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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EVENT
“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四川省博物院举办

书画爱好者齐贺马识途百岁

１月 １３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
作协、四川省文联、四川诗书画院、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四川新华文轩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主
办，四川书法家协会、四川美术家协会、
华西都市报参与协办，四川省博物院、
诗婢家美术馆、四川美术出版社承办的
“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四川博物院
隆重开幕。与此同时，四川出版集团·四
川美术出版社还为马老出版了一本《马
识途百岁书法集》。展会为期三天，共
展出 ２００余件马识途书法作品。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曹纪祖
在会上宣布，遵照马识途的愿望，将全
部展出作品进行义卖，据悉，已经有企
业出资 ２００万买下马识途的部分作品。
马识途，１９４１年进入西南联大中文
系学习。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电影《让
子弹飞》原著作者。

陈义初专著《河洛文化研究十年》出版
１月 ６日，由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河南省豫商联合
会会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义初所著的
《河洛文化研究十年》一书成功出版。
《河洛文化研究十年》由中原报业传媒集团郑报传
媒公司全程监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内容
为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成立 １０年来，陈义初关于河洛文
化研究的讲话和感悟。
陈义初，１９４５年 ８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镇
海，１９６８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任开封拖拉机电
机电器厂厂长、总工程师；河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中共郑州市委常委、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主任、
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１９９６年起任郑州市人民政府市
长；２００３年起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著作有《感悟城
市》、《有感而发》、《案例与原则：现代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豫商商会的起源、发展和完善》。主

陈义初著《河洛文化研究十年》

编有《走进新豫商》、《豫商发展史与豫
商案例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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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友投资行业协会 2014 年会举行

清华校友总会投资行业协会年会部分参会人员合影

１月 ２１日，“清华校友总会投资行业协会”（以
下简称“协会”）２０１４年会在清华科技园国际会议中
心举行，活动分为主题演讲和分组讨论 ２个环节。软

银中国创业投资基金主管合伙人宋安澜（自
动化系 １９７７级）、尚高资本上海代表处中国
基金副主席路跃兵（计算机系 １９８１级）、摩
根大通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方方（经管学
院 １９８４级）等接近 ２００位校友参加了活动。
协会邀请了百度副总裁汤和松（电机系 １９８４
级）作为主讲嘉宾，分享了他在投资并购过
程中的经验。
同日，“清华校友总会投资行业协会”
第三次理事会举行，中信银行监事会主席欧
阳谦（水利系 １９７７级）、华山资本董事总经
理陈大同（电子系 １９７７级）、清华控股董事
长徐井宏（机械系 １９８０级）等 ４０多位协会
理事会成员参加了会议。大会审核通过了在
投资各领域有一定代表和影响力的 １０名新增
选顾问、１７名理事和 １名副秘书长。

任命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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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任中国科协副主席

唐琮沅当选桂林市市长

１月 ２５日，中国科协
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在京召开。会议选举
张勤为中国科协第八届全
国委员会副主席。张勤此
前任中国科协常委、党组
成员、书记处书记，在到
科协工作前曾任国家知识
产权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张勤，１９５６年生，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８９年，在
清华大学攻读核反应堆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
１９８７年至 １９８９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和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１９８９年至 １９９１年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系统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进行
博士后研究。

２月 １９日，在桂林市
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上，唐琮沅当选桂
林市市长。
唐琮沅，１９６９年生，
籍贯广西全州，北京交通
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研
究生毕业，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博士
后。研究员，高工。历任民航广西管理局航管
中心副主任、人劳科教处处长、副局长、广西
机场管理集团副总、广西民航机场管理局局长、
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党委
副书记，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等职务。２０１４年 ２月，任中共桂林
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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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HONOR
刘宝珺获中国第一届
“中国沉积学成就奖”

郑晓琳入选美国《外交政策》
杂志 2013 年度全球百大思
想家

２０１３年 １０月 １７￣２０日，
第五届全国沉积学家大会
在杭州举行，国际沉积
学协会现任主席 Ｐ． Ｌ． ｄｅ
Ｂｏｅｒ和前任主席 Ｊｕｄｉｔｈ Ａ．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等国际沉积学家
应邀参加大会。来自全国
石油、矿业等产业部门、
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一千余
名代表参加大会。
此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国沉积学成就奖”，成
都地调中心刘宝珺院士因其对中国沉积学发展做
出的杰出贡献，荣获第一届“中国沉积学成就奖”。
中国沉积学大会由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
委员会和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
委员会主办，是中国沉积学研究的最高级别盛会，
每 ４年举办一次。
刘宝珺，１９３１年生，著名沉积地质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１９５２
年中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刘宝珺随清华大学
地质系转入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 １１日，美国《外交政
策》杂志公布了 ２０１３年度百大思想家
名单，清华校友、发明新式太阳能电
池的科学家郑晓琳名列其中。
郑晓琳，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出生于辽宁
省辽阳市，１９９５年从鞍山八中考入清
华大学热能系，２０００年毕业并取得学
士学位。２００６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
机械与航天工程博士学位后，到哈佛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斯坦
福大学机械
工程系助理
教授。郑晓琳
曾获得 ２００８
年度“美国
总统青年科
技奖”、２０１３
年度“世界
杰出青年创
新家”称号。

