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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友邮箱

校友邮箱是清华校友身份的象征。清华校友总会为广大校友提供免费

校友邮箱：用户名@tsinghua.org.cn。

从2017 年夏季毕业生开始，毕业生校友可在线采取自助的方式启用校

友邮箱。2017 年前毕业的校友需通过清华校友总会申请邮箱服务。具体开通

办法及用户说明请参阅校友网相关内容（http://mail.tsinghua.org.cn/）。

清华校友邮件系统使用网易企业邮箱技术平台，并由网易公司提供技术

和服务支持。

  2.   校友刊物及系列丛书

2.1《清华校友通讯》及《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清华校友通讯》创刊于1934 年，目前每年出版两期。《清华校友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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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秩年纪念文集或专刊

清华校友秩年（即毕业整十年）返校参加校庆活动的传统由来已久。秩

年专刊或文集以秩年活动为契机，撰写或收集整理校友的各类文章。主题包

括追忆大学时代生活，感念与母校、师长、同学之间的情谊，记述毕业后的班级

活动，以及校友个人成长发展经历等等。秩年文集或专刊将秩年活动的成果、

清华校友的故事、校友间浓浓的情谊固化成文字流传下来，集中反映本年级校

友的精神风貌，向母校汇报践行清华精神、立德立言的行动，同时也是同学们

毕业相聚时再启程的约定。

2.4  发行及捐赠方式

校友刊物及系列丛书在传承清华文化、弘扬清华精神、凝聚校友力量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校友刊物采用免费赠阅和捐赠订阅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您也可以在清华校友网浏览电子版本。欢迎广大校友投稿和捐赠订阅。

1979 级毕业30 周年
纪念文集

1981 级暨1986 届毕业
30 周年纪念专刊

的办刊方针是“传播母校信息，报道校友

业绩，联络校友感情，弘扬清华精神”。主

要栏目有：今日清华、秩年园地、我与清

华、清芬挺秀、怀念师友、荷花池、校友联

络等。用清华人讲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传

播校友们爱祖国、爱母校、爱师友的清华

真情是刊物的风格。

《校友文稿资料选编》丛书每年出版

一本，是《清华校友通讯》的重要补充。主要刊载关于清华历史、文化、传统及

人物方面的史料、轶事，主要栏目有名师轶事、人物剪影、母校纪事、师友情、口

述历史等。

2.2  《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的前身是《清华人》杂志，创刊于2002 年。2010 年元月正式

更名为《水木清华》，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

内刊号：CN11-5883/C 国际刊号：ISSN 1674-8476,每年出版发行10 期。

《水木清华》是一本传播科学理念、整合产经资讯、弘扬清华精神、服务广

大校友的综合性期刊。刊物坚持关注全球科技和发展态势，促进科技成果产

业化，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做出贡献；关注教育理念和实

践，总结和报道母校毕业生的

成长道路；关注社会热点和前

沿资讯，为清华校友和国内外

相关人士搭建信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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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片

