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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EVENT
郭樑带队走访东北三地校友企业
９ 月 ２３ ～ ２５ 日，由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
带队，清华 ＭＢＡ 教育中心校友总监于红蕾、清华
大学德国校友会副会长李恒（１９８１级计算机系）等
一行先后走访大连、沈阳和长春三地校友企业，拜
访当地清华校友会，与 ＭＢＡ 校友座谈，商议地区
分会筹建事宜。
在三地走访和交流中，校友们表达了对学校发
展的深切关注和继续学习深造的愿望，以及对校友
会平台建设的期盼。各院系校友在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建功立业，相互扶持和帮助，践行社会责任。

清华汽车行业校友会四川分会成立

清华汽车行业校友会四川分会成立会议现场

１０ 月 １８ 日，清华汽车行业校友会四川分
会成立大会在成都召开。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
副主任杨福源（１９８５级）、观致汽车董事长兼
ＣＥＯ 郭谦（１９８２级）、四川省先锋企业集团董
事长费永刚（１９８１级）等 ２０ 余位校友出席并
参加。
会议宣布任命费永刚为清华汽车行业校友
会四川分会会长。杨福源、费永刚、郭谦先后
发言。在座的校友纷纷介绍了自己在汽车行业
的经历，并对校友会发展提出了建议。

郭樑等与当地 MBA 校友座谈

林徽因诞辰 110 周年
纪念特展开幕

１０ 月 １８ 日，《永远的四月天——林徽
因诞辰 １１０ 周年纪念特展》开幕式在上海艺
术博物馆隆重举行。展览从 １０ 月 １９ 日起向
公众开放，展期 ３ 个月。
展览第一次展出了林徽因的手绘彩色古
建考察地图、梁思成的有声影像、费慰梅的
手书贺卡等珍档；第一次全面集成了梁思成、
林徽因的人生影像，并出版了《梁思成林徽
因影像与手稿珍集》；第一次制作了《梁思
成、林徽因与上海》专题片；第一次由相关
部门跨领域、全方面探讨林徽因的综合成就。
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全程参与展览筹备并出
席开幕式。
同日，《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梁思成、林
徽因家属特别联合授权公开出版，收录了梁
思成、林徽因从童年到晚年的珍贵影像资料
和手稿图件及其子女写的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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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女儿参观清华图书馆
１０ 月 ２９ 日，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１９３３级
外文系）的女儿万黛、万昭造访清华图书馆，在
老馆阅览室东北角的一张书桌前她们久久驻足缅
怀，８０ 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曹禺在夫人郑秀的
陪伴下，完成了中国戏剧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作
品《雷雨》。在“清华文库”曹禺先生书柜前，
姐妹俩翻阅了父亲在各个时期的作品，不少珍贵
的版本她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姐妹二人坐在父母曾经坐过的座位上

捐赠 DONATION
何柳生夫妇向校友总会捐赠胜因院 28 号版画母版
１０ 月 １５ 日，清华百年树人艺术爱心基金
荣誉理事、清华校友总会文化艺术工作坊签约
画家何柳生夫妇向校友总会捐赠胜因院 ２８ 号
版画母版仪式在胜因院 ２８ 号举行。校友总会
秘书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张悦月、校科研院副
院长左传长、《水木清华》杂志主编王正、校
友总会办公室副主任陈华、清华著名书法家金
德年教授夫妇、继教学院首席课程研究员徐林
旗等出席捐赠仪式。

参与捐赠人员合影

公司 COMPANY
北京新思软件获《2014 中国服务外包百家成长型企业》

《中国服务外包百家成长型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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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月 ２５ ～ ２６ 日，第六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杭州
召开，会议期间发布了 ２０１４ 年度“中国服务外包百家成长型企业”
名单，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再次荣获《中国服务外包百家成
长型企业》。
北京新思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面向全球市场从事服务外包
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应用系统编码工作。公司现任董事
长钟明博 １９８３ 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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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通华声推出灵云名片识别技术
１０ 月，捷通华声推出灵云名片识别技术，
并依托于灵云人工智能开放平台，面向企业与
开发者提供名片识别技术能力及可定制化的解
决方案。
捷通华声公司在智能图像识别技术研发与应
用方面有着多年的深厚积累，通过与战略合作伙
伴清华大学的深度合作，灵云名片识别技术已经
经过了大量测试验证。具有识别率高、稳定性高、
操作系统适配性好、资源占用低等特点，能够充

分满足移动互联网时代广大客户对名片信息智能
识别及快速提取的需求。
创建于 ２０００ 年的北京捷通华声语音技术有
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智能人机交互技术研究
与应用的企业。２０１３ 年，捷通华声与清华大学达
成战略合作。清华产业基金入资捷通华声，成为
捷通华声第二大股东，共同创建清华灵云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公司现任董事长张连毅，１９８９ 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

各地 GENERAL
江西校友会重阳节活动及迎新座谈举行

无锡校友会组团赴宁波交流

９ 月 ２７ 日，清华大学江西校友会 ２０１４ 年重阳
节活动及欢迎新校友座谈会在南昌召开，３０ 余名校
友欢聚一堂，畅谈工作和生活。
会上，老校友交流了退休后的生活，新校友汇
报了来江西工作的近况，并表示要向老校友学习，
积极参与校友会的活动。

