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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商船校友会编

新春快乐 吉祥如意
值此葵巳新春佳节之际袁校友会恭祝各位
学长蛇年大吉尧阖家健康尧快乐尧吉祥如意浴
给老吴淞校友拜年了浴 祝新春快乐尧全家幸福尧恭祝各位健康长寿浴

渊郭禹恭贺冤

际此 2013 年葵巳春节袁谨此祝福您和您的全家身体健康尧新春纳福尧春节快乐尧万事如意浴

渊谢伟铠敬贺冤

值此 2013 年元旦到来之际袁祝福您和您的全家成员欢度元旦佳节浴 新年快乐浴 身体健康尧心情

舒畅浴 老人们向百岁进军袁颐养天年浴 儿女们事业有成尧财源茂盛浴 孙辈们学习进步尧茁壮成长浴

渊武汉 岑毅生尧周执中谨启冤

共庆陈绍刚老师百岁寿辰专题报导
为庆祝陈绍刚接受百岁寿辰袁上海海事大学尧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陆

家嘴唐朝大酒店举行了庆祝午宴遥

上午十一时老寿星在校友会副会长陪同下乘海事大学的专车抵达酒店遥 走进贵宾厅时袁先期
抵达的海事大学领导和老教授的后期同学及他教授过的学生袁吴淞同学会的代表都已在大厅门口
等候袁并鼓掌欢迎老人家走进宴会厅在寿诞主桌落座遥 主桌上放有上海海大和吴淞同学会送的祝
寿花篮袁花篮旁边是大连海大空送的两枚红木大寿桃遥 老寿星座位后面挂有祝寿贺帐袁宴会厅四周
壁上悬有各地曾受老教授教诲的吴淞同学送来的对联袁字画袁其中尤以原交通部钱永昌部长手书
的野寿冶字条幅更是金光四射袁使整个大厅一片祥和喜庆和谐安康的气氛遥 诞会开始前袁众多老同学
都纷纷走到寿星身边向他祝寿遥 老人家笑容满面的和上海海大金永兴副校长袁吴淞商船学校徐以
介会长和专程从青岛赶来的青岛船员学院张克仁院长袁 大连海大白德富处长以及众多他的学生尧
来宾一一握手并合影留恋遥
十一时二十八分活动开始袁主持人赵伟健首先介绍与会嘉宾袁他们是院野金永兴尧潘曾锡尧徐以
介尧谢伟凯尧王文煜尧盛百中尧赵伟尧周斌尧陈君义尧杨剑辉尧蒋南勋尧沈祖慎尧沈葆达尧徐匀尧张克仁尧陈
正华尧钱永年尧程培尧华胄尧蔡助曾尧焦绶华尧邱有鹤尧范嘉禾冶等二十三人遥

然后金永兴副校长讲话院他首先欢迎与会嘉宾前来祝贺陈老百岁寿辰袁并简介陈老自 1937 年

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轮机专业后就留校培养我国海上轮机人才遥 抗战开始后转到招商局工作袁从
三管轮直到轮机长袁为战时水上交通不懈努力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他又到上海航务学院轮机系任
教培养海运人才遥 1964 年调任船舶设计院总工程师袁为发展新中国船舶轮机修造工程做出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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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遥 陈老在 72 岁高龄时光荣的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遥 真是野盛世常青树袁万年不老松遥 冶金

校长衷心祝福陈老健康长寿袁并引领大家为祖国海运事业的发展继续前进遥 金校长祝贺后袁吴淞商
船同学会徐以介会长致祝寿贺词渊讲话稿见下文冤遥 十一时五十分百岁寿庆午宴开始遥 席间老人与
到会后辈回忆工作历程遥 说话有条有理袁显得思维非常清晰袁说起往事真是历历在目尧不胜感慨遥 他
亦感谢海大尧商船同学会对他生日的祝贺遥 同学们也一再举杯袁恭祝陈绍刚老师野福如东海袁寿比南
山冶幸福安康的迈向第二个百岁人生遥
宴会结束时袁与会同学和老寿星合影留念遥