  3.   校友卡

百年校庆以来，学校越来越重视校友联络工作，提出把母校建设成“校友

永远温暖的家”，欢迎广大校友经常回到母校。随着校友数量不断增多，校友

与母校的联络日益密切，广大校友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希望母校能推出一款具

有校友身份认证功能、更全面的校内使用功能的校友卡。

为更好地服务校友，经学校研究决定， 2018 年校庆期间面向部分秩年年

级试发行校友卡。试行期间，校友持校友卡可进校、进图书馆阅览，其他功能

将视情况逐渐增加。根据试行情况，将尽快陆续为其他校友发放校友卡。

校友刊物捐赠价格：

地区
《清华校友通讯》

（含《校友文稿资料选编》）
《水木清华》

（不含《清华人》秩年专刊）

一年
中国大陆 50元 150元

其他地区 港澳台15美元，国外30美元 150美元

三年
中国大陆 400元

其他地区 400美元

五年
中国大陆 200元

其他地区 港澳台60美元，国外120美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校内

动振小楼（同方部东侧）102室

登录清华校友网→校友期

刊→我要捐赠→填写个人

信息→支付宝或银行卡支

付→校友网即时公示捐赠

信息

收款人：清华校友总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

（100084）

附言栏：刊物名称（《清华校友通讯》

或《水木清华》）+捐赠人的手机号码

参见本手册第24页

01

03 04

02在线捐赠

银行汇款

邮局汇款

校友总会
现场捐赠

校友刊物捐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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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卡需要提供的材料

（1）身份证原件

（2）毕业证（或学位证）原件

（3）工作证原件或工作证明，应届毕业生需三方协议复印件

 外地校友办卡请联系校友总会办公室：

   86-10-6279 5776

  5.  校友学堂

校友学堂于2013 年校友总会成立100 周年庆典时建立，旨在通过举办

大讲座、组织微信课堂、线上学习、各种论坛和校友聚会主题交流等方式，推动

校友终身学习、搭建校友学习互助平台、助力校友职业发展。

您可适时关注清华校友网关于举办校友学堂大讲座的报名信息，关注微

信课堂“清华校友学堂”和“清华校友国学班”等微信群参与线上学习。校友

学堂还有各种专业的学堂群，例如：土木微课堂、金融微课堂、资管微课堂、国

学微课堂等。清华校友认同卡

清华校友龙卡

 办理地点

中国建设银行清华大学支行（清华大学照澜院商业街西侧）

86-10-6279 8638、86-10-6279 6694

招商银行清华园支行（清华东南门外紫光大厦一层）

86-10-6270 1368、86-10-6270 1164

【校庆日】校庆主接待站（签到处），主要面向返校校友。

【毕业季】清华校友总会同方部，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

  4.   校友信用卡

“清华校友龙卡”和“清华校友认同卡”是清华校友总会分别与中国建设

银行、招商银行合作，面向广大清华校友发行的国际标准双币种信用卡。除

具有完善的金融服务功能外，还提供专为清华人量身定制的服务和权益。校

友信用卡是您在清华的“身份证”，可持卡进入校门，办理校内住宿，进入学校

图书馆阅览，在艺术博物馆、游泳馆、网球场等场馆享受校友优惠待遇。校友

信用卡消费金额的千分之一将作为捐款回馈母校。此外，申请信用卡时，还可

以选择特设的捐赠项：清华校友龙卡：20 元/年；清华校友认同卡：30 元/月或

100 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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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间如何互动？

校党委书记陈旭为全国劳模、自7 班的
顾良圭学长佩戴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章

  7.   校友网注册用户专享服务

服务项目将陆续推出，请随时关注校友网或校友总会微信公众号。

  6.   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章

“50 年”对清华人有着特

殊意义。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争

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口号，对每个清华人都影响巨

大。自2017 年开始，学校面向毕

业五十年及以上的校友发放“毕

业五十周年纪念章”，以示对校

友们完成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目标的祝贺。

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章以班

级为单位登记和领取，联系电

话：86-10-6279 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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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专业委员会

以同一行业校友为主成立的校友行

业协会，是校友总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

具有全行业、跨院系、跨年级的特点，在整

合校友资源、服务校友职业发展方面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专业委员会通过举办论坛、讲座、考察等活动，促进校友之间的交流与互

助；通过开展行业研究，推动行业创新发展；通过开设针对在校学生的学分课

程，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汽车系校友会组织校友甘孜行 计算机系校友会2016 校庆跑步授旗仪式

