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 88 同学会
毕业二十周年活动大事记
◆

88 同学会秘书处

1. 88 同学会第⼀一次筹备会议

位老师出席会议。会议由郑浩峻同学

级同学会 2012 班级代表大会暨第一

2012 年年 5 ⽉月 19 ⽇日

主持。与会 88 级校友就 88 级如何建

届理事会在清华科技园会议中心召开，

清华⼤大学同⽅方部校友总会

立组织机构、怎样开展校友间横向联

清华 88 同学会的新架构正式确立，

系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主要决议包

2013 年毕业 20 周年值年活动正式拉

括 1. 正式成立 88 级同学会，成立理

开帷幕。

会议由郑浩峻同学召集，王力光
同学主持，
各班级代表共32人出席会议。
关于八字班毕业 20 周年，围绕

事会，会长及副会长由 88 级同学中有

会议出席情况：清华 88 级共有

“建立组织体系、明确联络平台、商

有广泛影响力和一定社会地位及事业

77 个班级，参加会议的班级代表实到

讨活动目标”三个方面，动员会上同

成就、愿意为 88 级同学做贡献的同学

69 人，代表 60 个班级。经过热烈讨论，

学们积极发言，热烈讨论，从多个侧

担任；2. 年级理事会为年级的最高决

参会代表一致同意原则通过清华 88 同

面回顾了近年来八字班不同规模不同

策机构，决定年级的各项活动，包括

学会章程。章程确立了 88 级同学会的

范围的各项活动，探讨了得失与经验

毕业 20 年值年活动的策划、组织等；

宗旨、职责和基本组织架构等。随后，

教训，为组织建设和活动设计提出了

3. 与会代表经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了

根据章程开始选举联席会长、副会长、

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大多数参会

清华大学 88 同学会秘书处

以及常务理事。本次会议成功选举产

同学都同意以四年前成立的清华八八

召集人由自 81 班祝守宇同学担任。

临时

同学会为基础，欢迎有热心有激情的

生了清华 88 级同学会第一届理事会联
席会长九人，副会长二十人、常务理

同学积极参与，尽快建立健全由系联

3. 第⼀一次班级代表⼤大会

事三十七人。会议决定由自 81 班祝守

络人和班联络人共同架构的组织体系，

2012 年年 9 ⽉月 9 ⽇日 清华科技园

宇同学担任 88 同学会秘书长，负责同

尽快召开八八级同学联络人大会，在

2012 年 9 月 9 日下午，清华 88

学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会上正式产生毕业 20 周年值年活动的
工作机构及人员、确定各院系召集人
及通讯录、初步商定值年活动安排及
日程表等。

2. 88 同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
2012 年年 6 ⽉月 24 ⽇日 新⽔水利利馆
88 级班级及年级召集人共 37 人，
除工物、计算机、汽车、生物、物理
五系无人参加，其他各院系均有代表
出席。学校校友总会的郭樑、赵康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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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学会会⻓长⼯工作会第⼀一次会议

