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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校友庆祝建校 102 周年
今年 4、5、6 月间，胡和平、陈旭、韩景阳、程建平、郑燕康、岑章志、张再兴、
荣泳霖等学校领导和老领导，分赴上海、济南、青岛、东莞、贵阳、广州、大连、深圳、
重庆、杭州、郑州、合肥、无锡等 13 个城市，参加当地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 102 周年活动。
今年举行校庆聚会的城市或校友会还有美国大纽约地区、美国华盛顿地区、美国北
德州、法国巴黎、美国南加州、南昌、新西兰、 南京、南宁、美国波士顿、武汉、苏州、
美国康州、海南、沈阳、佛山、温州等。
各地校庆活动情况如下：
上海
4 月 20 日下午，清华大学 102 周年
校庆暨 2013 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年会在
上海邮电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清华
大学原副校长岑章志，上海市原副市长、
上海校友会名誉会长蒋以任，上海校友会
会长方明伦，上海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张素
心以及各届校友近四百人。
会议首先是由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带来
的文艺节目，包括：饱含深情地演唱《清
华颂》，1958 级校友杨淑蓉表演的新疆舞，
由程不时、刘西拉、陈陈等组成的钢琴弦
乐组合，蒋以任表演的京剧，等等。之后
大家全体起立，共同演唱清华老校歌。在
年会部分，张素心发表讲话，他介绍了上
海校友会 12 个分会的工作情况和主要成
绩。岑章志代表学校和清华校友总会向上
海校友问好，着重向大家介绍了校友总会
的百年历史和即将举行的庆祝活动。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何平教授的演讲《次贷危机
下的中国货币政策》，也受到校友欢迎。
（张苏卉）