从清华园走出的校友遍布世界各地，从事各行各业。不论您什么时候毕

业，不论您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您在哪里，都可以在各类校友组织和校友活

动中感受到清华大家庭的温暖。愿校友之间的互动、互助成就您更卓越的事

业，造就母校更高的声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院系校友会

院系校友会作为校友总会的分会，重点联络和服务本院系校友，是连接

校友与母校的重要桥梁，也是引导校友关注母校发展、促进校友回馈母校的窗

口和平台。院系校友会的职责和功能包括：举办各种讲座、论坛、沙龙等品牌

活动；针对校友需求，组织交流、联谊以及各类文体活动；为校友的个人成长和

事业发展提供帮助；整合校友资源，助力院系发展和学生培养等等。

暂未成立校友会的院系，也均设有校友工作办公室或有专职工作人员

负责校友联络和服务。

历次院系调整后，所学专业划分到其他院系的，建议您与专业调整后所

在院系的校友会联系。如果您的专业无法找到归属院系，请直接联系校友

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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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地区校友会

在国内各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校友相对集中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清

华校友组织。地区校友会是当地校友的家，在众多校友志愿者的无偿付出、校

友企业的慷慨捐助下，各地校友会活动越来越丰富，服务于校友事业、生活的

方方面面。校庆聚会、迎新送新、重阳敬老、行业校友互动等成为地区校友会

的例行活动。同时，地区校友会调动相关资源，对母校的校地合作、成果转化、

招生、就业、学生实践等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浙江校友会庆祝母
校106 周年华诞暨
2017 年会

常州校友会为老校友
举办“欢度重阳·乐享
金秋”活动

  3.   年级同学会

同年级同学之间具有更加亲密的感情和更加紧密的联系。年级同学会

一般按照入学年组织，负责联络和服务本年级同学，组织各种年级活动。目前

已建立的年级同学会达到60 余个。金字塔型的年级同学联络体系，通过年级

召集人、院系召集人、班级召集人联系到每一位同学。年级理事会则由召集人

会议选举产生，是年级同学会的决策机构。

自2009 年起，校友总会在毕业班同学中推动建立“校友年级理事”制度。

本科毕业生中每个班级聘任一名年级理事，研究生毕业生中以20～30 人为一

个单位聘任一名年级理事。在此基础上，每个院系推举一名本科生和一名研

究生担任常务理事，校学生部和研究生部推荐产生若干名执行理事。在年级

理事的协助下，校友总会每年5 月—7 月开展“毕业生服务季”，集中为毕业生

提供相关服务，并将分赴各个地区的毕业生信息传递到地区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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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类校友组织的详细信

息及联系方式,请访问清华校

友网（www.tsinghua.org.

cn）进一步查询。

此外，校友还有自发组织的各类文体兴趣组织，诸如摄影俱乐部、剧艺

社、合唱团、舞蹈队、民乐团、书画社、乒乓球协会、羽毛球协会、网球协会、跑步

爱好者协会、足球联合会等。兴趣组织丰富了校友的业余文化生活，为校友们

提供了另一个轻松健康的交流平台。每到校庆期间，各个兴趣组织纷纷回到

母校，举办展览、进行友谊比赛，或与在校学生同台演出。

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
会于2017 年9 月成立

2017 年10 月全英校
友会迎新活动

安徽校友会2017 年
青龙甸健康之旅户
外秋游活动



校友手册20

校友间如何互动？02

03
校友手册

ALUMNI
HANDBOOK章

怎样回馈母校？

清华校友创意创新创业

大会（简称“三创大会”），是由

清华校友总会主办的全方位、

多层次、无间歇地支持校友和学

生创新创业的大型系列活动，旨

在为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广

大校友和师生提供展示、交流、融

资 和 成 长 的 舞

台，为愿意帮助、辅导、支持和投资创新创业项目的校友

们提供参与和对接的平台，以共同推动母校的创新创业

教育更上一层楼，为清华校友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势能

和动能，形成互帮互助的清华创业生态圈。

  5.   清华校友创意创新创业大会

三创大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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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年级校友基金及校友年度捐款