祝 寿 贺 词
尊敬的陈绍刚老师
尊敬的金永兴渊副冤校长
各位嘉宾袁 吴淞校友尧 学长们院
正值圣诞节袁我们欢聚一堂袁共同庆贺我们的老师陈绍刚教授百岁寿辰遥

首先我代表上海吴淞校友会袁要感谢上海海事大学校友总会和赵尧周 2 位老师为这次祝寿活

动做了精心的筹办曰金校长也在百忙之中袁从临港新校区专程到会袁代表学校领导参加今天的贺寿
活动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遥

同时也感谢前来参加贺寿活动的各位嘉宾袁校友代表袁老学长们都是 8 旬以上高龄袁冒着寒冬

天气前来赴宴袁向老师祝寿袁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吴淞校友尊师崇道的好传统遥

今天参加祝寿活动的有院我们上海吴淞校友会名誉会长潘曾锡校友袁还有特地从青岛专程来

沪的 48 级轮机系张克任学长袁他是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书记曰钱永昌名誉会长也从北京发

来了贺电并派人送来贺礼袁大连海事大学校友总会也寄来了贺礼尧贺信袁使得今天的庆贺活动袁锦
上添花袁更为隆重遥

陈绍刚教授是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37 年轮机科毕业生袁是我们吴淞校友的前辈学长遥 抗

战期间袁他在招商局船舶上供职袁任轮机员直到轮机长曰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袁在 1950-52 年间曾
兼教于母校-吴淞商船 后改名为上海航务学院轮机系遥 陈绍刚教授为人谦和袁与师生之间关系融

洽袁深为同学爱戴遥 许多同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船厂设计科和后来的交通部船舶设计院袁又在陈绍
刚老师的指导下工作深造袁受益颇多遥 日后这些同学在陈老师的培养下袁都成为了新中国船舶轮机
修尧造工程方面的杰出人才和专家袁为我国船舶工业发展袁作出巨大贡献遥
陈老师在学术方面袁是新中国船舶轮机工程的权威袁他担任过上海航海学会轮机工程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袁80 年代在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的组织下袁汇集了全国 200 多名轮机界的教授袁学
者袁以他为主编袁历时五年编写尧出版了一部大型工具书野轮机工程手册冶袁从而填补了我国航海类
工具书的空白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遥

最近几年袁陈老师已 90 多高龄袁还多次积极地参加吴淞商船校友会的各项重大活动袁他德高

望重是我们广大吴淞校友袁亦师亦友的前辈和好老师遥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在他百岁寿辰之际为他

举办寿宴袁感到非常高兴遥 我代表上海的全体吴淞校友恭贺袁陈绍刚老师福如东海尧寿比南山尧松鹤
长寿尧春秋不老尧全家幸福袁从明天开始迈向第 2 个百岁人生遥
干杯浴 谢谢大家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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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徐以介 2012.12.25冤