济南
4 月 20 日，山东省校友会在济南珍
珠泉宾馆，举行了母校诞辰 102 周年暨清
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参会的
母校领导和老师有校党委原副书记张再
兴、总会秘书长郭樑等。省校友会名誉会
长、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马仲才，名誉会长、
省人大原副主任王渭田，省校友会顾问、
济南市原副市长杨佩钦等校友 130 多人出
席座谈会。省校友会刘东海会长致欢迎辞
并做工作报告，刘会长对前几年的工作做
了回顾，对今后的工作做了展望。会议还
对自 2006 年成立以来，为母校建设和省
校友会工作做出贡献的校友进行了表彰。
张再兴代表学校作了报告，把母校 2012
年十件大事好事和与会校友做了分享。郭
樑把校友总会的工作及今后的发展计划向
校友们做了介绍。西南联大老校友孔令仁、
由其文夫妇由于身体不便，特录制了视频，
向母校及校友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校友代
表马莹、马仲才学长先后致辞，祝愿母校
永远昌盛。
（山东省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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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4 月 21 日下午，庆祝清华大学成立
102 周年暨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庆
祝大会和清华大学青岛校友会 2013 年度
校友大会，在青岛市金玉堂大酒店隆重举
行。青岛校友会名誉会长、副会长、秘书
长、副秘书长以及近 200 名在青校友出席
大会。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张再兴，
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等参加了本次大会。
大会由副会长兼秘书长朱海主持，常务副
会长邓力致欢迎辞。李晓雨副会长宣读了
清华大学青岛校友会 2013 年度理事大会
和常务理事大会的决议，增选戴衍华、薛
国、赵勇等 16 名校友为常务理事，聘任
张美萍等 4 位校友为副秘书长，增选于德
翔和董钧两位校友为副会长。郭樑秘书长
向与会校友介绍了清华校友总会一百年的
发展历程。张再兴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近
年来的发展成就。
（赵勇）
美国大纽约地区
4 月 27 日，大纽约地区的校友在新
泽西州南部 North Brunswick 的 Fuji Seafood
欢聚一堂。在会长宿大庆的组织下，从
1980 级的学长到 2008 级的学弟学妹，大
家一起快乐回忆清华园里的趣闻趣事并分
享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经历。聚会的几个
小时中妙语连连，笑声不断。大纽约地区
校友会主席罗建刚服务大纽约地区的校友
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他特地为大家准备了
百年校庆的纪念品，分享了百年校庆的影
像资料。罗建刚学长也代表大纽约清华校
友会董事会宣布了仰文奎为下任会长，宿
大庆继续在董事会为校友服务。保证网站
运行的冯潹等校友参加了这次活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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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员也趁此机会找到了组织，并表示愿
意为校友会的建设添砖加瓦。
（大纽约地区校友会）
美国华盛顿地区
4 月 27 日，大华府来自北京和新竹的
新老清华校友汇聚美京华人中心，共同庆
祝母校建校 102 周年和校友总会创会 100
周年。中国驻美大使馆总领事兼参赞陈雄
风先生一行到会祝贺。当地包括北大、复旦、
中科大、交大等兄弟校友会在内的代表以
及大专院校联合会会长夏祥波先生也莅临
庆祝活动。庆祝会在闫瑾和高蔚然的主持
下开始。大家首先为早前在波士顿爆炸事
件和四川芦山地区地震遇难的同胞默哀，
然后校友会副会长胡文胜介绍了华府当地
四川同乡会发起的为地震灾区募捐活动。
校友会前会长吴大为学长向来参加校庆的
来宾致词。会长高承先生发表了《同承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话，作为今年华
府校友会校庆活动主题。校友会收到来自
陈吉宁校长的《校庆贺辞》，并转发给全
体校友。最后，张学长邀吴大为学长一同
赠送一个印有校歌的陶板给即将卸任的高
会长，感谢他两年来为校友会的奉献。活
动还特别邀请到乔治盛顿大学的张建平教
授做《我的半世纪旅美人生》演讲。来自
马里兰大学舞蹈队的三位年轻美丽留学生
为晚会现场表演了一组精彩的民族舞蹈。
（华盛顿地区校友会）
美国北德州
4 月 27 日晚，北德州校友在达拉斯
举行庆祝清华建校 102 周年聚会，共同为
母校献上最真诚的祝福，达拉斯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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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0 名校友及家人出席了活动。仪式由
北德州清华校友会现任会长陈华栋（1998
级汽车）主持。他向校友们汇报了这一年
北德州校友会的工作情况，向大家介绍了
新一任的副会长。接着，曾任校友会会长
的宋晓晖（1977 级化工）带领大家共同
演唱了清华大学校歌。在丰盛的晚宴之后，
全体校友一起参加了钟锐（2005 级生物）
和王瑶（2007 级生物）主持的“清华往
事知多少”知识竞赛。题目从清华建校初
期的历史到近年兴起的校园文化，多种多
样，让大家在答题的过程中也了解了母校
的新变化。
（北德州校友会）
法国巴黎
4 月 28 日，20 余位法国校友在巴黎
南郊著名的子爵城堡共度校庆日。参加活
动的有 80 年代出国深造并已在法国成家
立业的老校友，也有正在法国高校攻读学
位的年轻学生，还有两位可爱的清华校友
“接班人”，也加入了参观队伍的行列。
在校友会组织下，大家参观了华丽的城堡，
品味了城堡主人传奇的人生，大家一起来
到了后花园，草地、森林、喷水池、运河，
让漫步其中的人感觉到了一个完美的世
界。校友们一边交流在法国学习、工作、
生活的感受，一边欣赏城堡美景，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清华校庆日。（法国校友会）
美国南加州
4 月 28 日，南加州校友会庆祝清华
大学建校 102 周年暨 2013 年年会在亚凯
迪亚社区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两岸清华的
校友及亲友近 200 人出席活动。黄冬梅会
长表示，今年校友会一大亮点，是专程从

