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清华校友总会成立百年

我一如既往地完成校友会交给我的工作，
应该算作郝玉林秘书长的帮手吧。也有的
校友说，你这么卖力是不是有工资？我一
笑了之，其实不但没工资，许多费用还都
得自己掏腰包。我觉得，心系校友、心系
母校，服务校友、服务母校，能为弘扬清
华精神、传承清华传统尽一点力量，也是
对母校培养我的回报。今后，只要我身体

与精力允许，我会全身心地做好校友会的
工作。
校友会，是清华人联系母校的纽带，
是清华人沟通交流的桥梁，是清华人永
远温馨的精神家园。在清华校友总会成
立 100 周年之际，祝我们的校友会越办越
好！
2013 年 5 月

沈阳校友会的点滴回忆
○张德奎（1981 级研，经管）
清华大学百年和校友总会百年，经历
了沧桑岁月，给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打上
了深深的印记。在母校的亲切关怀下，在
千名沈阳校友的共同努力下，清华大学沈
阳校友会也走过了 28 个春秋。广大沈阳
校友坚持发扬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校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
母校发展、为校友联谊、为辽沈地区繁荣，
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岁月蹉跎，沈阳
校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90 年代中期，沈阳校友会调整了工
作重点，调整了校友会理事会，增加充实
了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辽宁能源总公司总经理马东，沈阳电业局
局长、党委书记许广政，辽宁省广告总公
司总经理刘广运等企业界的校友作为理事
会主要负责同志。校友会工作重心随之转
向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为主线，以为企
业服务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校友会活动
丰富多彩。比如在经济发达的铁西、和

一、 与时俱进的沈阳校友会
1985 年，清华大学沈阳校友紧扣时
代脉搏，为适应改革时期的需要，由东北
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东北电业管理局、
东北建筑设计院等校友较集中的单位，发
起成立了清华大学沈阳校友会。校友会成
立初期，理事会的领导层主要是以知名教
授和院校负责同志杨德新、成心德、苏士
权、李金堂、周培德等为主体，组织沈阳
地区校友开展活动。

张德奎学长出席第十六次校友工作会议
在分组讨论会上介绍沈阳校友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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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大东区等举办校友联谊活动，这些区
主管经济工作的区长都参加，他们上台介
绍本单位、本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
展情况，还发布所需人才和科研项目等信
息，为清华校友打造一个发挥学有所长的
平台，为地区经济发展、为老工业基地经
济振兴做贡献。
2000 年，校友会又增补了一些在党
政机关任职的校友，比如会长林馥卿，常
务副会长王凤奎，副会长王成鑫、陈弘、
张坚强等学长进入理事会领导层，使校友
会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校友会工作增
加了凝聚力和向心力。2008 年和 2012 年
沈阳校友会两次换届，又增加了一批国企、
民企和银行业的校友，比如秦力、霍起、
杨文升、邹映明等学长出任副会长。校友
会还吸收了一大批年青校友及博士生进入
理事会，使校友会更加充满活力和战斗力。

二、 沈阳校友会建会二十周年
2005 年 5 月 15 日下午，三百余名清
华大学沈阳校友，从四面八方汇聚在南湖
之滨的东北大学新落成的“汉卿会堂”，
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庆祝清华大学沈阳校友
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二十年前，清华大
学沈阳校友会就是在这里宣告成立，二十
年后，沈阳校友重回旧地欢聚一堂，大家
感到格外亲切和激动。
为庆祝沈阳校友会成立二十周年，清
华大学老领导专门题词祝贺。原校党委书
记李传信学长的题词是：“振兴东北，振
兴辽宁，沈阳的校友坚韧不拔，为强国富
民多作贡献。”原校党委书记方惠坚学长
的题词是：“发扬清华传统，为振兴东北
工业基地再立新功。”原校党委书记贺美

34

清华校友通讯

英学长的题词是：“发扬爱国奉献、追求
卓越的精神，为东北工业基地的振兴做贡
献。”
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教授、《清华
校友通讯》副主编黄文辉老师专程来沈阳
参加庆祝活动。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中鲁校友、沈阳市政府副市长邹大挺校
友出席了大会。东北大学副校长王宛山教
授光临大会，辽宁省兄弟城市清华大学校
友会负责人也赶来沈阳祝贺。
林馥卿会长回顾了清华大学沈阳校友
会成立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展望了沈阳
校友会的美好未来。她说，二十年来，清
华大学沈阳校友会凝聚了在沈阳工作、生
活的千余名校友，大家在“清华”这个旗
帜下，同心同德，相互砥砺，共同努力，
把校友会建设成为“沈阳清华人之家”。
大家一提起校友会，都感到格外亲切。
二十年来，沈阳校友会激励在沈工作、
生活的校友，发扬母校“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的博大精神，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
争创一流业绩。在沈阳清华校友中，涌现
出“两院”院士这样的科技精英，也成长
起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创业的成功人士，还
有一些省市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
导干部，为辽宁、沈阳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清华增了光。
二十年来，清华大学沈阳校友会坚持
“校友会校友办”的宗旨，克服了许多困
难，坚持不懈地开展各项活动，凝聚校友，
团结校友，服务校友。一年一度的校庆活
动，是清华沈阳校友的节日；自编的会刊
《沈阳校友通讯》，是校友会发展历程的
记录；不断更新的《清华大学沈阳校友通
讯录》，是校友之间加强联系、增进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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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和纽带。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一个
自发的群众性组织，能够做到二十年有活
动、有刊物、有影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体现了沈阳校友对母校的热爱，也反映
出广大校友在校友会工作上的奉献精神。