理事会
活动

吟 吴淞商船学校同学会理事会于 2012.11.22 在岳洋大厦召开

首先由徐以介会长总结本年度理事会工作院
1尧 完成了会章的修改遥

2尧 完成了理事会的改选成立第九届理事会遥

3尧 完成了每年三期简讯的出版尧发行遥

4尧 基本完成了对上海地区校友通讯地址和情况的调查遥
5尧 组织了八届理事会理事到上海海事大学新校植树遥

6尧 组织老校友到大连海事大学返母校参观访问活动袁得到学校隆重接待袁热烈欢迎遥
7尧 组织上海地区全体校友敬老节渊10 月 22 日重阳节冤聚会遥

8尧 校友会不断与海内外校友保持联系袁并得到他们的关心尧支持遥
9尧 对上海地区的年老多病的校友及家属进行走访慰问遥

10尧 建立大连海大吴淞校友联谊会袁会址在上海院岳州路尧岳洋大厦 306 室袁负责人是院徐以

介尧李希圣尧谢伟凯遥

11尧 筹办陈绍刚老师百岁寿诞庆寿会渊本月 12 月 25 日举行冤遥
12尧 曾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尧二次全体理事会尧二次办公会议遥
二茵一三年工作计划
1尧 印刷并发送上海地区校友新版通讯条遥 渊计划 350 册冤
2尧 组织校友到大连海大参加院校调整 60 周年活动遥
3尧 组织校友到上海海大进行清明节活动遥
4尧 组织 1~2 次上海地区校友联谊活动遥
5尧 出版三期简讯遥

6尧 组织国内尧外校友的联系袁接待遥

7尧 继续对高龄和重病校友走访慰问遥

8尧 帮助开展吴淞校友联谊会工作和机构的建立遥

9尧 召开一次常务理事会议尧一次理事会议尧1~2 次办公会议遥

理事会人员建议院 48 级轮机王钟华因健康原因辞去理事尧推举胡畏任理事遥 推举李希生理事

为常务理事遥 继续邀请院 钱永昌尧郁凤昌尧潘曾锡尧吴其勇为本届理事会名誉会长遥

吟 春节前王文煜渊副会长冤袁杨剑辉渊副秘书长冤受校友会委托准备去已故洪振权会长家看望

洪夫人袁经多次联系家中无人袁校友会得悉后十分牵挂袁元宵节后才和洪夫人联系上袁得知洪夫人
新年前因脑缺血住了医院袁最近已完全康复回到家里了遥 她十分感谢校友会对她的关心袁也祝愿大
渊校友会冤

家健康长寿遥

吟 2013 年 3 月 15 日袁在上海岳洋大厦吴淞商船同学会办公室袁召开第九届理事会全体会员遥

上午 10:00 在徐以介会长主持下会议开始遥
首先讨论今年活动安排院

1尧年度活动安排院 A尧组织第九届理事和部分校友袁由陈君义学长通知在 4 月中旬到上海海大

向吴淞纪念碑尧向先师敬献花篮袁并参观航海尧轮机模拟实验室遥 B尧组织上海地区校友在 10 月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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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海海大校史馆成立活动和航天博览馆渊或其他场馆冤遥

2尧 组织在沪校友年度聚会渊分两批冤院A尧46尧47尧48尧49 级曰B尧50尧51尧52 级和东北航海尧集美航

海在申同学遥 以上聚会地点皆定在科会会堂袁时间另行通知遥

3尧印发上海地区渊1946~1952 年更正的校友通讯录冤现已在印刷中遥
4尧拟组织校友去大连海大进行返校活动遥

5尧通报有关吴淞校友会联谊会和理事会办公室安排情况遥
6尧增补钱方安渊大连海大名额冤为九届理事会理事遥

会上各理事对以上安排进行热烈讨论袁并互叙校友间最近发生的事情袁至下午 14:00 才结束此

次理事间聚会遥

吟 另院 广州校友会寄来的广州吴淞校友野生活影集冶已送至上海吴淞校友办公室保存遥 感谢

单东明尧李代文二位学长的整理袁保存袁今后将在适当时间供上海同学览阅遥

各地动态
吟 大连海大校友总会郭禹副会长袁春节前来电袁代表校领导向全体吴淞老校友拜年袁祝校友

身体健康尧长命百岁尧幸福快乐尧家庭安康遥 郭副会长元旦前还向许多校友寄去了新年贺卡遥

吟 王春华学长袁一月份因偶受风寒以致肺部不适袁在徐汇区中心医院袁六院治疗遥 同学会袁杨

剑辉尧王文煜二人于元月 17 日前往探视袁春节前王学长已病好出院遥

吟 前会长袁吴其勇在元月份从国外探亲返申袁并在元月十五日偕同王漫然尧王文煜一起去张

则谅同学家探视袁见到该同学除腰部老病灶袁行动不便外袁其他方面在夫人照顾下一切尚好遥

吟 元月初袁程久章 尧王漫然尧王文煜袁前往陈德斌尧庄表东府上探望二位学长身体皆属正常遥

吟 徐文虎是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 52 级同学袁现已是耄耋之年袁但他仍在海运第一线工作遥 为

