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 10月 12日                                   学友信息交流 第十五期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学友联谊会 

1 / 26 

庆典决断会报导 

                                                                                   

                             

                           

 

 

 

 

  

 

  

 

2012年 9月 15日（周六）上午 10：00，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楼

15楼茶室，学友联谊会秘书组召集了少数筹备骨干进行庆典活动的最

后商讨与决断。出席此会的原定为袁采、葛锁网、陈恕行、陈天平、

戴世强、黄智强与郑国莱等 7人，由于当日袁采有要事无法脱身而不

能前来参会，于 12日提前作了告假，并告知了由他联系的“浦江夜游”

活动的实施方案，故而最后是实到 6人参与了细商并决断。这里，特

别令人感动的是，葛锁网以极大的热情、高度的责心专程前来参断这

次重要会议，14日晚赶来上海，15日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南京。他的品

格与精神值得颂扬！更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会上，就庆典的系列活动，作了一一审议与最后拍板，对于当场无

法决断的几项事宜，又责任郑国莱、黄智强与戴世强 3 人于 9月 20日

去作实地考察与联系。现根据决断意见及考察情况分若干问题通告如

下： 

 
一、庆典安排 

定于 2012 年 10 月 21 日（周日）上午 8：30,在光华楼东楼 2001

室举行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复旦毕业 50周年庆典开幕式。学友家属可

参加会议，也可在 2014室与 1801室休息，也可到复旦校园里走走，闲

步赏景。当日带行李的学友，可将行李放至 2014室。 

二、住宿安排 

至今为止，有外地学友 32人、上海学友 1人、家属 18人、会务组

3人、候补 1—2人需要安排住宿，总共需要双人标准客房 30间。具体

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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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夫妇的有夏道藏、卢起骏、章治本、刘宏宝、葛锁网、华俊荣、

