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钱永昌为 2016 中

国航运年度风云人物颁奖袁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

理叶伟龙代表集团董事长许立荣领奖遥

简 讯
渊第八十五期冤

二茵一七年四月出版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编

渊一冤 2017 年 1 月 4 日袁在岳州路办公室召开常务理事会遥 参加人员有徐

以介尧蒋南勋尧王漫然尧钱方安尧沈祖慎尧陈君义尧焦绶华尧翁启献尧张静明等九

人遥 会议内容院1. 考虑到校友会成员年龄过大袁需要吸收一些年轻的校友来继

承袁讨论了可参加的人员名单袁并由徐会长去向本人征求意见遥 2. 建议继续出

版校友会叶简讯曳遥 3. 今年校友会准备再搞一次全体会员活动遥
渊二冤 2016 年 12 月 7 日袁徐以介尧李希生尧陈君义尧翁启献四人在办公室接待原中远副总裁雷

海尧原上远总船长陈忠遥 讨论有关校友会情况遥 并共进午餐遥
渊三冤 春节后袁徐以介尧陈君义在曹杨路地铁站咖啡厅接待雷海尧陈忠遥 讨论了校友会继承工作

问题遥
吟“2016 年度中国航运名人榜”揭晓

许立荣等一百人获航运年度风云人物奖 钱永昌参加发奖大会

2017 年 1 月 11 日袁作为第四届中国航运

业创新大会的组成部分袁野2016 中国航运名人

榜冶颁奖典礼在上海远洋宾馆隆重举行袁2016
中国航运年度风云人物尧年度影响力人物尧年
度巾帼人物尧年度创新人物尧中国航运名人等

奖项袁盛大揭晓遥
中远海运集团副总经理叶伟龙代表集团

董事长许立荣发表获奖感言遥
野2016 中国航运名人榜冶部分人员榜单

1. 许立荣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2. 真 虹 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秘书

长尧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3. 万 敏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4. 李建红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5. 杨传堂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

6. 李小鹏 交通运输部部长

7. 赵沪湘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尧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8. 郑明辉 青岛港渊集团冤有限公司董事长

理事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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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何建中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10. 宋德星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1. 张守国 中国船东协会常务副会长

12. 孙立成 中国船级社总裁

14. 李晓鹏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尧总经理

15. 杨绍鹏 海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23. 黄有方 上海海事大学校长

44. 孙玉清 大连海事大学校长

吟 新春贺信

吟 贺电 员院 浦信南学长洛杉矶来函向母校和历届校友敦

以鸡年春节祝贺渊信文抄登如下冤院
2017袁金鸡报喜袁趁此佳节祝福母校诸前辈及历届学长袁

閤府身体安康袁春节愉快遥
今年吾是步入 92 岁的老傢伙遥 不到二年前袁尚能依赖手

杖和步行器袁如今必需使用轮椅作代步袁更少与外界接触袁现
在写字也手不应心袁确是老朽了遥

閒来亦常作静坐反省袁追去在 50 年代的辛劳袁求生存外

借去权宜船只工作袁逐渐接收由欧籍船员管理的油轮袁彼此竞

争袁努力工作袁那时年轻好强袁受伤是经常的事遥 退休后袁旧伤

复发袁诊断脊椎结劳已变形与神经接触袁致行动不便遥
1981 年后袁吾几乎每年返国一次与友好欢敘袁年岁增加

了袁孩子们不放心远行袁改用远洋电话袁然而岁月不饶人袁耳杂

重听失靈袁就靠简讯传达一点消息袁吾们在此要向理事会诸位

学长们再说一声谢谢遥
此致校友会会长徐以介学长

46 级轮机浦信南 敬贺

以介兄院请向蒋南勋尧葛鸿翔及潘曾鍚诸学长代问候遥
吟 贺电 圆院 元月 26 日名誉会长郁凤昌学长从美囯洛山矶来电祝贺上海吴淞校友们春节愉快

閤家幸福健康长寿遥
郁凤昌学长是吴淞商船同学会 1984 年复会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袁 是继冯瓒统学长后的第三