北加州邀请到新竹清华 1970 届化学系校
友、生技创投公司合伙人孔繁建博士，为
校友们就留学、创业、回馈所做的主题报
告。年会上，校友会监理事成员也分别宣
读来自北京清华大学校长和新竹清华大学
校长的校庆贺辞。之后，还安排了文娱节
目和互动游戏，让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春
日周末。
南昌
5 月 4 日上午，2013 年江西校友联谊
会在南昌国际动漫产业园泰豪动漫学院举
行。参加联谊会的有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
和清华大学赣文化协会的学生，以及来自
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等地的 200 余
名清华学子，大家共聚一堂，欢庆清华大
学 102 周年华诞。会议由副会长兼秘书长
徐军梅主持。江西校友会会长黄代放致欢
迎辞并宣读了校长陈吉宁的《校庆贺辞》，
并对江西校友会 2012 工作总结及 2013 年
工作计划进行报告。随后，校友代表相继
发言。清华大学学生艺术团为大家表演了
丰富多彩的节目，博得了在场校友的掌声。
（江西校友会）
新西兰
5 月 5 日，新西兰校友们齐聚在奥克
兰皇后街 253 号校友会的联络站，庆祝母
校建校 102 周年。会议由副会长林启鹏主
持，虞兰理事汇报了自上次校友大会以来
的理事会完成的几项重要工作，程泓涛校
友介绍了新西兰校友会的网站建设情况。
接着，到访的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张乐代表
清华校友总会向新西兰校友问好，介绍母
校近况及校友总会为全球校友提供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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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清华大学企业家协会（TEEC) 副
主席李泉生校友在会上介绍了协会的背景
及会员构成和分布情况，并希望符合条件
的新西兰校友加入这一行列。会上，校友
们还对新西兰校友会的章程作局部修改，
通过葛益萍校友为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增补程泓涛校友为理事。
（新西兰校友会）
南京
5 月 5 日下午，近三百位南京校友从
各地赶来参加校友会举办的校庆活动。活
动由副会长兼秘书长沈国栋学长主持。郑
保平副秘书长宣读了陈吉宁校长的《校庆
贺辞》。会上举行了清华大学 MBA 校友
会江苏分会成立仪式。清华 MBA 校友会
副理事长、启迪控股总裁王济武代表经管
学院和 MBA 校友理事会向江苏校友会致
谢。朱晖学长当选清华大学 MBA 校友会
江苏分会首任会长。沈国栋秘书长总结了
校友会去年的工作，对已公布的校友会财
务状况进行了说明，提请各位校友们认真
监督、检查。最后，欧阳平凯会长讲话，
回顾了过去一年清华大学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和突破，对秘书处的工作给予高度
评价。会上，当严陆根学长得知今年是清
华校友总会诞辰 100 周年时，立即表示捐
助 80 万元，以尽绵薄之力。另外，他还
向清华大学南京校友会赞助 20 万元。大
会结束后，还举办了创业创新讲座，投资
理财、健康与急救知识讲座。
（南京校友会）
南宁
5 月 5 日，在广西各地工作的清华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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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200 多人齐聚南宁体育休闲公园，以植
树的形式，热烈庆祝母校 102 华诞暨清华
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广西校友会会长王跃飞首先代
表广西校友，向母校校庆表示热烈祝贺，
并向校友们简单介绍了校友会近期的一些
工作。之后，校友们纷纷自由组合种树，
把对母校的感情，对广西的热爱，都在种
下的一棵棵洋紫荆中体现。树木种好后，
校友们纷纷聚到顾秉林前校长所题的“清
华校友林”旁拍照留念。
（广西校友会）
美国波士顿
5 月 5 日晚，波士顿校友会假华埠帝
苑大酒楼举行了母校 102 岁华诞庆祝晚
宴，200 多位清华校友和友人出席了晚宴。
晚宴由刘祯科和任赫辰主持，会长周福民
首先致词，他回顾了校友会过去一年来的
工作，感谢校友们对校友会工作的大力支
持。他还向大家介绍了波士顿清华校友会
创始人，95 岁高龄的 1937 级校友李诗颖
院士、哈佛大学统计学教授刘军等资深校
友。校友会董事会主席林巍在致词中高兴
地告诉校友，今年校友会的捐款可以资助
两位来自贫困家庭的清华学生。在此前的
5 年中，波士顿清华校友会每年会资助一
名贫困学生。组织者还准备了文艺节目和
轻松搞笑的游戏。
（李强）

