散步半小时足矣袁不宜爬山尧游水尧跑步遥
渊4冤 吃好三餐要要
要早餐吃好尧午餐吃饱遥 晚餐吃少袁都不宜超过七尧八分饱的范围遥 还须注意少
盐尧少油尧少糖的原则遥 我平时早餐是芝麻糊加牛奶尧鸡蛋尧2-3 个核桃肉袁30-40 粒宁夏枸杞遥 你若
无糖尿病袁可以加些蜂蜜同吃遥
渊5冤 注意验血要要
要必须留意血糖尧血脂尧胆固醇遥 血压稍高一点也勿需着急遥 老人同青年总不
能完全同一要求浴钥
渊6冤 有关睡眠问题要要
要睡眠对一个人很重要袁长期失眠必然引发神经衰弱和消化不良遥 野气功
疗法冶甚好袁但一般人无耐心遥 睡前半小时一定要停止用脑袁十点前上床袁切勿想事袁越想事越睡不
着遥 野心如平原放马袁易放难收冶袁恶性循环就难办了遥 冬天先用热水泡脚 15要20 分钟遥 腹式呼吸亦
佳遥 尽量不用安眠药遥 但有的老人服野舒乐安定冶1-2 片袁二十年也没事遥
渊7冤 不可便秘要要
要香蕉尧番薯能润肠通便袁每天一条足矣遥 多饮水渊分次冤尧养成吃粥尧吃糊尧吃
烂饭的习惯遥 三天无便须服泻药袁或睡前喝蔴油 5 克渊加水袁加蜂蜜冤尧菓导片尧番泻叶袁效果皆佳遥 十
天八天不通袁血液中毒就麻烦了遥
渊8冤 食疗胜于药疗要要
要我主张食物疗法袁避免每天一大把药遥 中药尧西药尧补药须分开分时服遥
海带尧黑木耳尧胡萝卜尧洋葱尧韭菜尧番茄尧南瓜尧茄子等袁对健康有利袁可常吃遥
渊9冤 注意安全要要
要老人务必不可劳累袁也要防感冒袁防滑跌遥 烟宜戒袁酒一两遥
渊10冤 冬季严寒对老人是一关袁头尧足尧颈尧背部袁不可受凉遥
渊李代文 2011.8.15冤
吟 47 级航海张鸿康学长袁毕业后袁先后在广州海运局尧广州远洋公司工作袁
70 年代后移居香港袁在益丰轮船公司任船长遥 日前得悉张鸿康同学于 8 月 14 日
病逝香港葛量洪医院遥 曾在 10 月 3 日晚袁在世界殡仪馆举行追悼会遥 渊徐以介冤
吟 惊悉 46 级航海金振远学长曾为上海军管会时经委派往中艇任联络员袁
后在人民交通出版社任水运编辑室主人袁教授级高中袁正编审袁56 年获先进工作者袁离休后为调研
员遥 他一生长期为交通水运事业编辑审核了大量水运方面的科技教材和各种船舶检验规范标准等
作了大量有益贡献遥 离休后体弱多病袁住在北京第六医院遥 医治无效袁终于 5 月 28 日离开人间袁享
年84 岁遥

怀念
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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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惊悉 47 届重庆交大轮机章光坚学长袁49 年 9 月参加工作袁50 年代留苏遥 长期在中船总公
司技术部主人渊正局级冤袁教授级高工尧离休干部遥 因病于 7 月 2 日上午在北京宣武医院逝世袁享年
85 岁遥 尊重其本人意愿和亲属意见袁丧事从简遥 亲属于 7 月 3 日上午在八宝山瞻仰厅送别后袁当天
其骨灰由亲属护送到塘沽码头登轮出海进行海葬遥
渊张兼臣尧梁善庆 供冤
吟 47 级驾驶张鸿康学长与 8 月 14 日在港逝世遥
渊殷伟青 供冤
吟 47 驾张鸿康任远洋船长多年袁退休后长住香港袁少回内地袁长时忧郁加之患病袁在 2011 年
8 月突然去世袁校友王光桢尧叶嘉鑫尧王裕增尧张迪芳尧卓东明等袁送了花圈袁广州吴淞校友会送了挽
联条幅袁内容为野君子终当化鹤去袁先生曾是跨鲸来冶袁由书法名家王重斌学长疾书袁观后均感生动浴
吟 47 级李保福渊已故冤之子袁曾在海运局工作袁要求来民生公司上船袁李代文安排他到野生哲冶
轮任二副遥 航行广州至香港线袁不到一年又辞职不干袁另谋他就袁久无消息袁近忽闻他患心脏病去
