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一冤 2018 年 4 月 3 日下午袁吴淞商船同学联谊会部分常务理事和校友等 10 人前往华东医院

探望原交通部部长尧同学联谊会名誉会长钱永昌同志遥 并在医院会议室举行座谈会袁出席会议的有

钱永昌尧谢纬铠尧沈祖慎尧钱方安尧蔡勤曾尧范嘉禾尧陈君义尧李希生尧王文煜尧陈玉介尧翁启献等 11
人遥 会议由谢纬铠主持袁根据当前有关政策将原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友会更名为吴淞商船同学联

谊会袁并议论了徐以介会长离世后新的会长人选遥

渊二冤 2018 年 5 月 25 日上午袁吴
淞商船同学联谊会部分副会长及常

务理事在岳州路办公室召开工作会

议袁参加会议的有谢纬铠尧李希生尧沈
祖慎尧钱方安尧陈君义尧方祥麟尧翁启

献尧陈佳儿渊上海海大冤遥 会议由谢纬

铠副会长主持遥 会议讨论并确定下半

年工作安排院
渊1冤 每年出版叶简讯曳2~3 期袁现

积极准备出好第 87 期遥
渊2冤 重阳节前后举行一次聚餐

会活动遥
渊3冤 上海地区已提倡 野丧亊从

简冶袁 因成员年事已高为了安全谨敬

以电话尧微信尧电子邮件向离世同学

的家属进行悼会和慰问袁如有追悼会

活动则分别通知大连海大和上海海大派员参加或送花圈遥
渊4冤 来沪的老校友来访同学联谊会袁我们负责好接待工作遥

渊三冤 航海 46 级徐堯卿学长于 3 月 22 日下午因心衰在远洋医院逝世遥 3 月 26 日在龙华殡仪

馆举行追悼会袁吴淞商船同学联谊会送了花圈并向家属进行慰问遥

渊四冤 轮机 47 级陈精明学长于 3 月 30 日因病逝世遥 享年 92 岁遥 家属决定不开追悼会遥 谢纬铠

代表同学联谊会向其夫人沈大姐进行慰问遥 陈精明校友毕业后参加人民海军北海舰队袁对舰艇的

修造尧规划及技术培训等作出卓越贡献遥

简 讯
渊第八十七期冤

二茵一八年七月出版 上海吴淞商船同学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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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南海！吴淞商船爱国精神永放光茫！
记叶爱国船长何炳材的航海历程曳新书发布会暨手稿捐赠仪式在上海海事大学举行

取材于 魂傍梅花万古香 踏浪海江

今日袁叶爱国船长何炳材的航海历程曳
新书发布会暨手稿捐赠仪式在校友之家

举行遥我校党委副书记尧副校长王海威袁我
校 1947 级轮机专业校友尧 原中国远洋运

输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卓东明及夫人袁
何炳材船长长子尧原上海航道局船机处机

务监督长何国忠及夫人出席发布会袁校党

委宣传部副部长尧校史馆馆长张峰和校友

联络处办公室主任陈佳儿等相关负责人

陪同参加遥 应校史馆讲解队邀请袁我队代

表参加发布会并担任会务新闻工作袁学生代表 30 多人共同见证新书发布遥 王海威在致辞中简要回

顾了我校发展的曲折历史遥 他表示袁何炳

材船长是我校杰出校友袁他见证了近现代

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历程袁尤其是参与收复

中国南海尧组织香港野九龙关起义冶袁充分

体现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吴淞商船精神遥他
指出袁弘扬野爱国尧务实尧坚毅尧严谨冶吴淞

商船精神对于新时代和学校锐意改革尧开
拓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遥 他强调袁上
海海事大学的学生要积极学习何炳材船

长等老一辈船运人的精神袁为建设海洋强

国而努力奋斗遥
卓东明回顾

了本书创作的曲

折历程遥 他表示袁
何炳材一生历经

北伐尧抗战尧起义

和建设新中国的

海运事业几个时

期曰他希望袁本书

的出版能增强广

大学子投身海洋

事业的信念袁树立和发扬何炳材热爱祖国尧热爱航运事业银 王海威副书记尧副校长出席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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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航海事业贡献终身的精神遥 何国

忠对我校在书籍编写尧 出版期间的大

力支持表示非常感谢袁 为父亲何炳材

晚年写的手稿在尘封 30 年后终于成

书出版感到非常高兴和万分感慨袁并
通报了本书汇编尧出版的情况遥

发布会上袁王海威尧卓东明尧何国

忠共同为新书揭幕尧发布遥 期间袁卓东

明尧何国忠还将何炳才船长手稿尧前交

通部长钱永昌校友手书和野义薄云天冶
锦旗等捐赠给我校遥 叶爱国船长何炳材

的航海历程曳主要收录了何炳材船长生平介绍尧生前手稿及亲友回忆等内容袁全方位讲述了何炳材

船长立志尧投身尧奉献航海和祖国海运事业的一生袁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吴淞商船精