任会长遥 现年九十岁移居美囯由子女照顾生活依然十分关心校友会情况袁每期简讯都由同班浦信

南学长邮寄给他袁平时很少出门和老伴一起生活均能自理遥
吟 贺电 猿院在 2017 年即将到来之际袁以感恩之心向所有关心尧支持尧共同走过 2016 年的我的

吴淞校友们表示衷心感谢遥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中健康尧幸福和快乐浴 互祝长寿袁做个快乐的老人浴

李希生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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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上海海事大学校友会会长尧上海海事大

学校长黄有方教授致欧椿堃校友的新春贺信

吟 贺电 源院各位老师尧学长院
除旧迎新袁一元复始浴
值此佳节恭祝各位鸡年快乐袁万事如意袁阖府吉祥浴

范嘉禾 拜贺

吟 上海海事大学校友会拜访欧椿 校友

2 月 1 日渊农历大年初五冤袁上海海事大学校友联络处尧上海海事大学校友会尧教育发展基金会

办公室袁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友会秘书处袁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会长徐以介一行拜访欧椿堃

校友遥 代表学校尧校友会尧基金会向欧老致以崇高

的敬意与新春的祝福遥 并送上了由上海海事大学

校友会会长尧上海海事大学校长黄有方教授致欧

椿堃校友的新春贺信以及由 2016 年 野欧椿堃吴

淞商船助学金冶获得者亲手制作的校名纪念杯遥
欧椿堃校友对母校代表一行的来访表示由

衷感谢袁102 岁高寿的欧老亲笔写下对 2019 年母

校 110 周年校庆的期盼袁对母校蓬勃发展的祝愿

以及对黄有方校长的感谢遥 他对野欧椿堃吴淞商

船助学金冶获得者们寄予殷切期望袁希望海大学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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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袁欧椿堃老校友出资 100 万元袁

在母校设立野欧椿堃吴淞商船助学金冶袁用以资助立志投身航海事业的上海海事大学在校学生遥 2016年

12月袁学校评选并公示了第四批 16 名 野欧椿堃吴淞商船助学金冶获奖者名单袁发放助学金 8万元遥
吟 上海海事大学举办第二期“学长午餐”活动，卓东明、徐以介应邀参加

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尧 总工程师尧 人物传记作

家尧上海航务学院渊原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冤1947 级轮机专业

校友卓东明曰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友会会长尧上海航务学院

渊原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冤1949 级轮机专业校友徐以介曰受邀

成为第二期野学长午餐冶活动的主宾遥
卓东明校友向校赠送了他的新作 叶中国的鲁滨逊要要要二战

英雄尧中国轮机长沈祖挺曳遥 87 岁高龄的卓东明老校友从总工程

师到传记作家的心路历程遥 30 多年前袁卓东明发起航运体制的

一些改革袁在行内为人所熟知袁如船员定船包干制度尧体制改革

救活一家船厂尧给中国远洋公司搭建网络平台等遥 80 岁以后袁卓
东明的身份是传记作家袁在他完成的作品中袁有二战结束后袁第
一个登上收复的野永兴岛冶的副舰长李景森曰有被称为野中国鲁滨银 卓东明和徐以介在上海海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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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冶的中国轮机长沈祖挺曰有从野伺仔冶奋斗为轮机长的曹贤鹏等遥 卓东明的想法只有一个袁野让更多

的人记住历史冶遥 6 年间袁由他撰写的叶往事曳叶航海的一生曳叶心住南海曳叶中国的鲁滨逊曳叶历程要要要中

远船舶贸易纪实曳叶船长何炳材曳一一问世遥
吟《中国的鲁滨逊》正式出版！沈祖挺的传奇人生

该书讲述原广州远洋 10 月 11 日袁叶中国的鲁滨逊要要要二战英雄尧中国轮机长沈祖挺曳新书出版座

谈会在北京东长安街 6号举行遥 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离退休职工 40余人与会并获赠新书遥
运输公司轮机长沈祖挺的传奇人生遥 1947年 7月 5日袁上海叶申报曳叶华北日报曳等各大报纸在头版头