帮忙海运工作袁还不时亲往沿海及长江港口照料遥 是我辈不多的实干家遥 此次春节期间袁他以电话
方式向诸多同学拜年袁共叙友情袁实是难得遥 谨此祝他野老当益壮袁为海运事业的发展袁贡献更大的
渊王文煜冤

力量冶遥

吟 尊敬的老师尧各位学长院您好浴承蒙关爱袁一年来收到你们发送或转来大量邮件与多方面

的资料袁谢谢浴 细读颇受启发袁衷心表示感谢浴 有时琐事缠身或遗忘未及时作复或未复袁对此请
渊岑毅生尧周执中冤

原谅浴

吟 野广州吴淞影集冶五大册袁经卓东明尧李代文整理补充后袁他再打印尧扫描尧制成 VCD 送大连尧

上海各一袁其余按校友所需复制遥 上海海院有野陈列室冶袁各地校友之生活照尧旗帜尧画册尧校友个人

所著之书刊尧诗歌尧国画等袁均陈列其中袁已在节后将广州之影集三大册寄去袁两大册留此地传阅袁
并将个人所喜者袁分发给大家遥

吟 46 驾贝汉庭之夫人尧朱佛容教授已从美国回到上海袁节日为汉庭扫墓袁她在沪之亲友较多袁

平时有女儿冰冰陪伴袁美国的女儿阳阳尧儿子嘉嘉尧皆已结婚袁她也忙于带孩子遥

吟 46 驾曾海雄癌细胞扩散袁神志不清袁已不认识人袁在铁路医院内移到野监护室冶观察袁形同植

物人袁家属拖累很辛苦浴 已去世遥

吟 46 级卓东明夫妇袁于元旦前返回广州袁他说在纽约时袁去看望了浦信南学长袁浦精神尚好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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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腿乏力袁出门需用拐杖了袁他嘱卓问候大家好袁卓路经香港时袁也探访了当地几位校友遥 卓夫人因
扭伤脚袁回来后卧床数日后逐渐好转遥
吟 广东航海学会名誉理事会迎春茶话会袁于二月四日上午袁在野王府井冶酒家八楼举行袁吴淞

校友应邀参加的有李景森老师尧龚鎏尧叶嘉畲尧何修治尧李代文等袁学会姜秘书长讲述了 2012 年工
作小结和 2013 年活动计划袁交通部欲精简刊物袁欲将叶广东航海曳与叶造船杂志曳合并袁大家认为性
质并不相同袁执行上恐有困难遥

吟 广州吴淞同学春节团拜袁于大年十三渊二月二十二日袁星期五冤在八旗二马路航运大厦二楼

德烨酒家举行袁连家属坐满四桌袁吴世昌秘书长向大家祝福祝贺新喜袁祝蛇年全家安康幸福尧万事
顺意浴 会后方知董女士渊李德浚夫人冤尧童女士渊张迪芳夫人冤已先后离世袁至感哀伤浴

吟 上海妇幼保健院原院长周纪伟尧来粤探亲访友袁会见了二中校友李代文尧林慧生等四人曰吴

淞 46 驾徐泽言之夫人金菊贞与她同班袁 可惜去年病故曰47 驾李联基之夫人王厥楳去北京未归曰46
机浦宝康之夫人颜宝珣在大连袁此行颇多不顺袁当年校友均在八十以上袁健康已差许多遥