武汉
5 月 11 日，湖北校友会在武汉晴川
假日酒店举办聚会活动，庆祝清华大学建
校 102 周年。50 多名校友参加了活动。

校庆纪实

聚会由人文社科学院 2011 届毕业生赵福
平主持，王明陶秘书长致辞。王明陶介绍
了湖北校友会的发展情况，感谢在湖北工
作的校友多年来对校友会建设与发展给予
的关心和支持。校友们围坐在一起，共同
追忆在清华园求学的美好时光，对学校的
变化及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最后校友们
积极参与了对母校的捐赠活动。
（湖北校友会）
东莞
5 月 11 日下午，东莞市校友会举行
了成立大会暨清华大学成立 102 周年校庆
活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校友
总会秘书长郭樑，清华大学广州、深圳、
珠海、佛山、惠州、中山、江门校友会代
表及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清华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代表，东莞校友会校友共 280 人
参加。大会通报了校友会筹备情况，举行
了理事会任职仪式。东莞市校友会会长魏
刚在成立大会上致辞。郭樑介绍了学校发
展及 102 周年校庆情况。韩景阳对东莞市
校友会提出殷切期望。会后举行了简朴而
隆重的成立大会酒会。（东莞市校友会）
贵阳
5 月 11 日，贵州校友会在贵阳市乌
当区的圣地庄园举行了以“玲珑人生 水
木清华”为主题的“2013 清华大学贵州
校友联谊会暨母校诞辰 102 周年庆及清华
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活动。清华大学
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旭参加会议并讲话。在
“贵州方向 城镇发展高峰论坛”，贵州
校友会伍祥华会长和贵州万科房地产有限
公司朱瑞生总经理围绕“城镇化的居住革