条位置刊登着这样一条消息院野英国驻沪总领事奥科登于昨日下午 4时袁在领事馆将一枚大英帝国勋章

渊O.B.E.冤授予中国籍轮机长沈祖挺袁以褒奖其在战时英勇的表现遥 冶这件事当时轰动整个上海滩遥
沈祖挺袁浙江舟山人袁出身贫寒袁没念过书袁完全靠自学考上英国轮机长遥 在战火纷飞的二战期

间袁轮机长沈祖挺所在的军事物资运输船野雷贝利冶号在往返东非运送军用物资途中被德国潜艇发

现炮击而沉袁 船长等人不幸遇难遥 沈祖挺带领劫后余生的 39 名海员乘 1 艘救生艇漂流到一座荒

岛遥 在这荒无人烟尧缺粮断水的小岛上袁沈祖挺不畏艰险袁组织船员生产自救袁过着现代野鲁滨逊冶式
的生活遥 直到 75 天之后才得以获救遥

获救后流落印度加尔各答袁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参加进步活动袁协助地下党帮助起义海船回国遥
1951 年回到内地积极投身新中国海运事业袁任广州远洋公司总轮机长袁成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筹

建初期的参与者之一遥
座谈会上袁该书作者之一尧原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副总经理卓东明向与会者介绍沈祖挺轮机

长在二战中的英雄事迹及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远洋运输事业所作的贡献遥 他说袁野英国小说叶鲁
滨逊漂流记曳只是虚拟的故事袁而中国海员沈祖挺的经历却是真实而鲜活的遥 沈祖挺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的表现受到海内外的敬仰和赞誉袁为中国人也为中国海员赢得崇高的国际声誉袁也为我们航

海人留下一个充满毅力尧智慧尧能力的海员形象遥 冶作为曾经共事的伙伴袁卓东明深情回忆沈祖挺的

工作作风和精神品格遥 因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袁沈祖挺对新中国充满热忱袁他以自己丰富的经验及

知识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及船队的建设中遥 野他工作认真严谨尧勇于担当袁为人热情

豪爽尧乐于助人袁帮助尧培养年轻人更是竭心尽力袁深受共事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遥 冶
与会者一致认为沈祖挺是一代海员的缩影袁是海员精神的楷模遥 他的传奇一生是一部爱国主

义教材袁激励新一代航海人弘扬优秀传统袁为建设海洋强国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谱写航海

新篇章遥
吟 在纽约相聚

4 月 11 日袁卓东明请驾 47 级张一诺渊原名

张治华冤和朱绍庐到纽约豫园餐馆聚餐袁参加的

有卓东明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袁张 一诺夫妇遥 他

们身体都很好遥 聚餐后意犹未尽袁又到咖啡馆聊

天袁相谈甚欢遥 同学 70 载袁能在纽约相聚袁十分

难得遥 祝你身体健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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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谢纬铠来信

各位老同学院您好遥
我于去年渊2016 年冤11 月 21 日因感冒引发咳

嗽尧哮喘袁入住仁济医院袁住院期间病情反复袁多次

因不慎受凉引发咳痰遥 经全面检查渊验血尧B 超尧彩
超尧CT尧骨密度尧肺功能检查院确诊为老年慢性支气

管炎袁因我免疫力太低又缺钙袁近一个月来每天一

支胸腺肽注射剂尧隔天加注射一次钙剂袁另外每天

口服复方氨基等成药遥連续近一个半月遥目前自我

感觉良好遥 现在天气回暖袁经主任医生批准同意我

于昨天 渊4 月 6 日冤 出院袁 只是叮嘱我谨防感

冒浴浴浴遥
在我住院四个半月期间袁 承同学们多方关怀袁

我因住院初期袁遵医生嘱咐院多休息少讲话袁又因医院网速太低袁与同学间的野微信冶收 \ 发袁时有误尧
漏遥 特别是元旦与春节期间袁我因病而委托家属代为院发尧覆尧同学们的节日来信袁可能时有漏发尧漏
覆尧及姓名等失误袁在此院致以深深的至歉尧至意遥