渊李代文供稿冤

吟 上海吴淞校友会院 丰收龙年留喜气袁小康蛇年溢春潮遥 值此 2013 年即将到来之际袁谨向

您们致以节日祝贺袁祝新年快乐尧阖家康泰尧身体健康尧万事如意遥 72 期简报已收阅袁报道我们夫
妇俩的文章竟刊在简报上袁另吾既兴奋又有愧遥 我在事业上同您们实在无法相比袁只不过是名干
部袁实不足以在母校简报上报导袁甚感不安袁特对我的关照致以谢意遥 祝冬安浴

渊罗世洽谨上冤

吟 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尧 武汉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物流节暨第十二届中国国

际运输与物流博览会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热地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袁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艾伦尧湖北省尧武汉市领
导等出席开幕式遥 会议首先由钱永昌同学致开幕词并做主旨发言袁湖北省副省长许克振尧武汉市市
长唐良智致词并介绍本地区情况袁最后热地副委员长讲话袁宣布物流节暨博览会开幕并同钱会长尧
省尧市领导及贵宾们为开幕式剪彩遥 钱会长尧唐市长共同为野中国物流城市联盟冶揭牌遥 南京尧西安尧
郑州尧青岛尧成都尧武汉等 41 个城市共同签署了野中国物流城市联盟章程冶袁发表野武汉宣言冶遥 物流
节活动期间共签约金额 300 亿元遥

吟 众多媒体纷纷报道会议结果遥 开幕前一天袁永昌同学特来电邀约我俩到开幕式会场并在贵

宾室见面互致问候袁我俩表示诚挚祝物流节和博览会圆满成功遥 在参观时袁我们又遇钱会长陪同贵
宾参观袁相互热情招呼袁再次握手交谈遥 在围拢的记者和闪光灯前袁他虽白发多点袁但精尧气尧情尧神
堪比当年袁受海之锤炼与滋润得之遥 我俩怕影响他与周边外宾尧贵宾的交流袁自觉回避开遥 惜别时相
约有机会再聚遥 钱永昌同学百忙中邀约相见袁体现其眷恋同窗之友情袁可敬也遥
吟 49 级航海顾馥山校友 2012 年底袁从美国回上海治病后袁身体状况良好袁现在上海家中休

养袁暂时还不会回美国去遥
吟 快乐的实习生活

我于 1946 年进入到上海交大运输管理系袁同年冬转到吴淞商船学校遥 校园生活紧张快乐袁运

动以跑步尧打球尧单双杠为主袁暑假还可以上船做短期实习遥 现在回想起来袁那时的实习生活真是无
比快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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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火激烈袁时局多变袁1948 年末袁沪宁混乱袁学校酝酿迁校袁处于半停课状态袁各班同学自
找门路袁想办法上船实习遥 我由民生上海机务课主任周堡基先生介绍袁上民生尧金城银行合办之太
平洋轮船公司的野渤海冶轮实习遥 从 1948 年冬至 1949 年春袁吴淞商船学校各班上船者先后约四十

人遥 那时去招商局尧民生公司尧中国邮轮公司尧景兴公司的较多遥 当年同学们在外袁最经常聚的就是
香港和台湾袁大家相谈的内容有三院一是互相打听何人在何船袁二是交流实习心得和技术袁三是探
寻那家公司招聘驾驶尧轮机人员遥 1950 年袁校友们在野玉门冶大餐厅欢迎金月石教务长来港袁第二天
上午又在招商局楼上开会遥

在校学过叶船艺曳一课袁船与船之间通讯无线电及挂旗之外袁还有闪光通信和旗语遥 闪光长短与
电报之野莫尔斯冶符号 A-Z尧1-10 相同袁我常向船上报务员学习袁较为熟练遥