“校友年度捐款”是清华校友总会于2003 年发起的一项面向全体校友的

募捐项目，主要用于资助受益面广的学校公益事业，支持在校学生全面发展，

以及投入到直接服务校友的项目等。2016 年起，校友年度捐款和年级基金合

并，按年级基金使用。年级校友基金为长期基金项目，由本年级校友共同决

策、确定使用方向，款项全部存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清华校友总会提供监

管服务。尚未设立年级基金的校友捐款，以及研究生校友的年度捐款，进入

“校友年度捐款”帐户。

 池宇峰、徐航、宋歌、方方四位校友捐赠的

     新清华学堂落成仪式 （上）

 安徽校友会捐赠给母校百年华诞的灵璧石
      （下左）

 校友捐赠的校园座椅 （下右）

1.3 其他捐赠

清华园里的青春时光

总是那么令人难忘，母校的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见证了

莘莘学子的成长。毕业后的

你，是否也想为最美校园添

砖加瓦？从校园景观建设到

教学科研设施，大到教学楼、

实 验 室、教 室，小 到 校 园 座

椅、图书馆书架等，都可以以

校友个人、校友企业的名义，

或者以班级、年级为单位进

行捐赠。在不同阶段，学校

有不同的捐赠项目供校友们

选择。

新百年，母校清华加速了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发展步伐，学科建设、

科研创新、人才培养与教学基础设施建设齐头并进。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助

力母校的发展，快来参与吧！

  1.   参与校友捐赠

清华人，历来就以强大的凝聚力被社会所称道。您的捐赠，不仅可以为

学弟学妹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还可以参与和支持母校的人才培养，更是对

清华文化和清华精神的传承。

1.1“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于2006 年发起，倡导“助困励学、爱校育人”的

理念，通过捐赠校友与受助学生间多种形式的互动和交流，取得了很好的资助

育人效果。作为学校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帮助学校实现了“两个全

部”的目标：覆盖家庭经济困难的全部学生，并惠及家庭经济一般困难的低收

入家庭学生；资助家境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解决全部学费、住宿费和基本生

活费。

捐款人名单通过清华校友网即时公布。筹集的款项根据捐赠协议，由学

校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按照清华大学奖、助学金管理有关条例予以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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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您想了解捐赠项目详情，请关注清华校友总会相关媒

体及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网站（http://www.tuef.tsinghua.edu.

cn/），或直接联系校友总会。

美元
港币

户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Tsinghua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开户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Bank of China, Head Office Swift Bank Code:BKCH CNBJ 

帐号：778350027226（美元） 

          778350013632（港币）

附言：捐款用途及捐款人姓名、班级（或捐赠单位）

捐赠刊物请写：入学年+捐赠人姓名+刊物名称+手机号码

（切勿写其他内容）

校友总会现场捐赠：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校内动振小楼

         （同方部东侧）102 室

年级校友基金及校
友年度捐款

励学金

1.4  捐款方式

在线捐赠：

登录“清华校友网-捐赠栏目-我要捐赠”1

2

3

微信捐赠：

扫描右侧的二维码，可直

接进入捐赠页面。捐

赠款项进入校友总

会设立在清华大

学教育基金会的

账户。

银行汇款：

户名：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西区支行 

帐号：0200004509014447265 

附言：捐款用途及捐款人姓名、班级（或捐赠单位）

捐赠刊物请写：入学年+捐赠人姓名+刊物名称+手机号

码（切勿写其他内容）

人民币

所有外币捐赠均需要签订捐赠协议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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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获得母校

