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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是校友对母校发展的支持，更是每一个清华学子对母校爱的体现。清华大学 105 周年
校庆，恰逢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启动十周年，薪火相传的校友励学金激励着一代代清华学子扬帆
起航。
在校庆期间，也发生了很多温馨感人的捐赠故事。90 岁高龄的老学长陈秉良（４９ 届土木系）
自 2009 年毕业 60 年起，每年都在校庆日来学校捐赠励学金，至今已连续 8 年，累计捐赠 20 余万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友，为他们一家三代五位清华校友捐年度捐款，他的女儿已经戴上了
“2031 级校友”的红条，立志成为家中第四代第六位清华人
还有年仅 10 岁的校友子女，为父亲的母校捐出自己的压岁钱，和自己书写的一幅书法作品。
爱的涓涓细流汇成海洋，是学子们回家的力量。

2015 ￣ 2016 学年度
清华大学校友励学金大会召开

励学金颁发大会会场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度清华大学校
友励学金大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清华
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原校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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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出席大会。校友励学金捐赠代表及清华各院
系教师和获助学生代表约 ２００ 人参加了大会。
“校友励学金工程”启动至今已整整十周年，

贺美英，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校基金会秘书长

在会上，邱勇校长回顾了十年来校友励学金的发

李家强，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等学校及部处

展历程，同时代表学校向所有捐赠励学金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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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感谢。邱勇说，清华目前处于从第一个
百年到第二个百年转变的阶段，也是学校综
合改革的关键时期，学校陆续启动了人事制
度改革、教育教学改革和科研体制改革，这
一系列的举措一定会使清华在未来若干年以
较快速度提升办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和社
会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众多校友的无私
支持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感谢校友们
的倾情资助让清华园变得温暖，他也相信在
校友的关爱和激励下，清华人将为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旭在会上宣读了校友励学金获得者

邱勇校长讲话

名单并向所有获得励学金的同学表示祝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学年度，清华大学共计评定了 １７１
项校友励学金，共有 １１８６ 名学生获得资助。
会上，热能系 ５３ 届校友倪维斗院士作
为校友代表表达了对同学们的期望。倪院士
说，中国真正要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要赶上世界先进的潮流，还有很多技术上的
问题需要解决，关键行业中的关键技术还有
空缺，需要年轻一代的努力才能填补。他希
望能有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资助年轻学子
实现这一民族梦想。

倪维斗院士发言

数学系学生朱晓鹏和社科学院学生杜玉
洁代表所有获助学生发言。朱晓鹏在进入清
华大学化工系学习后不久，被确诊患有脊髓血管

品外，获助学生和校友还合作表演了诗朗诵《清

瘤，手术后的他半边身体仍无法活动，只能暂缓

华烙印》，以此来展现清华学子对母校的热爱和

学业回家休养。但他没有放弃学习的梦想，经过

校友间的深情厚谊。

两年的积极复健，他重返校园开始了新的学习征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于 ２００６ 年启动，

程。杜玉洁、杜玉娜是双胞胎姐妹，她们家境贫

以“助困励学、爱校育人”为理念，专项资助家

寒，也曾在入校后感到过迷茫。在校友励学金的

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使学生在获得经济资助

支持下，她们放下了家庭环境带来的思想包袱，

的同时直接感受到校友给予的精神激励。工程启

及时调整心理状态、迎接挑战，如今成为了科研、

动 １０ 年来约有 ２ 万 ７ 千人次校友参与励学金捐赠；

社工和实践样样都棒的姐妹花。学生代表的故事

共设立 ３９２ 项冠名励学金，其中基金 １０７ 项；筹

感动了在场的校友和同学们，现场频频报以热烈

款总额 １２６３６．６ 万元，其中励学基金总额 ８１５３．８ 万；

的掌声。

发放 ４９３４ 万元，资助人次达 １０３５１。“清华校友

为表达获助学生对校友的感激之情，学生代

励学金”１０ 年发放总额约占清华大学资助家庭经

表向出席的校友代表赠送了清华学生拍摄的校园

济困难学生总金额的三分之一，成为清华大学“新

风景台历纪念品，并与校友们合影留念。除纪念

资助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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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会场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十周年
总结座谈会召开
４ 月 ２１ 日下午，“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十
周年总结座谈会在主楼召开。校党委书记、校友
总会副会长陈旭，校党委原书记、教育基金会原