海上求船位袁在不见路标时袁可测天体计算袁一是测北极星高度差算维度袁二是白天中午测太

阳高度差算纬度遥 有一次袁我船从日本返香港袁无路标可测袁我用仪器测日高查算计算船位袁与周比
祥船长所算相同袁受到他的表扬遥
海上安全航行袁准确的野转向点冶非常重要袁决不能估计船位遥 上世纪六十年代袁野新会冶轮在西
沙遇雾袁转来转去而触礁遥 野跃进冶号在东海东转西转袁没有一次准确船位袁结果在苏岩触礁沉没遥 如
今袁用卫星导航袁方便多了遥

我在小学尧中学尧大学均因物价飞涨袁基本上处于半饥饿状态袁身体瘦弱遥 上船实习后袁与船长尧
大副同桌进餐袁六菜一汤袁半夜下班还有夜宵袁真是一天一地袁不到几月袁身体就健壮了遥 卢作孚先
生心怀祖国袁决定把海外十几条民生船全部驾回内地袁为人民服务遥 1950 年 5 月袁野怀远冶野民众冶野宁
远冶轮相继回到上海袁我船野怒江冶轮于 8 月 1 日回到广州袁受到海员工会的热烈欢迎遥 香港大公报

用大标题作了报道遥 野绥远冶轮于 1953 年 9 月最后一艘返抵海南遥 卢作孚先生爱国爱民袁尊重科学袁
爱惜人才袁在抗战时期袁聘请海商法专家魏文瀚为民生公司代总经理袁吴淞教务长金月石为总船

长袁邓鼎锡为民元轮船长袁李孟昭为敏元轮大副袁造船系教授叶在馥为民生机器厂渊修造船冤总工程
师遥 在民生厂的老吴淞袁还有尤伯陵尧李耀华袁任工程师遥
1950 年在香港民生公司服务的吴淞校友袁有野民本冶船长李尚刚老师袁野玉门冶轮大副李育松袁

野龙门冶大副林伯光袁野石门冶大副杨修袁野宁远冶轮大副蒋家骧袁野南海冶轮大副汪菊俊袁野剑门冶轮大副

蒙仲袁野黄海冶轮大副谢梅生袁野小门冶轮大副吴国光袁野渤海冶轮船长周比祥袁野龙门冶轮船长雷治策袁
野玉门冶轮船长赵学袁野黄海冶轮船长祁沧帆袁野石门冶轮船长周有彤袁王明德袁野民众冶轮二副陈锡政袁
野雁门冶轮二副胥灵臣袁野虎门冶轮二副陈筱楚袁野黄海冶轮三副王重斌袁野雁门冶轮三副刘林袁野民本冶轮
三副顾启俊袁野怒江冶轮二副李代文遥 还有野玉门冶轮轮机长伍源袁野虎门冶轮轮机长沙秉曦袁野石门冶轮
轮机长王崇袁野定远冶轮大管轮曾凯元袁野绥远冶轮大管轮谢基国袁野龙门冶轮大管轮金庆冀等遥 如今袁这
批吴淞人大部均已作古袁而吴淞精神尧民生精神却永留人间遥
渊广州李代文供冤
吟 徐会长院 您好遥 你的所有邮件都已收到袁并且均已阅读袁我爸他很感动袁同时对你和所有关

心他的老领导尧老同事尧老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遥 对 12 月 26 日那天你没能来他的生日宴会表示
遗憾袁对你的健康表示关心浴 望你保重身体袁早日康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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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陈绍刚尧俞碧英冤