公司 COMPANY
联想集团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刘军是功臣
１月 ３０日，联想集团与谷歌公司宣布达成协议，
以 ２９亿美元从谷歌手中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包括
摩托罗拉移动 ３５００名员工，２０００项专利，品牌和
商标以及全球 ５０多家运营商的合作关系都归入联
想移动业务集团。
联想是一家营业额达 ３４０亿美元的个人科技
产品公司，是全球第一大个人电脑厂商之一，也

是 ＰＣ＋产品领域新晋领导厂商。凭借创新的产品、
高效的供应链和强大的战略执行，联想专注于为
全球用户提供卓越的个人电脑和移动互联网产
品。联想是《财富》世界 ５００强之一。清华校友，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移动业务副总裁刘军（１９８８
级自动化系）负责与谷歌进行磋商，是收购中“最
大功臣”之一。
21

2014 年第 3 期
《水木清华》 总第 42 期

NEWS 动态·五洲清华

各地 GENERAL
山东校友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暨校友工作座谈会
１月 １２日，山东省清华大学校友会在济南召开
常务理事会暨校友工作座谈会，山东省委原副书
记、省校友会名誉会长马仲才及常务理事和校友
代表共 ２３人参加。与会校友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
校友、母校、社会及加强联络联谊等内容进行了

江西校友会第一次理事会召开

江西校友会第一次理事会会议现场

２月 ４日，清华大学江西校友会第一次理事
会在泰豪（南昌）高新科技园军工大厦隆重召
开，清华大学赣文化交流协会成员以及回乡度
假的赣籍外地校友应邀参加了会议。
江西校友会会长黄代放就校友会的工作做
了总结讲话，强调校友会要为推动江西省政府
与清华大学的战略合作，重点在教育、经济、
人才培养。江西校友会秘书长徐军梅就 ２０１３年
校友会的主要工作及 ２０１４年工作计划做了汇报。
清华大学赣文化交流协会介绍了 ２０１３年的工作
开展情况及 ２０１４年的工作计划，与会代表对校
友会的工作以及推动清华选调生工作进行了充
分的交流。
22

热烈讨论，并深入探讨了推动清华大学与山东省
加强合作的意义、思路和措施。会议决定，要充
分发挥校友会桥梁纽带作用，着力推动清华大学
与山东省的广泛深入合作，更好地服务母校和山
东经济社会发展。

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
举行 2014 年新春聚会
２月 １日，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在新泽西
秦皇食府齐聚一堂，共庆马年新春佳节。中华
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参赞赵新力
出席并致辞，他回顾了习总书记“科技强国”
的纲领，并指出，清华人应该发挥自身的科技
优势，承担起祖国统一富强的历史使命。大纽
约地区清华校友会会长仰文奎总结了一年来校
友会的工作。
席间，校友一同分享了在清华时的美好时
光，寻觅老学友、结识新朋友，并就归国效力、
积极开展公益活动、通过多种方式无偿支持中
国在教育、环保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了交流
探讨。

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 2014 年新春聚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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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 OBITUARY
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何东昌逝世
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党组书
记、副主任何东昌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２０１４年 １月 ２３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９１岁。
何东昌，１９２３年 ４月出生，浙江诸暨人。新中国成立后，
任清华大学党总支副书记，后兼任燕京大学党总支书记。
１９５１年 ２月，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后主持创建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并兼系主任。１９７７年 ５月后，任清华大学党委
副书记、副校长。１９８２年起，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部长、
党组书记，国家教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光逝世
１月 ２２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清华
大学 １９４９级校友林光在北京家中去世，享年 ９２岁。清华
校友总会送了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林光，原名殷桂林，１９２２年生，河北昌黎县（现为
卢龙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曾任中日合资公
司（在东京）中方经理，兼任南京航天管理学院和青岛
大学教授、金杯汽车公司顾问以及外向型经济丛书编委
等职。
林光的工作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１９８８年，被载入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
名录》（第 ３０７页）。曾当选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国际知识分子名人，
并被载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知识分子
名人录》（１９９５／９６第 １１版 ２８８页）及《世界名人录》（１９９６
年第 ２４版 １９７页）。１９９９年，被载入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
世界人物出版社出版、在香港发行的《世界名人录（中
国卷）》（第 ５０６页）。 林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经济
效益的优化技术》、《外向型企业经营战略》等。主要
的论文有《论现代化建设与技术开发战略》、《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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