命”作了精彩的发言，100 多名贵州校友
参加了会议。
广州
5 月 12 日上午，广州校友会热烈庆
祝清华大学 102 周年华诞大会在清华科技
园广州创新基地隆重举行，600 多名校友
欢聚一堂，在广州校友会合唱团的带领下
齐唱校歌，畅叙同窗情谊，共庆母校 102
周年华诞。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韩景阳、
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以及深圳、珠海、佛
山、东莞、汕头、中山各地校友会代表共
襄盛会。会上，广州校友会石安海会长作
了广州校友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和未来计划
的报告。大会特别表彰了在过去一年对校
友会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 29 位校友，并
由原广东省省长朱森林学长等向受表彰校
友颁发了纪念品。在热烈气氛中，穿插举
行了新成立的广州校友会 MBA 分会的揭
牌仪式。之后安排了各种专题讲座、参观
和文艺演出。
（广州校友会秘书处）
苏州
5 月 12 日，苏州校友会一行 170 余
人在张家港市聚会，共同庆祝母校成立
102 周年。校友们先后参观了张家港市南
丰永联小镇、金手指广场，以及“体现缩
小比例的江南水乡，功能丰富的休闲农庄，
农耕主题的文化走廊，既古典又现代的苏
州江南农耕文化园”，游览了 9 个农耕文
化功能区域。中午，校友们在永联小镇的
江鲜大酒楼用餐，苏州校友会副会长、张
家港市副市长赵建明校友致欢迎辞，并简
单介绍了张家港市的情况。然后校友们一
边品尝江鲜美味，一边交流各自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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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校友们参观了张家港市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的知青馆等景点。
（苏州校友会）
大连
5 月 12 日，大连校友大会在中日友
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举行，100 多名来自
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校友欢聚一堂，
共庆母校 102 华诞和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
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校友总会
副会长陈旭到会祝贺并作报告。大连市副
市长朱程清校友、葫芦岛市副市长胡徐腾
校友也应邀参会。大会在精彩的文艺演出
中拉开了帷幕。大连校友会秘书长赵玉荣
带领老中青三代校友和校友家属表演了
《祖国万岁》
等 9 个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
文艺演出由孙淑娟校友主持。杨德新会长
主持了校庆大会，赵鹏副会长宣读了陈吉
宁校长的贺辞。朱程清校友介绍了近年来
大连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况。陈旭副书记代
表学校向大连校友表达了亲切的问候和由
衷的祝福，并以“2012 年清华大学十大
新闻”为主线，介绍了学校一年来快速发
展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大连校友会）
美国康州
5 月 12 日，美国康涅狄格州校友会
在风景如画的 Chatfield Hollows 州立公园
举行了年度校友聚会，共庆母校 102 周年
华诞。同时，校友会还进行了新一届组织
机构的改选。耶鲁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杨
阳（1988 级）继续担任校友会主席；美
国桥港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教授吴丛生
（1981 级）当选为新一任会长；康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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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会前任会长张水民（1979 级）为荣誉
会长；耶鲁大学神经科学项目博士生张之
昊（2005 级）当选为校友会秘书长。与
会校友一起聆听了陈吉宁校长的《校庆贺
辞》，为母校如今的新发展、新成就、新
蓝图感到备加骄傲。吴丛生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与会校友纷纷为校友会工作建
言献策，确定了下一阶段的几个主要工作
目标，包括建立完善校友名录、加强新校
友联系工作、规范校友会财政管理等。会
后还举行了烧烤及联欢活动。
（美国康涅狄格州校友会）
深圳
5 月 18 日，清华大学建校 102 周年、
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深圳校友会成立
30 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大学城体育馆举
行。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校友总会
秘书长郭樑，深圳清华校友会历任会长，
深圳校友会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领导，以及香港、福
建、新加坡、广州、东莞、惠州、珠海、
佛山、江门、鄂尔多斯等地的清华校友会
代表，各清华在深校友组织代表共两千余
人参加了庆祝大会。深研院院长、深圳校
友会常务副会长嵇世山主持大会。深圳校
友会会长康飞宇汇报了深圳校友会一年来
的工作。郭樑秘书长在会上致辞，高度肯
定了深圳校友会为各地校友会起到的示范
作用。胡和平代表学校对大会的举行表示
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了深圳清华校友的
贡献。会上为李明、罗征启、姚耕陶、周
林、关志成、冯冠平六位老会长颁发了深
圳校友会卓越贡献奖。会后还举行了文艺
演出。
（深圳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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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5 月 18 日，重庆校友年会在山城重
庆市九龙坡上邦戴斯酒店隆重举行，200
多名校友欢聚一堂，共庆母校 102 华诞和
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会议由重庆校友
会会长张复主持，他介绍了重庆校友会一
年多来开展活动的情况。清华大学党委常
务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陈旭到会祝贺，
并详细介绍了学校近一年来所做的工作。
校友总会副秘书长翦进宣读了陈吉宁校长
的《校庆贺辞》。会议还特别举办了“清
华校友—傅任敢励学基金”捐赠仪式。针
对近年来渝年轻校友特别是选调生较集中
的实际情况，专门策划安排了“清华人成
长对话”活动，邀请了在各个行业的成功
校友在会上与参会校友分享成长体会。下
午，部分在重庆的地产界校友举行了座谈
会。
（徐彤）

杭州
5 月 18 日上午，杭州校友会在杭州
西湖文化广场举办了“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2 周年、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
暨清华大学杭州校友会年会，300 多名来
自浙江各地的校友参加了会议。副会长陆
元吉宣读了陈吉宁校长《校庆贺辞》并主
持会议，会长马雨农致欢迎辞，副会长端
木晋汇报了杭州校友会一年来的工作，介
绍了杭州校友会补选常务理事、理事人选
情况。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岑章志在大会上
讲话，代表学校对大会的举行表示热烈祝
贺，介绍了一年来母校的发展情况和清华
校友总会成立百年的历史沿革。杭州校友
会首次举办了校友美术作品展，几百幅艺
术作品全部由清华美院（原中央工艺美院）
校友和清华建筑学院校友创作。
（王正 端木晋）

海南
5 月 18 日下午，海南校友会庆祝母
校建校 102 周年暨 2013 年年会在三亚亚
龙湾石溪墅举行，100 多位海南校友参加
会议。会议由执行会长林进挺主持，会长
尹炼宣读陈吉宁校长的《校庆贺辞》，回
顾了过去一年海南校友会的工作，报告了
在工作领域取得新进步的校友情况，并对
2013 年校友会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建保介绍了母校过去
一年在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等多方面的情况。校友
会秘书长周恩鸿报告校友会服务广大校
友、奉献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有关工作。
第二天，与会校友参加了包括热带森林天
堂公园旅游观光等活动。（海南校友会）