怀念伊人

吟 50 级驾驶系王迪浩学长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晨感觉心脏不适袁家

属立即电话 120 急送医院遥 10 时 30 分因抢救无效离世袁医生诊断为心源性
猝死袁享年 84 岁遥

吟 追悼会于 2013 年 2 月 8 日上午 1045 在龙华殡仪馆举行遥 我班的谢伟铠尧张永振袁徐能治尧

贺程石尧陈稷香等同学代表大连海大校友总会吴淞校友联谊会送了花篮参加送别会袁并向家属表

渊陈稷香报导 2013.2.23冤

示了慰问遥

吟 谢伟凯副会长代表上海吴淞校友会参加了王迪浩校友的追悼会并送上花篮袁 以表哀思并

向其家属进行了慰问遥 王迪浩的同班同学钱永昌夫妇也从北京发来吊唁电并送上花篮一只以表哀
渊校友会冤

思遥

吟 税专海事班十二期校友袁 长航局上海航道管理处原教授及高级工程师马广普先生因长期

患尿毒症袁于 2 月 14 日在上海逝世袁享年 86 岁遥

渊苏搢供冤

吟 都先钧老学长渊详见第二十五页同学录冤1943 年毕业于重庆商船学校轮机系袁后公派赴美

麻省理工学院深造造船专业获硕士学位遥 1951 年回国后任重庆民生船厂尧大连造船厂尧和旅顺等地
任总工程师遥 上调北京先后任交通部尧水产部等系统任总工程师遥 80 年代退休后赴美国定居袁后住
进养老院欢度晚年遥 因年老得病医治无效于 2012 年 8 月 26 日在美与世长辞袁享年 95 岁遥

渊张一诺尧梁善庆冤

吟 46 级航海曾海雄同学因癌症扩散医治无效袁于 2 月 24 日不幸逝世袁享年 86 岁遥

渊吴世昌尧李代文冤

吟 周均时渊1892~1949冤袁原名周烈忠袁字君适袁四川遂宁人遥 1906 年周随父到上海袁在中国公学

就读袁继考入南洋大学船政科学习并毕业遥 1913 年袁他留徳又转波兰研究弹道学等遥

1924 年袁周由徳返回上海遥 他归国后以科技兴办工业袁当走实业救中国道路的理想破灭后袁先

后执教同济大学第十二渊校长冤尧重庆大学渊兼工学院院长冤尧暨南大学尧南京中央大学尧重庆大学尧昆
明同济大学渊校长冤尧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渊校长冤遥 他著有叶高等物理学曳尧叶弹道学曳等遥
1948 年袁他加入民革袁做军队策反工作遥 重庆解放前夕渊1949 年 8 月 20 日冤袁由于特务告密袁他

和黎又霖渊1985~1949冤尧王白渊1902~1949冤等三人被逮捕袁他们于 11 月 27 日殉难于重庆歌乐麓野中
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冶集中营松林坡遥 他曾住新华路 329 弄 36 号遥

渊摘自叶上海老人报曳冤

吟 46 级轮机金志鸿学长于 2 月 9 日在武汉不幸去世遥
吟 叶悼念曾海雄船长曳

曾海雄同志江苏常熟人袁1928 年生袁因患肾癌袁终因癌细胞扩散袁抢救无效袁于 2013 年二月二

十四日晨不幸去世袁享年 86 岁袁他的去世令人悲痛不已浴

抗战胜利袁1946 年秋袁考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袁努力学习航海技术袁并北上渤海尧黄海实习袁毕

业后调广州海运局船上工作袁从三副做到船长袁从沿海做到远洋袁退休后由海南省轮船公司聘为船
长袁执行远洋航海运输任务袁为国家积累了财富遥 有一次袁船在海外遇见一位台湾船长袁他听说海雄
是野吴淞冶的袁肃然起敬袁称曾为老前辈袁对吴淞出人才赞叹不已浴
海雄专研业务袁知识广泛袁助人为乐袁职工们遇疑难问题袁纷纷向其咨询遥 他退休后接任野吴淞
船务公司冶经理袁广开财源袁为公司积累不少遥 在他移交时袁当面交予某人现金 17 万元袁债券 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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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袁卖房款 12 万袁其他不动产数万元袁可见他热心公益之一般遥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袁我们永远怀念他浴 望家属节哀顺变袁保重身体袁以慰海雄在天之灵遥 海
渊广州吴淞同学会冤