三、同庆母校百年校庆
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沈阳
校友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百年
校庆前夕，沈阳校友会向母校赠送了一幅
用朝阳鱼化石制作的有中国地图图案的屏
风。屏风宽 210 厘米，象征 21 世纪。屏
风净高 100 厘米，意寓清华建校百年。每
个省的位置由一块完整的鱼化石构成，代
表清华大学桃李满天下。校庆期间，沈阳
校友会会同辽宁著名收藏家詹洪阁先生，
共同举办《求学记忆——清华大学百年校
史文献珍藏展》。詹洪阁先生还向清华大
学校史馆赠送了珍贵的收藏品，受到学校
好评。校庆前后，沈阳校友会还同沈阳晚
报社联合主办《沈阳的清华人，清华事》
专栏节目，报社记者和沈阳校友整合大量
珍贵图文资料，陆续推出揭秘报道和精彩
访谈，为清华百年献上一份厚礼。先后刊
登了《一个知识家族的百年探索——四世
书香门第，出了沈阳“清华第一人”童隽》、
《使命让科学伉俪来到沈阳——70 年前，
清华葛庭燧情定海归女博士》、《老清华
赵德尊和他的革命家庭》、《九旬成心德
忆联大峥嵘岁月稠》、《清华学子李道铿
落户沈阳只为大爱》、
《在沈阳，看清华“道
畅风流”》。沈阳校友会还承担了辽宁省
各地校友到北京参加百年校庆的推荐和衔
接工作，40 名校友受到校友总会的邀请，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百年庆典活动。他们当

中有院士、大学校长、省委书记、将军、
研究院院长、全国劳模、国有和民营企业
家、校友会负责人和老中青校友代表。
5 月 22 日上午 10 点，沈阳校友会庆
祝清华建校 100 周年大会，在沈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国际会议厅隆重举行。沈
阳各界新老校友 300 多人共庆母校百年华
诞。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亲临大会，
向沈阳校友传达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盛况，
向辽宁省委原副书记王唯众学长、沈阳校
友会会长王凤奎学长转递了百年校庆同胡
锦涛总书记的合影照片。辽宁省委组织部
原副部长、省人事厅原厅长刘连生学长、
沈阳校友会老会长马东学长、林馥卿学长
出席会议。扎根沈阳的清华学子一致表示，
要继续秉承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
脚踏实地，认真做事，用无悔的奋斗精神
为清华大学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继续努
力，为辽沈地区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更大力量。

四、清华获奖
沈阳校友会组建以来，在团结校友、
组织校友、凝聚校友方面形成了一些好的
做法和传统。比如，积极组织校友联谊和
座谈，定期召开会长会、校友会理事会
和校友大会，对校友会活动和建设进行讨
论，并形成会议纪要。为落实清华大学“省
校合作”的工作思路，沈阳校友会配合清
华校友企业——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投资协
议书》，投资建设泰豪（沈阳）科技产业
园，同时注册成立“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
司”，进一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国企改
革步伐。沈阳校友会通过组织部分校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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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专题会，相互之间交流工作经验；
通过座谈的形式促进新老校友相识相知，
加强感情沟通与互相了解。为加强校友联
络工作，校友会多次更新整理了校友通讯
录，建立了数据库；2011 年，又印制了
“百年校庆版”沈阳校友通讯录。校友会
还对来沈的新校友热情接待，细致服务，
让每一位新到沈阳的校友感到师哥师姐的
关怀，感到校友会这个家的温暖。我们还
始终关心到沈阳任职、挂职和进行社会实
践的清华校友的学习、生活，校友会出面
与每批学生都进行座谈交流，介绍省情、
市情和工作心得体会，并为他们提供帮助
和指导。从 2009 年开始，沈阳校友会对《清
华大学沈阳校友通讯》刊物做了较大的调
整和提升，在北方传媒 EMBA 校友霍起
的帮助下，刊物的质量和影响力逐步提高，
校友总会也认为这是各地校友会中做得较
好的地方校友刊物之一。
沈阳校友会的工作也得到母校高度认
可。2006 年 8 月，在清华大学第十次校
友工作会议上，沈阳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
凤奎校友，荣获清华校友总会授予的“校

七律·校友总会百年庆
○吕人和（1949—1951 外文）
学子兴国诚有用，感恩母校总牵情。
联谊通讯传佳话，师友交流促业成。
逐梦高端擎岁月，同怀壮丽育精英。
百年风雨标声誉，一统荣光炫永恒。

36

清华校友通讯

友工作突出贡献奖”。2003 年以来，校
友总会倡导“校友年度捐款”，沈阳校
友会每年都组织约 300 名左右沈阳校友捐
款，2007 年 11 月 17 日， 在 清 华 大 学 第
十一次校友工作会议上，沈阳校友会荣获
清华校友总会授予的“清华年度捐款组织
金奖”。
2012 年 7 月 4 日， 在 清 华 大 学 第
十五次校友工作会议上，沈阳等十个校友
会，获得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最高奖项——
紫荆奖。沈阳校友会获奖理由主要有四
点：积极参与母校百年校庆；坚持开展沈
阳校友活动；不断改进校友会建设；加强
同母校的联系。

校友总会百年颂
○刘彦昌（1978 工物）
百年风雨兴中华，
英才桃李遍天下。
清华母校是我家，
校友总会家中家。
游子天涯思校恩，
母校爱生总牵挂。
师生同学亲情连，
校友通讯桥梁架。①
注：①校友通讯是指清华校友总会创
办的刊物《清华校友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