首届“启迪杯”清华 88 同学会高尔夫

部分同学参加了同学会秘书处活

2012 年年 10 ⽉月 7 ⽇日 北北京⼋八⼤大处

球联谊赛在北京东方天星高尔夫俱乐

动部组织的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会议由联席会长夏林茂同学主

部举行。本届联谊赛由清华 88 同学会

举行的竞走活动。参与的同学均表示

持，到会的同学有郑浩峻、夏林茂、

承办，北京启迪控股有限公司提供赞

以后多参加类似活动。

吴秀江、刘斌、胡徐腾、杜鹏飞和部

助。共有来自清华 88 同学会、启迪控

分秘书处同学。会议听取了秘书处的

股等 60 余位同学和嘉宾参加。

9. 同学会会⻓长⼯工作会第⼆二次会议

组织和工作汇报，明确了明年校庆重

2012 年年 11 ⽉月 24 ⽇日

点工作方案，通过了筹款方案和财务

北北京清华科技园

使用流程，并对下一阶段会议方式进

会议由联席会长王济武同学主

行了安排。

持。会议听取了秘书处的组织和工作
汇报，通过了九华山庄聚会活动和预
算。

7. ⻓长三⻆角联谊活动
2012 年年 11 ⽉月 2 ⽇日 - 5 ⽇日

10. 同学会⻄西南同学联谊活动

苏州、上海海、宁波、杭州

2012 年年 11 ⽉月 30 ⽇日 - 12 ⽉月 1 ⽇日

2012 年 11 月 2 日至 5 日，同学

四川宜宾、成都

会秘书处部分同学参与了在苏州、上

2012 年 11 月 30 日， 来 自 全 国

海、宁波、杭州等地进行了 88 同学联

各地 10 多位同学参观了单机装机容量

5. 珠三⻆角联谊活动

谊活动。在上海，共有近 70 位当地同

最大的、四川宜宾的向家坝水电站，

2012 年年 10 ⽉月 10 ⽇日 - 15 ⽇日

学参加，气氛非常热烈。

并拜访了电站总设计师水利系的潘江

⼴广州、东莞、深圳、珠海海

洋同学。随后，同学在成都举行了联

2012 年，88 同学会秘书处祝守

谊活动。联谊活动由成都的同学会副

宇、孟虎、张翼等同学参加了 88 同学

会长张正红，常务理事李健同学主持。

在珠三角举行的同学联谊活动。秘书

来访的同学参观了成都东区规划馆，

处同学分别走访了位于广州、东莞、

以及土木系同学任总经理的世茂集团

深圳、珠海等地的 88 清华同学，宣讲

的楼盘等。

了同学会关于筹办毕业 20 周年活动的
相关情况。聚会情况很热烈。

8. 同学会奥林林匹克公园竞⾛走活动
2012 年年 11 ⽉月 18 ⽇日
北北京奥林林匹克森林林公园

11. 第⼆二次班级代表⼤大会
6. 启迪杯清华 88 同学会⾼高尔夫联

2012 年年 12 ⽉月 27 ⽇日

谊赛

北北京中关村鼎好⼤大厦厚德创新⾕谷

2012 年年 10 ⽉月 28 ⽇日 北北京
2012 年 10 月 28 日，风和日丽，

258

秘书处 10 多位同学和 38 位班级

代表参加。会议由精仪系光 8 班的李

和黎东同学为大家讲解此次 88 级 20

学会募资的情况；李春苓介绍了九华

春苓主持。祝守宇同学介绍了毕业 20

周年同学会的捐款号召和捐款情况。

聚会相关情况；麦伟洪介绍了联络部

周年活动组织的整体情况；郭大力同

祝守宇同学向与会同学做了 88 级同学

和通信录相关情况。会议充分肯定了

学介绍了 88 级同学通讯录的进展；孟

会捐款使用情况的汇报。并且表示会

秘书处的工作。

虎和黎东介绍了同学会募资捐款的情

在近期将之前的使用情况公布到 88 级

况；李春苓介绍了九华山庄聚会活动

校友会的网站上供大家查阅监督。李

16. 第⼆二次珠三⻆角同学联谊活动

的组织情况。大力同学代表秘书处提

春苓同学做了九华山庄活动情况进度

2013 年年 1 ⽉月 24 ⽇日 -25 ⽇日

出了班级代表的工作目标、职责和要

的汇报，并就个别问题征求了大家的

深圳、⼴广州

求，得到了大家的一致通过。

意见。会议增选了部分副会长和常务
理事。

2013 年 1 月 24 日，秘书处孟虎、
黎东、杨淑明参与了 88 同学在深圳的
聚会。共有近 70 位同学参加。大家欢

14. 新 加 坡、 ⻢马 来 ⻄西 亚 88 同 学 聚

聚一堂，重叙友谊，相约再见于 4 月

会 2013 年年 1 ⽉月 19 ⽇日 新加坡

的北京！

新加坡马来西亚 88 级校友在明
达楼饭店

成功

举行了毕业二十年来的第一次聚会，
据统计新马校友共计 15 人，当天 10
人参加聚会，恰和十全十美之意。

12. 同学会会⻓长⼯工作会第三次会议
2012 年年 12 ⽉月 28 ⽇日
北北京会议中⼼心
会议由联席会长夏林茂同学主
持，高晓松同学和秘书处其他同学参

2013 年 1 月 25 日，秘书处孟虎、

与。会议主要讨论了九华同学聚会活

黎东、杨淑明参与了 88 同学在广州的