会秘书长唐杰主持。
“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 ２００６ 年设立，十

理事长贺美英，校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

年间共有 ２．７ 万人次校友参与，捐资超过 １．２６ 亿元，

史宗恺，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

设立项目近 ４００ 项，资助学生超过 １ 万人次，发

长、清华大学学生部原部长杜汇良，清华海峡研

放金额近 ５ 千万。

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友总会原秘书长郭樑，学生
部部长丛振涛出席座谈会。校友励学金捐赠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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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代表等三十余人参加会议。座谈会由校友总

作为“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的创立参与者，
“校友总会励学金”捐赠人、１９８１ 级电机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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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原秘书长郭樑，和“敦阜日新励学金”

“河南校友会励学金”捐赠人代表、１９６７ 届

捐赠人、１９９３ 级汽车系校友、学生部原部长杜

精仪系校友孙光华学长说，“清华校友励学金”

汇良分别讲述了自己亲历的励学金设立和发展历

工程体现了“爱校感恩，爱校互助”的清华校友

程。郭樑回忆了励学金创立之初遇到的困难和取

文化，它是校友间重要粘结剂，也是校友为学校

得的成绩，希望大家能继续为励学金工程添砖加

服务的重要载体。河南校友会一直在做资助贫困

瓦。杜汇良说，在“清华校友励学金”的十年间，

新生的工作，但因为河南的客观情况，负担也很

自己感受最大的是爱和责任。这里不仅有学校对

重。２００６ 年“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启动后，总

学生的爱，更有校友对学校的爱，励学金工程是

会给予了河南校友会很大的支持，学生处也做了

爱的传递，同时也是清华人共同的责任，为学校

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为豫籍贫困新生提供了切

建设作出贡献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实帮助，取得了良好效果。

学生部部长丛振涛介绍了学校现有资助体系

“郭杰励学基金”捐赠人、１９７５ 级精仪系校

的实施理念、组成结构和取得的成绩。他特别谈

友郭杰学长说，他在捐赠励学金的过程中收获了

到，未来学校要采用多渠道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

感动和温暖。校友总会提供了一个平台，更是校

生的现状，加大国际交流和职业辅导的力度，满

友间联系的枢纽和桥梁。“清华校友励学金”工

足他们的发展型需求；也要充分发挥校友的作用，

程是百年工程，参与者都将是历史的创造者。所

使校友和学生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让清华精神

以，他十年来收集学校关于励学金的宣传信息，

传承下去。

编了一本专辑《十年励学金励学十周年》，记录

“沈建革励学金”获得者、土木系本科生
庄亮冬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来自一个普通的

励学金工程的发展历程，并赠送给学校，希望能
感召更多人参与到其中。

农村家庭，在校友励学金的资助下得到前往新

“ 清 华 江 西 校 友 励 学 基 金” 捐 赠 人、１９８１

加坡国立大学交换学习的机会。在国外期间他

级汽车系校友黄代放学长说，江西校友会一直

不仅获得了知识上的进益，更锻炼了自己的能

有励学的传统，２００６ 年“清华校友励学金”创

力，非常感谢校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他说，自

立后，江西校友会积极参与，又在 ２０１１ 年设立

己明年将成为本科生的新生辅导员，他会将自

了“启航基金”，专门资助来江西工作的校友。

己的经历分享给同学们，希望同学们也能够勇

现在他正在资助国防生参加世界防务展，第一

于担当、乐于奉献。

批学生马上就要成行。未来他还将在汽车系、

“解放战争时期清华老校友励学基金”捐赠
人代表、１９５０ 届土木系校友张其锟学长发言。他

电机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海外交流方面继续
贡献力量。

首先对“清华校友励学金”工程十周年来取得的

“星火励学金”捐赠人、１９８７ 级水利系校友

成绩表示祝贺。学长求学期间生活也非常窘迫，

田涛学长曾是来自贵州山区的贫困学生，也是“清

因为得到了其他同学的资助才能够顺利入学。清

华校友励学金”工程的国内捐赠第一人。他说，

华一直有励学的光荣传统，“清华校友励学金”