四个多月的医尧患尧生活袁谨以切身感悟袁供同学们参考院
1. 医生告诉我院人人都会患病袁老年人有病是常态袁旡病是例外袁有病早治早好遥 要学会与各种

慢性病和平共处袁同样可以延年益寿遥
2. 对感冒要于以足够的重视袁特别是我们老年人袁它往往是野大病冶的前兆浴浴浴
3. 对经常性的野胃口不好冶尧野疲倦乏力冶要化验野血冶浴 例如院我同病房的郭老验血后袁确诊为缺

野盐 NaCl冶袁喝盐水尧注射生理盐水后袁立刻见效袁食欲大开遥 我的主要病因是血液中缺野钙 Ca冶袁所以

要注射钙剂遥 其它病房患者因血液中缺乏某一化学元素而对应某一种病遥 对待验血指标应该客观

阖達袁用了六十多年的野老设备冶袁怎么可以与野出厂时冶的野枝术指标冶一样呢钥浴只要相对低 \ 高一点

也无大礙袁勿须心存疑虑遥
谨此 专函奉覆 奉告 再祝 身体健康遥

谢纬铠 敬礼 2017.4.7.
吟 范嘉禾来信

谢兄袁刚才未及看完邮件就冒失回复遥
见此信方知兄住院刚愈袁实在抱歉未能前往探望袁务请见谅浴
我现在也是稍微走动就气喘心慌袁胸背汗湿而四肢冰冷袁平时基本上足不出户袁仅在室内走

动遥 已不能与去年相比袁衰老已显袁自然规律只能顺应适从了浴
吾兄病中领悟适为我等引导受益非浅浴
顺祈安康浴

禾上

银 谢纬铠出院时照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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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不为良相，便为良工”
要要要回忆自己 80 年代处在为我国远洋国外造船前沿经历

黄宇懏

我黄宇懏 1947 年进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轮机系袁1950 年离开母校袁至今已经 67 年了遥 经校友

会徐以介会长一再督促袁要我写一下我自己在改革开放以后所做的事袁就勉为其难袁写以下几点院
渊一冤

1978 年底袁交通部叶飞部长得知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从 1964 年经中央批准在发展船队方面试

行贷款买船袁造船袁并确定采取野贷款买船 盈利还贷冶野自负盈亏 滚动发展冶的方针袁决定在日

本建造平战两用的滚装船等 11 艘遥 一时在香港集中了各公司袁单位造船的野精英冶16 人袁1981 年

建成的第 1 艘船交付营运了袁这些人大部分都回到原来公司去了遥我是留在香港的几个人中间的

一员袁属于招商局船舶经纪部渊1985 年改为国际船舶贸易公司袁公司领导人都换了冤袁并开始担负

起为中国远洋在国外造新船的工作遥这时限于有关的规定袁我远洋系统在国内几乎和国外船厂没

有接触遥我和船舶贸易公司几位当时是在香港处在前沿袁领导要求我们必须做个对实情了解的明

白人遥
这对我来说袁是个直接接触国际社会很好的机会遥首先袁我必须了解国外造船的新面貌袁新工

艺技术袁了解实际情况袁以便和国际造船接轨遥与此同时袁还要求将造船技术工作和造船的商务工

作渊经济袁谈判和效益冤 相结合袁为远洋船队的发展袁做到安全可靠袁而且有最佳的经济效益遥
先来说说新的技术吧浴 在 60尧70 年代袁中远各公司的技术人员和很多船舶轮机员袁都习惯地