动的节目策划。高晓松和夏林茂同学

聚会。共有近 40 位同学参加。大家欢

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聚一堂，重叙友谊，相约再见于 4 月

15. 同学会会⻓长⼯工作会第四次会议

的北京！

2013 年年 1 ⽉月 19 ⽇日
北北京⼤大观园会议中⼼心
会议由联席会长吕运强同学主
持。熊四皓、刘斌、左强和秘书处同
学参加了会议。发展部孟虎介绍了同

13. 第三次班级代表⼤大会
2013 年年 1 ⽉月 13 ⽇日
北北京中关村鼎好⼤大厦厚德创新⾕谷
参会班级代表实到 54 人，代表
49 个班级。会议由李春苓主持。孟虎

17. 美国波⼠士顿 88 同学联谊活动
2013 年年 1 ⽉月 26 ⽇日

美国波⼠士顿

1 月 26 日，清华 88 同学会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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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分会在麻州 Framingham 组织了“情

19. 美国⼤大纽约地区同学联谊活动

21. 第四次班级代表⼤大会

在波士顿，心系母校”的新春同学聚

2013 年年 2 ⽉月 17 ⽇日

2013 年年 3 ⽉月 9 ⽇日

美国新泽⻄西

北北京中关村海海兴⼤大厦会议室

会。美国波士顿地区 88 级同学近 30
位 , 其 中 12 位同学参加了聚会。另外，
水利系的田晓东同学家住罗德岛，下
午六点在小孩足球比赛完后，仍驱车
赶往会场。聚会中，大家热烈讨论了
毕业 20 周年的相关 活动，商议海外
同学增加联系的办法，并交换了加强
下一代联系的一些想法。

2013 年 2 月 17 日， 是 春 节 后
的第一个周末。由英语系宿大庆和土

召开了清华 88 第四次班级代表

18. 美国硅⾕谷同学联谊活动

木 系 潘 凯 的 号 召 下， 来 自 康 州、 宾

大会，有近 50 人到场参加会议。会议

2013 年年 2 ⽉月 3 ⽇日

州、 纽 约 市 及 纽 约 州、 新 泽 西 州 的

主要由值年活动晚会负责人付淼同学

近 30 名 同 学 相 聚 在 新 泽 西 州 North

介绍了 4 月 27 日晚会的节目计划。

美国硅⾕谷

Brunswick。 大家欢聚一堂，共度新
春佳节。不少同学表示将回国参加在

22. 第五次班级代表⼤大会

九华山庄举行的 88 同学聚会活动。

2013 年年 3 ⽉月 30 ⽇日
北北京中关村海海兴⼤大厦会议室

20. 部分在校⼯工作同学⼯工作会议
2013 年年 3 ⽉月 6 ⽇日
2013 年 2 月 3 日， 是 美 国 年 度

代表沟通了校庆活动的准备工作。

清华⼤大学胜因院 28 号
23. 第六次班级代表⼤大会

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超级杯橄榄球

部分在学校工作的 88 同学参加

决赛的日子。在硅谷的清华 88 级同学

了会议。会议由汽车系黄开胜同学主

2013 年年 4 ⽉月 13 ⽇日

齐聚一堂，共叙旧日同学的友谊，展

持。88 同学会秘书处祝守宇同学介绍

北北京中关村海海兴⼤大厦会议室

望今后的美好前景。活动在位于硅谷

了同学会活动组织情况。在校的近 10

核 心 地 区 Santa Clara 举 行。 到 会 同

位同学参加。

学共有 50 多位 88 级同学。大多同学
都就职于硅谷众多的高科技公司。88
同学会秘书处祝守宇同学介绍了 88 同
学会的成立以来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也表达了国内同学对海外同学的问候。
大家均表示了对母校的深情厚 谊，都
表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回馈母校。
不少同学都表示会尽可能参加今年 4
月底 在北京的聚会活动。让我们在春
暖花开的四月在北京迎接远在异国他
乡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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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李春苓同学主持。和班级

自 2012 年 9 月 9 日新一届同学
会成立以来，同学会秘书处共进行了
20 次秘书处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