捐赠励学金并不需要学生的回报，但是希望受助

的设立正是清华精神的传承。

学生能在有余力时回馈励学金工程，将爱传递，

“张思敬励学基金”捐赠人、１９５２ 届土木系

将清华精神代代传承。

校友张思敬学长在发言中几度哽咽，他少年时因

“利源励学金”捐赠人、２０１１ 级经管学院

为得到亲戚资助才来上学，而同学曾因经济困难

ＥＭＢＡ 校友严洁一家有三位都是清华校友，她

退学，励学金对青年学生非常重要，学校“决不

的父亲严陆根是励学金的早期捐赠者之一，她

让任何一个勤奋和有才华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

和先生受到父亲影响，也积极参与励学金的捐

而辍学”的承诺一定要不打折扣地落实下去。

赠。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希望把爱传递出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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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得到了各界认可，这其中
对学生的教育、对捐赠人的感召，
以及校友们对母校的爱都让人感
动。今后希望能扩大励学金的资
助范围，不仅针对贫困生，也给
其他学生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同
时励学金的捐赠人范围也可适当
扩大，不仅包括清华校友，也要
包括清华之友。对受助同学也要
提倡契约精神，鼓励他们在有能
力时为励学金贡献力量。
史宗恺讲述了曾经获得励学
校党委书记陈旭出席座谈会并发言

金资助、自强不息的学生严文涛
的故事，他现在国外深造，未来
的目标是回到清华做老师，教书
育人。史宗恺说，学校做新资助
体系，“两个全部”并不是最终
目标，目标是培养人。学校希望
学生能给国家建设做贡献，这也
将是清华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在
励学金的十年历程中，校友用捐
款和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在校生莫
大的鼓舞，不仅是受助学生，每
一个同学都深受影响，这也是励
学金工程的意义所在。
最后，陈旭作总结发言，充

张其锟学长发言

分肯定校友励学金工程开展 １０ 年
来所取得的成绩，代表学校感谢

助到更多的人。
“６００７０９”励学金捐赠人、１９６６ 届自动控制

金会等相关部门的努力。陈旭表示，校友励学金

系校友郝春民学长，“张维陆士嘉奖学励学基金”

项目在广大校友的支持下，资助了越来越多的学

捐赠人代表、天远集团战略顾问张克澄学长，“德

生，搭起了校友和母校之间的桥梁，传承了清华

强励学金”捐赠代表，电子系 １９８５ 级校友，北京

的精神，已成为清华的一个“品牌”。作为学校

弘威嘉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李小龙等都在发言中

新资助体系的一部分，要在坚持励学助困的基础

感谢励学金工程的所有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励

上，管好用好现有的励学金项目，并积极开发新

学金不是功利事业，而是爱的传承，利在千秋，

的项目，调动各方积极性，把校友励学金工程做

重在人才培养，希望清华能培育出更多人才，为

大做好。陈旭强调，学校各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广大校友的支持和帮助，希望校友们能继续为学

贺美英说，“清华校友励学金”十年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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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以及校友总会、学生部、基

校多提宝贵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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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捐赠座椅亮相清华园
为方便校友直接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
友和校园人文景观的育人作用，逐渐形成清华校

学校座椅捐赠工作小组讨论，按入学（职）年（截
止到 １９８６年）确定了捐赠名单。

友情系母校、感恩回馈的实时捐赠文化，在邱勇

此捐赠座椅为 ８０ 张，安放于清华路（东西

校长倡导下，清华校友总会启动了“清华校友校

主干道）南侧、西操场东侧及附近，每张座椅捐

园座椅捐赠项目”。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校友总

资额为 ３０００ 元人民币或 ５００ 美元。校友以个人

会通过总会官方微信和清华校友网发布了捐赠公

名义自愿参加，每位校友限捐 １ 张。在座椅旁边

告，得到了校友们的积极响应，短短 ２０ 天就有

镶嵌纪念铜牌，文字内容为：捐资校友姓名、入

４００ 余名校友报名参加。捐赠校友中最年长的是

学（职）年和院系等信息以及捐赠人最想说的一

１９４８ 年入学的，许多在校生也踊跃报名。后经过

句话。

首批捐赠座椅分布图

座椅旁镶嵌的纪念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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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狗公司捐赠清华大学 1.8 亿打造“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
４ 月 ２２ 日上午，搜狗公司向清华大学捐赠 １．８ 亿元，联合