认为回流扫气袁没有排气阀的 Sulzer 型大型柴油机袁操作管理袁安全可靠袁而喜于选用遥 我们在和

日立船厂讨论建造原油运输船时袁由于日立既造 B&W 大型二冲程主机袁又造 Sulzer 型遥对两种机

型必须有深入的见解遥我及时学习到 B&W 新设计的定压增压直流扫气的新鲜空气能够把汽缸的

废气扫干净袁汽缸内燃烧能够更加完全遥 而 Sulzer 的回流扫气袁让废气从汽缸的一个侧面的排气

口排出袁另一侧面的进气口进入新鲜空气的设计袁废气难以完全排淨遥 因此袁B&W 的单位油耗量

已经惊人地低于 Sulzer遥毫无疑问袁我们在新造船中全部采用新型号的 B&W 主机遥在燃油价格高

企的年代袁 直流扫气更加优越遥 但一直以来 Sulzer 机型以没有排气阀拆装比较方便为使用者欢

迎遥因此我认为必须把旧的观念需要改变过来遥1981 年 Sulzer 的总设计师在招商局大会场里还在

大谈回流扫气的优越性袁 把我们当成技术盲遥 我最后问他袁Sulzer 何时和 B&W 一样采用直流扫

气袁以提高燃烧效率呢钥 他看到我们点到他们的弊病袁只能回答说快了遥 到 1982 年 1 月 2 日就看

到了 Sulzer 改变设计的消息遥 我们通过论证袁说服袁把这个习以为常的技术问题改变过来袁取得很

好的成效遥
我在学习中发现到国际造船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过多地使用高强度钢 渊HISH TENSILE

STEEL=HTS冤的弊病遥 虽然使用 HTS袁减薄了钢材厚度袁从而减轻了结构袁但 HTS 的腐蚀速度和普

通碳素钢是一样的遥使用 10 年下来袁厚度减薄袁结构的强度就不足了遥我们因此认为袁HTS 的使用

必须受到限制遥 在生活区以及不重要的结构部分使用是很好的遥 这个问题袁在购买旧船时特别要

加以注意袁以策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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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我学习到的一些新技术工艺袁我都毫无保留地及时上报中远总公司并加以传播袁引起了

领导的注意袁并取得一定的效果遥
渊二冤

80 年代初袁我在香港工作期间袁发现尽管国外的世界日新月异袁但在我国远洋造船中普遍面

临的问题是封闭所造成的知识陈旧遥 例如野船舶寿命 40 年 船员编制 40 名冶野的旧框框曰不讲求

经济效益遥 那时袁国外造船从经济效益出发袁把新船的寿命早已设计在以 5/6 次特检渊每四年特检

一次袁即船舶寿命为 20-24 年冤为限遥否则高昂的恢复性修理是没有经济效益的遥在各种先进设备

和自动化带动下袁新造船的船员编制也已减了一半袁我们还认为人多安全些遥 个别建造人员还坚

持从个人的局部经验袁以野大而全冶为标准袁提出额外技术要求遥因而和船厂谈判中内部争论不休遥
如果一般船公司一个星期能够和船厂讨论定局的袁我们要花两个月遥致使个别船厂甚至出现对我

们个别监造人员不表欢迎的事件出现遥
总公司周延瑾总工为此在香港的会议上袁 指示我们为了统一远洋系统对造船一些技术问题

上的认识袁要求我们搞造船标准遥 经过几年来造船工作的实践袁我负责编写出了野造船标准冶渊草
案冤袁1986 年 2 月 15 日中远总公司召开造船标准渊企业内部冤会议袁中远各公司代表队标准进行

了热烈讨论袁通过了这个标准袁统一了大家的认识遥 1987 年 6 月中远总公司正式下达文件袁批准

叶远洋造船标准曳遥根据记录袁到 1987 年 5 月 10 日为止袁我们已经为中远在国外订造了 93 艘多种

类型的新船遥 我们都参与了技术谈判袁负责了造船合同的谈判制订工作曰对中远各公司的监造工

作袁提供了有力的帮助遥
中远内部的企业标准不是要推翻国外船厂的标准船型袁搞自己的新设计袁而是尊重别人的设

计袁将未能达到我们的标准要求的袁加以提高袁例如稳性袁Sea Margin渊安全预留值冤等等遥在我们新

船部的教授级高工颜家骥渊原上海船舶研究所冤多年来亲自参加了各种船型的船模试验袁跑遍了

欧亚的主要水池袁和各方专家研究讨论袁提出了中远自己的船舶稳性标准遥虽然一般来说袁要求稍

高于一般船厂的设计袁这些标准普遍为国内外专家所赞赏遥 那时袁国外各方面对我们的工作有许

多表扬遥 很多船厂说我们的船贸公司已有自己专家袁日本朋友还说野都是有名的呢浴 冶遥
1987 年 2 月 16 日香港招商局江波总经理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招商局和中远总公司合营的说