雄同学安息吧浴 您走好浴

吟 金志鸿同学渊1946 年入学袁轮机专业袁原武汉交通科技大学系主任尧教授尧离休干部冤患胆总

管癌经长期治疗无效于 2013 年 2 月 8 日晚辞世袁享年 88 岁遥 金老临终前嘱咐丧事操办从简袁不发
讣告尧不搞遗体告别仪式遥 家人按他的遗言低调办理后事袁直至 11 日下午才贴出金老逝世的告示袁

有校友见到才惊晓并通知在汉校友遥 金老几位同班校友拟同往吊唁亦被金夫人婉谢遥 杨智勇秘书
长代表野大连海事大学冶武汉地区校友会尧野吴淞冶武汉同学会前往慰问其夫人及家属遥 金老住院期
间袁谭宗泉父女与苏文豪等同班同学曾前去探视遥

渊罗世洽 供冤

吟 怀念朱人达学长

50 届航海系朱人达学长袁 于 2013 年元月 27 日患肺炎病发呼吸衰竭在上海瑞金医院抢救无

效遥 享年 82 岁揖1931-2013铱遥 朱人达 1949 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曾在浙江之江大学学习一
年袁1950 年转入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袁1953 年随全国大学合并入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袁同年毕业遥

国家统一分配入上海海运局实习袁历任各船舶三副尧二副尧大副尧船长遥 从事国家沿海军事物资尧民
用物资货运及客运遥 当时中国沿海被美国第七舰队及台湾海空军封锁袁 海轮每航次均被钉梢尧监
视尧甚至扫射遥 他每次都安全完成任务袁屡得嘉奖遥 1964 年中国远洋公司成立后袁又调到远洋航线袁

远航于欧尧美尧菲尧澳尧亚各航线遥 颠沛翻滚于大洋海浪之中袁为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贡献一生袁他
1991 年在上海远洋公司退休袁是该公司的高级船长遥 朱人达和付国柱他们年轻时不但是中学是同

学袁解放后又先后进入上海航务学院遥 他俩都是学校的篮球队主力袁也是上海市学联代表主力遥 经
常代表上海市参加省市级比赛遥 1951-1952 年又为母校上海航务学院二次勇获上海市大学篮球联

赛冠军袁1953 年到大连后又代表大连海运学院和志愿军归国篮球代表队进行了友谊比赛遥 尤其是
在 1952 年波兰国家篮球队到上海访问时他和邵冠群尧付国柱尧魏征年尧屠基武等校友一起参加上
海市学生联队袁他们在球场上的精湛球艺和优良的体育精神袁为祖国尧为上海争得极大光荣遥

朱人达学长袁中年丧偶袁有二子袁长子有病长期住医院袁几十年来也不再续弦袁他兼挑了事业和
家庭的两付担子袁一路过来十分辛苦袁改革开放后袁他航海更忙尧更远袁积劳成疾袁白血球逐年降低袁
竟至不能抵抗皮肤病细菌全身漫延袁奇痒难忍遥 每次航行外国港口求治时袁名医束手遥 但他仍坚持
在航海第一线袁近四十年袁直到退休遥 他是从学校毕业后毕生全勤航海袁风浪一辈子袁克尽守职袁忠
于事业袁又悉心顾家的传统品德是我们吴淞校友的楷模袁他是一位叶功德圆满曳的航海家遥
退休后袁他皮肤病仍不见好袁一直在浑身奇痒中痛苦度日遥 终于体力消耗殆尽遥 他的一生袁是航
海的一生遥 也是对生活拼搏的一生遥 他最终遗嘱袁不惊动亲友袁不办身后追悼会袁平静地离开了遥 愿
渊徐嘉受稿冤

人达学长一路走好浴

会费赞助
罗世洽赞助 100 元曰 张克仁尧陈正华尧柯永久尧沈永祥尧周尧兴各赞助 200 元曰 徐文若 20 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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