部分校友在镇海区新行政会议中心合影，左起：邓朝
阳、左卫雄、高岩、张超、俞晓华、朱静、夏寒松

江西校友会重阳节活动及迎新座谈会现场

１０ 月 １７ ～ １８ 日，清华大学无锡校
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树建亲自带队
赴宁波镇海区洽谈合作事宜。镇海区区
委书记薛维海主持项目对接与座谈交流
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真诚欢迎清华
校友把项目落户镇海。
考察团先后造访了宁波希磁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镇海新城规划馆、清华校友
创业创新基地和宁波帮博物馆等。此次交
流合作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宁波镇海区与
无锡地区清华校友之间的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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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校友会举行“情系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献爱心捐赠活动

捐赠活动现场

１０ 月 ２５ 日，清华大学甘
肃校友会·兰州南特数码科
技集团“情系西部地区教育
事业”献爱心捐赠活动在甘
肃省通渭县鸡川镇举行。今
年以来，清华大学甘肃校友
会发起了以“捐赠一件校服、
一个书包、一本书籍、一个

法国校友会
举办中法汽车双赢合作论坛
１０ 月 １１ 日，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联
合巴黎矿院丝绸之路协会、巴黎高科中法
友好协会、同济校友会、浙大校友会、中
法汽车人俱乐部和中国旅法工程师协会等
在巴黎高等矿业学院举办“中法汽车双赢
合作论坛”，共 １００ 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论坛邀请了雷诺公司中国事业运营室
主任兼雷诺北京汽车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德
尚内，标致雪铁龙公司与东风汽车公司战
略联盟办公室主任德拉埃，东风汽车公司
战略规划部国际战略处整车研发主任成凯
等嘉宾参加，他们在发言中阐述了中法双
方目前的合作状况，预测了未来合作前景。

水杯、一项活动、一次讲座”
等“六个一”为主要内容的“情
系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献爱
心捐赠活动，计划每年资助
一所贫困地区小学。活动开
展以来，得到了清华、北大、
复旦大学校友及校友企业南
特集团的大力支持。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金秋迎新聚会举行
９ 月 ２８ 日，大纽约地区校友会在哥伦比亚大学
举办了“大纽约地区清华校友会迎新暨校友聚会活
动”，１５０ 余名新老校友参加。此次迎新聚会活动旨
在为新老校友提供交流平台，让新生了解校友会及其
各种资源，通过与老校友的交流，帮助他们尽快适应
在纽约的学习、生活和工作。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迎新聚会现场

逝者 OBITUARY
李武皋将军逝世
９ 月 １７ 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
解放军某部副军职专职干部，清华大学杰出校友
李武皋将军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 ６８ 岁。
李武皋，１９６４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毕业后分配至陕西宝鸡无线电厂工
作，１９８０ 年 ９ 月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研究生，
22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毕业后任教于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
１９８６ 年 ９ 月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攻读博士学位，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毕业后调至总参工作，历任高级工程
师、处长，副部队长兼总工程师、部队长、副军
职专职干部。曾多次荣获国家、军队高等级科技
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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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李荻生逝世
９ 月 ３０ 日，清华校友、北京市政协
原副主席李荻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
逝世，享年 ７６ 岁。１０ 月 １０ 日，李荻生
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清华校友总
会、清华大学化工系敬赠花圈，清华大
学化工系党委书记朱兵参加了告别仪式。
李荻生，１９３８ 年生，吉林省延吉市
人。１９５８ 年 ９ 月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

系学习，１９６５ 年 ２ 月毕业后留校任教。
１９７２ 年 １０ 月起，先后在兰州化学工业公
司、北京轻工业学院、中共北京市委教
育部工作。１９８９ 年 ￣ ２００３ 年，历任中共
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区委书记、政
协北京市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２００３ 年
１ 月退休。李荻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李荻生

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逝世
１０ 月 ４ 日， 能 源 动 力 科
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
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国科学
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原所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因
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享年 ８０ 岁。
蔡睿贤
蔡 睿 贤，１９３４ 年 生， 广
东汕头人。１９５１ 年 ￣ １９５６ 年先后在清华大学、北
京航空学院、交通大学学习。１９５６ 年交通大学动

力机械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燃气轮
机教研组历任助教、讲师。１９７２ 年 ￣ １９７８ 年任长
春机车厂设计科工程师。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０ 年任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１９８０ 年起，历任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
１９９１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第八
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第十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

曾俊伟逝世

著名桥梁专家方秦汉辞世

１０ 月 １０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原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清华大学法学院
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系 １９５２ 届校友
曾俊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享年 ８６ 岁。
曾俊伟，１９４８ 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
院，就读于经济学系。１９５２ 年 ８ 月毕业
后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历
任科员，出国展览部、宣传部科长，研
究室副处长、法律部顾问处副处长、处
长等职。１９８５ 年 ２ 月任寰球律师事务所
主任，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任中国法律服务（香
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

１０ 月 １４ 日，著名桥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中铁特级专家，中铁大桥局集团、中铁大桥院集团副
总工程师方秦汉，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 ９０ 岁。
方 秦 汉，１９２５ 年 生， 浙 江 省 黄 岩 县 人，１９５０ 年
７ 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１９９７ 年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院士，１９９８ 年获第三届詹天佑铁道科技大奖，
２００３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湖北省武汉市第
六届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名誉院长、
博士生导师。
方秦汉院士毕生致力于中国桥梁建设事业，是中国
现代钢结构桥梁工程技术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在新中
国桥梁建设史的四个里程碑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
桥、九江长江大桥和芜湖长江大桥建设中，方秦汉院士
主持或参与了桥梁钢梁等关键性结构设计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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