船贸公司工作成绩很突出袁表扬该公司的外派干部是全招商局集团的表率遥
(三)

贯彻技术和商务相结合袁注重最大的经济效益袁包含着不懈的努力和误解以及怀疑遥
掌握市场价格和发展走向袁学会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做贸易袁是基本功遥 在我遇到的几庄事件

中袁有些值得我终生回味遥我们到香港后不久袁就有一位华裔翻译袁对我说招商局一位领导被日本

船厂抓了冤大头遥日本人出门就骂他是冶猪脑袋野遥他无非是希望我们改革开放年代的知识份子能

争气遥
英国国营造船公司下属 Govan 船厂拟承造五艘 2,700teu 集装箱船袁 上海远洋公司的谈判组

1987 年 2 月 3 日到达香港袁经过 2 个月的谈判袁4 月 12 日签订合同遥 我们在工作中始终尽最大的

努力袁力求能够顺利签约 遥从技术要求和合同条款上都表现出我们的诚意遥例如上远提出的一些

过分的技术要求袁中远总公司和我们都不同意遥 上远在船的基本参数上不断加码袁要求增加装箱

量曰使船的方形系数由 0.68 增加到?0.7曰提出取消集装箱 Bay 之间的空档袁说重箱不需要绑扎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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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装轴带发电机等等遥显然袁船厂满足这些要求袁就不是原来的设计了遥我们耐心地说服上远谈

判组袁否定他们的脱离实际的要求袁坚持重箱必须绑扎遥同时袁对船厂在造船合同中说如果以后在

技术问题上发生争执袁可以提出推迟交船遥我们坚持技术上的大问题必须在签订合同前全部明确

订定遥 因为我们发现英国船级社偏袒船厂袁存在不够公正的地方袁我们也不同意在 LR 入级遥 后

来袁在船价上中方的要求超出了英国造船公司的财务能力袁一直闹到英国政府那里去了袁最后的

船价是政治性的决定遥 事后上远上告称我们和英国人合穿一条裤子遥 惊动了领导遥 1987 年 7 月

6 日国家经委计委来现场调查袁写出调查报告袁还了我们的清白遥
1992 年 6 月 1 日周祺芳初任中远总公司副总经理不久袁带领造船处的同事们到蛇口袁布置

为青岛远洋公司订造 2 艘 Capesize 散货船的任务遥 据总公司一位年轻人介绍袁青远属意在日本佐

世保船厂建造曰发来的船价 81.7 亿日元可以接受袁技术项目不必提高遥 这使我大为惊奇遥 全都已

经定了袁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曰就是在我们面前过一下袁把高船价等的野黑锅冶往我们头上一扣袁就
完事了遥我是野一个不受人欢迎的人冶袁我当然不能同意遥我认为船价比市场高出 10%以上袁不能无

条件地接受佐世保船厂遥 第二天在和佐世保船厂谈判中我将船价压到 69 亿日元袁降价幅度达到

15.5%渊相当于 608 万美元冤曰并要船厂接受两项有价值的技术要求袁其中一项是在所有的压载水

舱内增加油漆厚度一倍遥船厂咬着牙答应下来遥因为油漆本身价值有限袁而油漆工则是一笔大数遥
接着去青岛进行具体谈判遥 我到青岛后青远提出袁为什么把基本船价压这么低钥 噎噎有些问题我

也真是十分惊奇遥 总公司造船处武力群处长此时也在青岛袁成了我的有力靠山遥 我对青远副总经

理说袁我们是尽力使青远能够能够在佐世保船厂造成功袁如果船价离谱袁又有许多不合理的技术

要求袁能够在佐世保船厂造成功吗钥当时我相信这位副总不可能向我提出为什么把船价压到市场

水平的问题遥我在离开青岛的前一天晚上袁有秘书来问我明早几点离开袁我想去机场送我一下袁没
有多大意义遥不如让付总别浪费时间袁所以我告诉他 9 点袁实际我 8 点就离开了遥我也知道即使他