世袁可谓英年早逝袁可惜袁其母仍处于悲痛之中遥
吟 48 届造船专业朱瑞甫学长因感冒后转肺炎住院袁抢救无效袁于 2 月 24 日逝世袁享年 93 岁遥
校友周执中代表武汉地区校友到家中吊唁送上花圈遥
渊罗世洽 供冤
吟 敬告曰家父章光坚于 7 月 2 日中午 11:58 仙逝袁享年 85 周岁遥 按照他老人家的遗愿袁于 7 月
3 日下午 2:26 将其骨灰在天津塘沽撒向大海遥 怀清洁冰叩告遥
我爸爸走的很安详遥 时常在非常清醒的与人对话袁虽然医生一再警告袁我们认为总是会有昏迷数
日的过程袁 所以均感非常突然遥 爸爸是 2 号凌晨 0 点多感觉不适袁5 点多写了要求安乐死的亲笔手
书遥 上午 11 点多袁他非常奇特的突然问院几点了钥 回答院11 点 50袁他即进入常态了几分钟袁突然睁眼
后倒了三口气就显示心脏慢慢的停跳了袁医生和护士 3 人施救已经回天无力遥 3 日上午 9:30袁护送爸
爸的一体袁在八宝山的瞻仰厅向亲爱的爸爸做最后告别袁船舶公司的局尧处级领导给爸爸盖上了中国
共产党党旗遥 我们乘坐 3 车疾驰天津袁由天津的朋友接应到达塘沽袁骨灰海撒顺利袁完成了爸爸的遗
愿遥 爸爸对丧事从简要要
要不设灵堂尧不买寿衣尧不留骨灰渊我喜欢大海袁我愿意海葬冤尧不搞野见最后一
面冶尧不做组织评价尧不告外地亲友尧尽量少麻烦组织和北京亲友等等要要
要他的具体愿望全部完成遥
吟 得悉汪昌衘在纽约的外甥女电告:46 级航海周谨庸学长于 3 月 5 日在纽约遗愿逝世袁香港
校友梁敏行尧徐光卿尧卓东明尧汪昌衘等都送去了花篮袁以示哀悼遥
吟 黄运昌同学渊海事上海特级班冤于 2011 年 2 月病逝世袁享年 90 岁遥
吟 悼念一位热心校友会的女同学: 张文巧
在郁凤昌学长主持校友会时期袁我才认识张文巧袁她是 1952 年入学袁是轮机系的女同学袁在上
海海运局工作袁后来知道她的爱人原来是我们上海远洋公司的资深轮机长马泽灿遥 是同班同学袁可
谓志同道合的一对伉俪遥 因为工作的关系袁我和马泽灿接触较多袁他是一位话不多尧稳重踏实袁能付
予重任的可信赖的轮机长遥 而张文巧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性格开朗袁活力热情袁责任性很强女将袁他
们二人性格互补袁都是轮机事业上的杰出人才袁张文巧她是我们吴淞校友会最早参加理事会的女
同学遥 令我钦佩的是十多年间我们开理事会袁她很少缺席袁委托她办的事很少推却袁作为班级的理
事袁她尽力做好校友和校友会间的沟通袁起到桥梁作用袁在担任副秘书长后袁她积极参加小邮件联
系活动袁支持校友会工作袁她本想和大家一起参加今年校友会在 10 月组织的活动袁想不到在 10 月
9 日一病不起袁仅仅几天病魔就夺走了她的生命遥 噩耗传来令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和悲痛遥 张文巧的
突然离开我们袁不但马泽灿同学失去了相伴已数十年的亲人袁大家也失去了一位令人怀念和热心
校友工作的女同学遥 我们吴淞商船历来是一所男子汉的学校袁少数几位女生能选进我们学校就读
航海和轮机是很有勇气的袁她们是我们全体吴淞校友的骄傲袁也应是后辈们学习的榜样遥 张文巧同
学安息吧袁吴淞校友袁会常想念你的遥
渊徐以介 供冤
窑7窑

沉痛悼念张文巧同学
52 级轮机管理专业班的张文巧同学于 2011 年 10 月 8 日下午患胆囊炎急送长征医院治疗袁不
久进入休克状态袁急转重症监护病房医治袁家属不能陪访遥 历经十余天监护治疗未醒袁终因病重医
治无效袁于 10 月 19 日下午 8 时她停止了心脏跳动袁于世长逝遥
第二天同学们得知这一噩耗后袁心里都非常悲痛袁她刚进入八十岁的大门袁就这么离开了人间遥