沈阳
5 月 19 日，沈阳校友会庆祝母校建
校 102 周年大会在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人文化宫隆重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原常
委、党办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白永毅老
师等到会祝贺。200 多位清华学子欢聚一
堂，畅叙清华情谊，共同庆祝母校生日。
大会由沈阳校友会副会长杨文升主持，白
永毅老师代表清华校友总会发表了热情洋
溢的讲话，她充分肯定了沈阳校友会的工
作，并向大家介绍了这一年来清华大学在
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校友总会工作的
新进展。沈阳校友会会长陈弘校友作了
2012—2013 年度工作报告。
（沈阳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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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
5 月 19 日，佛山清华校友会在佛山
新城会议厅庆祝母校 102 周年华诞。清华
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清华大学继续教育
学院同学总会副秘书长吕军强、佛山市顺
德区区长黄喜忠，以及新加坡、广州、东莞、
珠海、鄂尔多斯、甘肃等地校友会的校友
代表们出席了大会。大会由佛山校友会会
长周志彤学长主持，郭樑秘书长向校友们
介绍了母校近年的发展，感谢各地校友们
对母校的关注和支持。期间，校友们参观
了佛山新城规划展览馆。（佛山校友会）

提名名单（草案）。校友们在进一步酝酿、
协商、审议后，选举出校友理事会理事、
常务理事；选举邹淦泉为安徽校友理事会
会长，查飞为常务副会长，陈朝阳等 8 位
校友为副会长；选举唐风华为秘书长。郭
樑宣读了陈吉宁校长的《校庆贺辞》，介
绍了清华校友总会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情
况。程建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新
一届校友理事会的诞生表示热烈祝贺，并
寄予厚望。童文和校友献上为清华校友总
会成立 100 周年所精心制作的国画《牡丹
花开》。
（安徽校友会）

郑州
5 月 25 日上午，清华大学 102 周年
校庆暨清华河南校友创业大厦启动仪式在
郑州紫荆山宾馆召开。150 余名清华校友
共聚一堂，分享智慧，加深友谊，共创梦
想。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郑燕康，河南校友
会会长孙光华等在仪式上致辞。在启动仪
式上，聚方科技园有限公司向河南校友会
捐赠校友励学金 10 万元，为清华寒门学
子完成学业出一份力。 （河南校友会）

温州
6 月 29 日，温州校友会在风景美丽
的青田石门洞景区伯温古村举行活动，祝
贺清华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年。会上宣读
了陈吉宁校长的《校庆贺辞》，介绍了清
华校友总会百年历史，播放了清华大学情
况介绍光盘。与会校友们重温了母校的发
展历程，了解了母校新的成就和未来的发
展方向，进一步密切了与母校的感情。会
后举行了聚餐活动，游览了石门洞景区景
点，度过了温馨、难忘的一天。
（温州校友会）

合肥
5 月 26 日，近 200 名安徽校友在安
徽省行政服务中心报告厅隆重集会，热烈
庆祝母校 102 周年华诞暨清华校友总会成
立 100 周年，并进行换届选举。清华大学
常务副校长程建平、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
出席大会。安徽校友会副会长查飞校友主
持会议，邹淦泉会长代表第三届理事会作
工作报告。受校友会常务理事会委托，唐
风华秘书长宣读了常务理事会关于换届选
举的决定和第四届校友理事会各项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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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6 月 23 日上午，无锡校友会庆祝清华
大学建校 102 周年暨校友总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在无锡凯莱大饭店召开，与会校友
共计 200 余人。清华大学原校务委员会副
主任荣泳霖，校友总会副秘书长翦进到会。
无锡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树建 (1980
精仪 ) 主持会议。翦进宣读陈吉宁校长的
《校庆贺辞》，荣泳霖做了（下转第 15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