神遥
何炳材船长早年毕业于海关税

务专门学校海事班袁 后该校并入国

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遥 何炳材船长

见证了近现代中国航运业的发展历

程遥 1946 年袁他在任野太平舰冶副船

长时袁登上南沙群岛袁为其主岛命名

野太平岛冶并竖立石碑袁宣告中国收

复南沙遥 1950 年袁在中共地下党的

领导下袁何炳材率野海康冶号等 27 艘

缉私艇在香港参加 野九龙关起义冶袁
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遥

银 我队代表分别对何老和卓老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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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大连机场接机合影

银 招待所前合影

组团返校———大连海大访问交流活动之回忆

圆园员员 年袁新任会长徐以介有

一项工作计划袁即组织老校友返

校访问参观交流活动遥 圆园员圆 年 源
月, 我们得到消息便积极报名准

备参加该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袁
研究好时间与航班袁于是分别通

知参加的校友向携程网电话订

购 缘 月 愿 日抵大连机票袁这样我

们一行老校友 员圆 人连家属共 圆园
人便于当日顺利到达大连机场袁
受到郭禹老书记尧白德富处长以

及多名学生代表的热情迎接袁来
到了向往已久的发展颇具规模

的大连海事大学袁穿过拉着穹型红色充气欢迎标志的大门袁并直接住入了安静优良设备齐全的校

本部招待所袁由秘书赵庆丰同志负责连

络并精心安排了五天的内容丰富的参

观交流活动浴
当晚校党委书记张延年及校友总

会书记郭禹亲自出席设晚宴为大家洗

尘遥
次日上午游览校园袁我们漫步于郁

郁葱葱宽阔的校园之中袁 心中分外温

馨浴 历史航海名人雕像分别座落于各

区袁每到一处我们都在雕像前集体照相

留念袁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令人遐想联

翩浴 然后参观海大展览馆袁校史等部分

都有专人讲解袁 大家饶有兴致的沿革

图尧校史前身要要要史淞商船校史历历在目遥 下午参加野吴淞校友沙龙冶袁与海大师生面对面的交流袁
几位老校友徐尧卿尧郁兴治尧顾馥山尧沈祖慎先生踊跃发言并回答学子们感兴趣的问题袁场面充满

活跃的笑声和掌声遥 第三天继续参观航海尧轮机教研实验室馆袁并出席校领导召开的欢迎座谈会袁
海大校长王祖温袁书记郑少南以及副校长刘正江尧潘新祥等亲临参加袁会前并互相赠送礼品袁我们

吴淞校友会赠送一个大镜框袁由王钟华校友书写的八个大字野饮水思源尧继往开来冶袁校长回赠一盒

各种珍贵纪念章共十枚遥 校长的主旨发言袁热诚又全面的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和可喜的成绩袁使
我们内心十分感动遥 随后老校友徐尧卿尧郁兴治尧顾馥山相继发表感想袁介绍个人不同的航海经历

和工作经验袁我代表徐以介会长袁宣读了他的慰问信并借此机会感谢校方对广大吴淞一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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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海大展览馆合影

荩
校
园
一
景

与爱护浴
第四天有幸参观了全校大型集体活动要要要海大春节运动会开幕式遥 我们被邀请贵宾参观半军

事化的分列式方队检阅袁同学们穿着漂亮的制服袁在军乐队的伴奏声中袁迈出正齐的步伐袁喊着响

亮的口号袁精神抖擞的穿过主席台袁令人拍手赞叹浴 下午我们参观了市容尧星海广场尧老虎滩尧大港

外围遥 第五天袁学校专门安排我们去了旅顺袁这些每一幕每一景勾起我们对旅大如梦幻般的回忆浴
第六天袁我们按计划全部安全返回上海袁带着满萝筐大连海事大学的盛情厚意而归浴 我们深信

我们之间的友谊天长地久浴
沈祖慎于 圆园员愿.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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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茛 沙龙交流发言徐尧卿尧郁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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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 校领导座谈交流会互赠礼品

银茛 顾馥山尧沈祖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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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2006 年 9 月袁叶淞水潆洄海涛澎湃曳要要要纪念吴凇商船学校在沪复校 60 周年纪念文集袁以大量

峥嵘岁月的回忆尧师恩颂扬尧业绩展示袁反映了学校以及我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历程及辉煌成

就袁受到校友及各界的 热情关注遥近来袁广大校友认为袁解放后袁学校师生在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

特别是航运建设事业中袁硕果累累袁异彩纷呈袁更需要我们继续学习尧褒扬和传颂袁为此袁简讯编辑

部应校友们的要求袁拟承前启后袁呼吁校友袁将您们过去的工作历程尧成绩尧功绩尧事迹尧怀念尧纪念尧
追念等袁以任何形式袁编辑成文遥

邮寄地址院方祥麟 圆园园园愿远 上海四平路 员圆园 号 员愿员园 室 fangxianglin2155@sina.com
陈君义 圆园园员圆园 上海崂山二村四九号 源园员室 wsszxyhcjy@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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