去送我也不会有什么真心实话要说袁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听杭天褀的演唱会袁我就坐在他旁边袁也
是半句话厌多的模样遥

1991 年 6 月 9 日中远总公司要在台湾高雄 CSBC 造船袁要我去参加合同条款的谈判遥同时也

收到了船厂抛出合同本遥 其中有许多条款是我们不可能接受的袁很有把我们当外行看待的意思遥
譬如保险条款中关于当地发生暴乱和政府扣船等袁船厂不负责任曰由政府当局提出的要求而影响

造船进程的袁作为野人力不可抗拒冶渊Force Majeuce冤处理曰仲裁期间袁合同失效曰以及造船期间的产

权问题和出口许可证问题等等遥 相反袁我方必须在这些方面提出反制的条款遥 在出发去谈判地点

前 10 天内袁我整理出一份我方的清洁渊自己打好字冤修改本遥 船厂看到我方的文本以后袁改变态

度袁进入公平的认真讨论袁顺利完成合同条款的谈判遥 总公司造船处长宋大卫一再表示说我是真

正的专家袁是人才遥
要坚持安全可靠尧争取最佳的经济效益袁在船贸公司内部也不可能没有矛盾和斗争遥 就船贸

公司究竟是不是为中远利益服务噎噎不止一次地掀起激烈的争论遥 这些详情就不赘述了遥
因为领导说我不适宜做行政工作袁以做技术工作更好遥 我很认同京城名医施今墨的话野不为

良相袁便为良医冶遥 做个好工程师袁也就满足了遥 人们会说袁这是阿 Q 精神袁就算吧浴 1988 年 12 月

14 日交通部批准我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袁即一般叫做野高高工冶的遥 当然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官

职才给我这个野高高工冶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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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取笑已经尊敬的老领导袁 他们是为建立新中国立功的人袁 他们的局限性是时代造成

的遥 我也无意再挑起什么新的争论遥 只是在回忆中说些实话而已遥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在这里先

道个歉遥
周延谨的简历

周延谨袁1934 吴淞商船轮机第一期毕业生袁吴淞前辈校友遥
1934.5-1934.12 英国格拉斯哥白格莱船厂见习造船袁1935 年-1951 年历任招商局海轮轮机员袁 轮机长

等遥
1949 年任 任招商局永灏轮轮机长时在香港起义曰1951 年后历任院交通部海运总局机务处科长袁中波海

运分公司机务处处长渊波兰冤袁 捷克国际海运公司机务处处长渊捷克冤袁交通部远洋运输局副总工程师袁中国远

洋运输总公司 总工程师遥
现将周延谨总工程师的简历抄录如下院
出生年月 1910 年 11 月 22 日

文化程度 专科毕业渊大学程度冤
家庭出身 教育兼农渊父亲为私塾先生袁家里有一些土地冤
原 籍 浙江象山城内汤家弄

简历

1917-1921 象山竞化初级小学

1921-1924 象山县立高级小学

1924.7-1925.6 鄞县工业学校

1925.7-1926.6 在家补习主要科目

1926.7-1930.6 鄞县效实中学

1930.7-1934.5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轮机科

1934.5-1934.12 英国格拉斯哥白格莱船厂 渊由学校派往见习造船冤
1934.12-1935.7 招商局海贞轮 三管轮

1935.7-193苑.怨 招商局海贞尧新江天尧海贞轮 二管轮

1937.9-1939.源 太古洋行甘州尧黄埔轮 二管轮

1939.5-1946.4 重庆协兴机器厂 技术员兼经理

1946.5-1946.9 招商局海闽轮 大管轮

1946.9-1947.1.17 招商局永滦尧永漳轮渊油轮冤 代理轮机长

1947.1-1947.2 招商局培德轮 大管轮

1947.2-1947.12 招商局民 113尧106尧108 拖轮 代理轮机长

1947.12-1951.4.12 招商局永灏轮 轮机长

1951.8-1956.5 交通部海运总局机务处 科长

1956.5-1959.9 中波海运分公司 机务处处长渊波兰冤
1959.9-1962.1 捷克国际海运公司 机务处处长渊捷克冤
1962.1-1969.5 交通部远洋运输局 副总工程师