搜索技术联合实验室”的研

成立“清华大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将双方基于“清华搜狗

究向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
术深入拓展。
清华和搜狗的合作始于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清华搜狗搜
索 技 术 联 合 实 验 室”。 在 ９
年合作的基础上，双方共同
提出了“盖大楼，请大师，
谋大事”的理念并达成协议，
更希望借助此次合作，共同
发力向世界人工智能顶级水
平迈进。
为了打造国际化的天工
研究院，清华大学常务副校
长程建平受邀出任“清华大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常务副校长程建平，副校长杨斌，计算机系主任吴建平，
党委书记孙茂松，搜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搜狗公司董事长张朝阳，搜狗公
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副总裁茹立云和杨洪涛等出席了捐赠仪式

学天工智能计算研究院”管
理委员会主任。

林运强先生捐资清华建筑学院
４ 月 ２４ 日 上 午， 林 运 强
先生捐赠仪式在建筑学院多功
能厅举行。林运强此次捐赠资
金，将用于修缮和改造建筑馆
北楼，改善建筑学院教学科研
环境。
林运强先生谈了捐赠初衷
并表示，大学时代是最难忘的，
自己能够尽一份力，见证学校
的建设，感到非常荣幸。
林运强，华裔印尼地产开
发企业家，清华大学建筑学专
业 １９６６ 届校友。现居雅加达，
印尼现代艺术品著名收藏家和
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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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家了！

过增元院士奖学励学基金启动仪式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在过增元院士 ８０ 寿诞之际成立奖学励学基金及
管理委员会。“过增元院士奖学励学基金”主要
用于奖励清华大学能源动力及工程热物理领域学
习成绩和综合素质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还设
立“过增元热学研究创新奖”以奖励从事能源动
力及工程热物理领域研究国内优秀青年学者，设
立“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传热传质分会过增元优
秀论文奖”以奖励国内传热传质学术会议的优秀
创新性研究工作。
过增元院士畅谈未来研究工作设想

过增元院士以“再谈探同索异”为题畅谈未
来的研究工作设想，从十多年来探索传热学与力

校庆期间，清华大学“过增元院士奖学励学
基金”启动仪式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举行。
清华大学为弘扬和传承著名工程热物理学

学的异同出发，设想未来十年将探索传热过程与
传热系统、传热学与热力学之间的异同。他也表
示奖学励学基金和学术思想研讨会是对其本人和

家、过增元院士在学术上“勤耕不辍、探赜索隐”

学术团队的鼓励，会将本次学术思想研讨会作为

的崇高精神，激励优秀学子奋发进取、报效祖国，

学术研究的新起点。

“清华之友—五粮液科技·久久励学基金”获得续捐
４ 月 ２６ 日 上 午，“ 清 华 之 友 — 五 粮 液 科
技·久久励学基金”续捐仪式在甲所会议室举
行。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续捐人民币贰佰陆
拾万元，用于向“清华之友—五粮液科技·久久
励学基金”注资。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清华 ９８ 周年校庆前夕，
五粮液集团公司与清华大学签订捐助协议，由五
粮液集团捐赠 ９９ 万元人民币，清华校友配套 １ 万
元，双方合计投入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设立了“清华
之友—五粮液科技·久久励学基金”。该基金项
目由清华校友总会管理，由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进行资金运作。基金项目以“教育长久、企业长久”

成才报国，以及奖励学习优秀的学生。

为发展宗旨，每年所得收益用于资助清华大学水

基金自 ２００９ 年设立以来，７ 年间共赞助贫困

利、电机、生物、传媒、经管、人文等院系家庭

学生 ６３ 人次，奖励优秀学生 ６３ 人次，累计发放

经济困难、学习勤奋、生活简朴的学生完成学业、

金额 ７３１，５００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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