			和校友的信息？

  2.   担任校友义工、校友导师

有时间？有建议？有资源？有热情？来吧！欢迎您报名成为校友工作

志愿者和校园建设志愿者。您可以亲身参与到服务校友的工作中，也可以在

校园规划、建设、美化等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和资金，为学校发展献计献策，在学

校的决策程序中发挥作用。

有能力、有建树、有专长的校友，还可以通过担任校友导师参与到学校的

教书育人工作中，包括担任班级或年级校友导师、学生社会实践导师、学生社

团校友导师、学生创新创业导师、学生职业发展导师等。校友导师主要由各院

系、学校各职能部门邀请及聘任。

 精仪系“精薪指导”校友

     导师聘任仪式 （上）

 本科生“自强计划”校友
     导师聘任仪式 （下左）

 颁发“三创大会”创业导

     师证书 （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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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开设的栏目有“母校要闻”“清华之光”“活动预告”“清华

人物”等，即时传递母校信息。微信公众号同时还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并与清

华校友网无缝连接。

  3． 校友刊物

参见本手册第5 页

2． 微信公众号

“清华校友总会”
微信服务号

“同方部”
微信订阅号

< << <

  1.   清华校友网

清华校友网（www.tsinghua.org.cn）集合了与校友相关的各种资讯。

“新闻中心”栏目及时传递母校要闻、校友信息和校友活动信息；“百年清

华”栏目讲述清华园和清华人的故事；以时间为线索的“我们的清华园”栏目

全方位展示各个时期清华校园和不同时代校友的风采；以地图为线索设计地

区校友联络页面，方便各地区校友之间的联络；“捐赠”栏目提供便捷的在线

支付平台。校友网上还可阅览校友刊物《清华校友通讯》和《水木清华》的电

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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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是母校的校庆日，这个周末被学校定义为“校

友返校日”。“校友返校日”已经成为校友的节日。其中，毕业整十年的秩年

校友集体返校活动是校庆的重要内容之一。

秩年校友返校由年级同学会策划和组织，年级同学自行协商具体活动

内容。根据以往各年级在秩年活动组织中积累的经验和学校对校庆日接待

校友返校的有关要求，建议各年级按照“六个一”组织开展秩年活动，包括：一

场秩年纪念大会、一份年级通讯录、一项年级集体捐赠、一个运动会开幕式方

阵、一本纪念文集或专刊、一份秩年纪念品。此外，欢迎各年级根据自身的情

况设计具有年级特色的其他活动。

  1.   秩年纪念大会

1982 级毕业30 周年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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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庆及秩年

返校活动



校友手册32

校庆及秩年返校活动05

33ALUMNI HANDBOOK

送给母校的礼物。部分年级还会在秩年返校时选择捐赠励学基金，资助学弟

学妹顺利完成学业。

  4.   运动会开幕式方阵

为弘扬清华人的体育精神，传承清华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

年”的体育传统，展示校友们的精神风貌，自2015 年起，学校邀请毕业10 年、

20 年、30 年、40 年及50 年的秩年年级组织五个校友方阵参加“马约翰杯”

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每个年级方阵人数为100 人，统一着装。运动会开

幕式于每年校庆日（周日）上午8 点在东大操场举行。

1981 级毕业
30 周年方阵

1966 届毕业
50 周年方阵

各秩年年级举办本年级秩年纪念大会（毕业

50、60 年校友一般按院系、班级组织秩年活动），

时间一般安排在返校日（周六或周日）。学校为大

会提供场地支持。各秩年年级可根据年级自身特

点和校友的需求设计秩年纪念大会的具体内容和

组织形式。

 

  2.   年级通讯录

对每个年级来讲，每十年开展一次的毕业秩年

活动是本年级校友动员最充分、联络最广泛的一次难得的机会。统计准确、全

面的校友信息，对于校友之间的联络、学校了解校友的发展情况、学校的人才

培养工作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便于校友总会为校友提供更加全面和到位

的服务。

  3.   年级集体捐赠

爱校感恩是清华校友百

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各秩

年年级都会组织一次全年级

捐赠。如已成为校园标识的

日晷是一九二零级（庚申级）

毕业时献给母校的纪念物，坐

落于清华学堂南的“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碑是一九五四

届校友毕业五十周年之际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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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校友总会