1969.5-1972.8 交通部五七干校

1972.8- 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总工程师

以上全部抄自周总亲笔填写的简历袁第一份填于 1951 年袁最后一份填于 1982 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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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讣讯 1
49 届轮机沈葆达因病在 2Ol6 年 12 月 27

日上午在沪故世享年八十八岁遥
校友会第 7袁8袁9 届常务理事袁49 届轮机沈

葆达校友因病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在上海东

方医院故世享年 88 岁袁葆达学长多年来参加校

友会工作袁 积极参加校友活动袁 热心为校友服

务袁他主管财务认真负责袁为搬迁 505 号校友会

办公室 到浦东海事大学只有陈君义校友一人

帮助下袁任劳任怨克服许多困难袁据悉袁他故世

前几天病中自己呼吸困难袁 还分别打电话给同

班多位身体不好的同学叮嘱他们天冷少出门注意身体健康袁他病故后袁家属考虑到同学们都是高

龄老人不想惊动大家袁直到元月 3 日徐以介才得悉葆达学长病故消息袁随即代表校友会向沈夫人

和他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和哀悼遥
揖校友会办公室铱

吟 讣讯 圆
一月十三日陈志纯来电院49 级航海中远船长熊慕陶于今天凌晨謝世了浴我们又走了一位同学浴

怀念他遥

吟大连海事大学实习船“育鹏轮”入选英国皇家造船学会 2016 杰出船型

近日袁根据中国船级社渊CCS冤规范设计建造的大连海事大学所属教学实习船野育鹏轮冶成功入

选英国皇家造船学会 Significant Ships 2016遥
野育鹏冶轮载重吨约 30000 吨袁总长 199.8 米袁船宽 27.8 米袁型深 15.5 米袁设计吃水 10.3 米袁服

务航速 17.5 节遥 该轮主要面向海事教育和船舶科技的未来发展袁专门针对航海类人才培养需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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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建造的遥 该轮荟萃了现代船舶设计尧制造尧装备技术袁设计先进袁装备精良袁大量使用了目前世界

上最智能先进尧高效环保的设备袁很多设备都是国内首次使用遥
野育鹏冶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代首艘现代化尧多用途载货教学实习船袁由中国船级社

执行建造检验袁已于 2016 年 10 月 16 日交付使用遥 该轮主要用于航海类专业学生的教学实习袁适
用装运散杂货尧重大成套工程设备及集装箱袁并可用于交通信息工程与控制尧航海科学与技术尧轮
机工程和环境工程等学科的科学研究和试验袁是大连海事大学培养高素质航海人才和航运管理人

才的教学尧科研实训基地遥
野育鹏冶 轮成功入选英国皇家造船学会 2016 杰出船型对于中国航海教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袁是中国船级社全面服务于中国海运事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袁是中国船级社与大连海事大学尧大
连中远船务尧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通力合作尧共同打造精品船舶的见证袁将在引领航海教育发展尧
推动交通科技进步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遥

吟 上海海事 大学“吴淞”号特种模拟船正式启用

这将是上海海事大学学生新的野海上虚拟课堂冶袁也是国内外培养液货船员规模最大尧功能最

齐全的实训基地遥 2016 年 12 月袁由交通运输部和上海市共同出资 4000 万元建成的野吴淞冶号组合

式液货模拟船完成验收袁并正式投入使用遥 它与之前野育峰冶野育明冶野天鹰冶野天琴冶远洋教学实习船

和无限航区远洋训练船等袁组成上海海事大学阵容强大的教学船队袁支撑我国海洋运输强国建设

的巨大人才需求遥

吟 国际海事组织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正式落户上海海事大学袁 获得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

作中心的主办权袁也是亚洲具有全球海事技术协调能力的合作中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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