回忆同学聚会时袁她的心情最开朗袁健康状况最好袁这么一下子就走了袁太突然了袁太意外了袁大家都
接受不了遥 我们同学需要她袁她为人热情袁乐于助人遥 我们班有近 20 名男同学袁除了几名留校以外都
在船上工作袁碰头机会极少袁而张文巧是我们班同学的联络点袁遇事找她袁她都能热情相待袁尽力帮助
解决遥 同学家有事有困难她都会走访帮忙袁凡是我班同学的事她都了如指掌遥 每年同学的聚会袁她是
组织者又是财务员袁她是我们班的当家人遥 今天她乘鹤西去袁是一大损失袁实不令人悲哉浴
事发第二天袁由吴淞商船校友会长徐以介学长委请陈德斌学长并同我班同学袁杨剑挥尧曹子
泉尧张静明袁陈玉介前往张文巧家进行慰问马泽灿同学袁请他节哀保重遥
张文巧同学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下午二时半在龙华傧仪馆云归厅开追悼会遥 到会亲朋好友尧
同学尧同事尧聚集云归厅遥 为她的去世深感哀痛遥 追悼会肃然庄重袁海运集团领导作了悼词遥 历述张
文巧同学履历尧工作表现袁为她逝世深表痛切遥 她的儿子作了答词袁痛惜失去了一位慈母遥
张文巧同学去世了袁但她的热忱处事袁诚信待人永远留在人间遥 文天祥有首诗院野人生自古谁无
死袁留得青山照汗青遥 冶人的地位有高低袁人的品德有好坏袁张文巧同学做到了是一个高风亮节的
人遥 安息吧袁我们最敬爱的同学浴
渊2011 年 10 月 22 日冤
陈玉介尧张静明尧曹子泉尧庄锦恒尧杨剑辉尧奚洽良尧谢伟铠尧陈稷香尧徐能治尧徐
嘉受尧贺程万尧敦永培尧孙维铭尧庄名达尧汪永安尧蔡天海尧赵维昌尧朱之兴尧邹逸飞尧方
详麟尧龚小雄尧干炎斌尧刘明玉尧陈定莲尧陈君义尧刘祖谟尧许家棋各 20 元曰刘仲理尧刘
禧仁各赞助 50 元曰孙景贤尧张志杰尧范嘉禾尧倪方辉尧侯佩兰尧徐以介尧郁兴治尧陈克尧
徐匀尧楼恩地尧钱锡镛各赞助 100 元曰顾馥山赞助 200 元曰章志澄赞助 300 元曰谢树南赞助 600 元遥
渊另有两位各赞助 100 元袁由于没有注明吴淞校友会收袁故由他人去邮局领取后袁钱款交来但
姓名不知遥 凡由邮局寄会费时袁请务必注明院海事大学 158 号信箱吴淞校友会收遥 冤

会费及
赞助

更 正
P77 王 统 201101 上海莘松路 958 弄大浪湾道 10 号 302 室 渊021-64937963冤
P109 袁银海 上海 渊021-54140029冤
P69 张治华 100022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24 号六门 703 室
陈永晓 100101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国小区 6 号楼 1001 室 渊010-648939507冤
P103 岑毅生 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花园怡康园北区 209 栋 3 单元 101 室 82655037
P69 杨贵科 400060 南坪南湖路 11 号 A 栋 33 楼 7 号 13368191277
P112 崔镇涵 230088 合肥高新区华润溪镇 12 栋 3 单元 505 室 渊0551-5364844冤
P63 吴章寿 阑州路 1333 弄 8 号 2201 室
P64 胡行健 213016 常州清潭六村 198 幢戊单元 502 室 渊86975058冤
P87 傅国柱 <railcekxy@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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