  7.   其他特色活动

如行业论坛、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等。

1987 级毕业20 周
年秩年纪念品

1981 级毕业30 年系列纪念品

  5． 纪念文集或专刊

参见本手册第7 页

  6.   秩年纪念品

秩年年级可根据校友意愿，

自行设计制作具有本年级特色的

纪念品，如U盘、T恤衫、杯子、徽

章、袋子、戒指、丝巾等。

如果您想了解更为详细的信息，请登录清华校友网浏览或
下载《清华大学校庆及秩年返校活动指南》。

清华校友总会为每个秩年年级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对接和服务，

包括：协助各年级召开秩年筹备会议，讨论校庆相关事宜；根据需要，为各年

级提供财务监管服务；为全年级整体活动落实场地、邀请学校领导，帮助各

班级活动联系教室等活动场所；协助年级落实捐赠物及捐赠款项用途；提供

学校各项校庆活动情况介绍；提供开放实验室名单等资料；提供临时餐卡销

售服务，为需要集体用餐的秩年校友提供桌餐预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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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2017年9月9日）

同 方 部

  1.   简介

清华校友总会的前身是“清华学校留美同学会”，1913 年6 月29 日在母

校成立，1915 年在美国成立总会执行部。1933 年执行部从美国移至国内，更

名为“清华同学会总会”。1981 年清华校友总会成立，校友工作进入新阶段。

1991 年在民政部正式注册为全国性社会团体。

清华校友总会致力于加强国内外校友之间、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服

务广大校友，发扬学校传统，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和母校发展作出贡献。

清华校友总会通过院系、年级、地区、行业兴趣四个维度联络校友，校友

联络率超过80％。清华校友总会积极搭建多种形式的服务平台，传承清华精

神，服务校友成长。

由清华校友总会编辑、出版的刊物《清华校友通讯》和《水木清华》，以及

清华校友网（“两刊一网”），致力于成为校友和母校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顺

应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校友总会还开通了服务号、订阅号等微信公众号，校友

联系更加密切。

清华校友总会本着“集心、集力、

集智、集资”的原则，为广大校友回馈

母校、服务学校发展建设和育人工作

提供渠道和支持。2006 年校友总会创

立校友励学金工程，励学金总额和基

金存量逐年大幅增长。校友总会还通

过聘请“校友导师”，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择业观，成为传承清华传

统的有效途径。

三服务 

服务
校友

服务
学校 

服务国家
与社会

清华校友总会的工作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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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邮箱

校友邮箱 86-10-6279 7428 accounts@tsinghua.org.cn

清华校友网 web@tsinghua.org.cn

《清华校友通讯》 86-10-6279 2246 editor@tsinghua.org.cn

《水木清华》 86-10-6279 7455 smth@tsinghua.org.cn

校友信用卡 86-10-6279 5776 xyxyk@tsinghua.org.cn

校友卡 86-10-6277 3873 xyk@tsinghua.org.cn

院系联络 86-10-6279 4036 yuanxi@tsinghua.org.cn

年级联络 nianji@tsinghua.org.cn

国内地区联络 86-10-6278 7780 region@tsinghua.org.cn

海外地区联络 86-10-6279 6654 overseas@tsinghua.org.cn

专业委员会联络 86-10-6278 8128 guild@tsinghua.org.cn

文体兴趣组织联络 86-10-6278 4896 wtxq@tsinghua.org.cn

校友捐赠 86-10-6279 6181 lixuejin@tsinghua.org.cn

三创大会 86-10-6278 8128 sunchuang@tsinghua.org.cn

毕业五十周年纪念章 86-10-6279 6654 jinianzhang@tsinghua.org.cn

微信公众号 86-10-6279 6279 wxgh@tsinghua.org.cn

2.   联系方式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同方部（100084）

电话/传真：86-10-6277	3873

邮					箱：office@tsinghu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