邱家恒、叶耕中、陈嘉仁、周列川、张九思、李达仁、殷冠华、孙性贤、

陈道灼、汪国强、韩松才与朱从鉴等 18对，需要 18间客房； 

属于单身的有黄幼从、李滋新、王锡祥、赵崇诰、沈仁欣、张如兴、

臧国才、崔秀明、王远猷、邬齐斌、李伯成、丁仁、崔绍农、汪芳庭、张

有紘、夏格德尔父子与韩松才媳妇 18 人；男生 14 人需房 7 间、女生 4

人共 4 人需房 2间，共 9间客房（具体搭配为：黄幼从与李滋新，崔绍农

与韩松才媳妇，赵崇诰与臧国才，王锡祥与张如兴，沈仁欣与崔秀明，王

远猷与汪芳庭，邬齐斌与李伯成，丁仁与周先明，夏格德尔父子），因张

有紘尚未最后肯定，故需保留候补客房 1 间； 

属于会务组的，需要 2 间客房。 

根据《正式通知》回执，决定 21日离会返回的，有王远猷与汪芳

庭 2 人，空出的客房将另作安排。 

住宿日期为 20 日下午—23 日上午，落实哪个客房将在报到时确

定。期间，21、22、23日 3顿早餐与 20日、22日晚餐将安排在招待

所附近的复旦食堂用餐。决断会上，陈恕行学友主动提出由其来承担

这笔食宿费用。 

三、拍照安排 

至今为止，明确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学友共有学友 72人，他们是： 

袁采、徐福生、郑国莱、胡美琛、陈天平、王婉华、舒五昌、陈

恕行、罗惟德、沐定夷、沈纯理、李振芳、陈云程、叶秀明、黄智强、

吴茂康、刘永才、严新樑、戴世强、林进福、李国莹、朱从鉴、沈金

根、吕听泉、丁达夫、钱雪元、秦强、包复华、蔡绍华、卞国瑞、鲍

佐祥、周本华、王锡祥、章治本、王申怀、李滋新、颜伟成、夏道藏、

卢起骏、黄幼从、刘宏宝、葛锁网、臧国才、叶耕中、赵崇诰、邱家

恒、张如兴、沈仁欣、华俊荣、谢惠民、崔秀明、董太亨、陈嘉仁、

王远猷、周列川、张九思、邬齐斌、李伯成、李达仁、丁仁、殷冠华、

汪芳庭、崔绍农、孙性贤、陈道灼、汪国强、马怀祖、韩松才、夏格

德尔、周先明、金瑞椿与张有紘。 

参加庆典拍摄、留影的，有学友 72人、老师有李大潜与孙芳烈等

若干人。已明确将于当天下午 1:00 取照。决断会决定，纪念照印制

费由赞助金支付。 

四、聚餐安排 

至今为止，有学友 72人、家属 42人、老师 2人共 116人参加聚

餐，但个别学友家属可能会不参加，因预订的餐桌只有 10 桌，平均每

桌在 11—12 人左右，如 7 个家属当日确实不能参加，则才能做到毎桌

11人。具体分桌如下： 

1 号桌：北京学友 9 人及其家属 5 人，共 14 人，由周本华召集，

多余 2 人，拟安排卢起骏夫妇到 10号桌就座； 

   2号桌：江苏学友 10人及其家属 5人，共 15人，由赵崇诰召集，

多余 3 人，拟安排华俊荣夫妇与崔秀明到 7号桌就座； 

3 号桌：重庆、浙江与山东学友 8 人及其家属 5 人，共 13 人，由

邬齐斌召集，多余 1 人，拟安排王远猷到 4号桌就座； 

4号桌：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学友 6人及其家属 5人，王远猷

1人，共 12人，由崔绍农召集； 

5 号桌：福建、广东、新疆、海外学友 6 人及其家属 5 人，共 11

人，由汪国强召集； 

6号桌：复旦学友 6人及其家属 3人，共 9人，由陈天平召集，空

额 2--3人，拟考虑安排李大潜与孙芳烈两老师入桌； 

7号桌：交大、同济、华师大、电大学友 5人及其家属 3人，华俊

荣夫妇与崔秀明 3人，共 11人，由陈云程召集； 

8 号桌：上大学友 6 人及其家属 5 人，加上河北丁仁 1 人，共 12

人，由严新樑召集； 

9号桌：上海余下学友鲍佐祥、朱从鉴、沈金根、钱雪元、徐福生、

卞国瑞、袁采、吕听泉、丁达夫、林进福等 10人及其家属 2人，共 12

人，由鲍佐祥召集； 

10 号桌：化工班学友 4 人及其家属 4 人，卢起骏夫妇 2 人，暂共

有 10人，留有候补空额 1—2人，由秦强召集。 

当场需要临时安排或调动安插的，一律由郑国莱作统一调配。 

决断会上，陈天平学友主动提出由其来承担这笔聚餐费用。 

五、团游安排 

至今为止，约有 10人（有学友，也有家属）左右考虑不参加团游，

估计参游者约在 100人左右，将安排两辆旅游大巴载运。为避免乘车混

乱，拟先作规定性安排：1号车对象为聚餐时 1号桌—5号桌的与会者，

车长请赵崇诰出任；2号车对象为聚餐时 6号桌—10号桌的与会者，车

长请黄智强出任。凡需要个别调整的，可自行协商解决，而当场需要总

体调整的，由郑国莱负责处置。 

团游景点：21 日下午去上海滨江森林公园；22 日上午去召家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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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下午去佘山风景区。 

要提醒的时，22日下午要离团的住招待所学友，请于当天乘车时

要带好行李，并应乘上 2号车 2号车（请事先自行跟 1号车上的学友

对调座位）。1号车将直接开回复旦，2号车将先后停靠新客站与复旦

或必须停的点。期间，需要安排 22日晚餐与 23日中餐。决断会上，

戴世强学友主动提出由其来承担这次团游车费及期间的两顿正餐费。

三个景点对凡 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凭老年证或身份证免费进入景点；

凡 70 岁以下的都需要买门票（滨江森林公园与召家楼礼园的门票为

20元/人，佘山风景区尚不明），在 60—70岁之间的一般有折扣优惠。

景区门票，则一律由家属自行购票。 

六、夜游安排 

至今为止，报名参加浦江夜游的约有 35 位学友；报名参加卡拉 OK

舞会的只有 4 位学友；表示随便的有 4 位学友；表示过不参加的约有 8

位学友；尚未表态的有 18 位学友。决断会上，与会者认真讨论了可否兼

顾的问题，经细斟复酌，大家觉得，同时组织好浦江夜游与卡拉 OK 这两

项活动，甚有难度，且将会拆散团游队伍，似乎也不妥，最关键的是报名

参加卡拉 OK 的人数实在太少；再则袁采与夜游公司已洽商下来，将采用

5000 元包下一艘夜游船的方案，虽然乘船人数不受限制，但供应的点心

则限制在 80 人之内。现在是，除当天下午就离会的学友及其家属约 10

人左右外，估计最多尚有 100人会去参游。如果再扣除原本不打算去夜游

的，至少在 95--100人之间。这样，总参游人数与所供应的点心存在着差

额问题。肯定会有 15--20 份的缺额。据此，我们希望参游的部分带家属

的学友能主动做到“两人只取 1份点心”，以解决点心不足的问题，务请

大家予以密切配合。这次夜游，公示价格为 100 元/人/小时，现商定为

5000 元/两小时。决断会决定，5000 元包船费由赞助金支付，并号召与

会学友尽可能都来参游。 

七、农游安排 

现在，“长兴农家乐游”的行情略有变化，银桂山庄已发来电子邮

件，告知的新信息是：1.食宿价格是 165 元/人，车费是 90 元/人；

2.如要车出游附近景点，车费是 25 元/人（半天）；3.附近景点对 70

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免费政策，而是只有优惠政策；4.去镇上购物，

可乘公交车。去镇上大约是 10 几分钟的路程，公交车间隔一般是 40

分钟。5.食宿期间，庄里可提供免费的卡拉 OK，使用自动麻将台的费

用是一场（若干小时）20元。该庄要求于 10月 15日前，向他们报知

确切的参游人数，以及 23 日早上的接客地点。决断会决定，先按银桂

山庄的价格规定，每人收取食宿车费 255元（签到时，由秘书组严新樑

学友收取），再根据赞助金可能的余额，给予每位学友一定的补贴。 

为准确掌握参加人数，并确切地报给银桂山庄，现急切盼待参游者

寄发回《确认回执》，现在已只收到了胡美琛、李振芳、王婉华、舒五

昌、崔绍农、叶耕中、邱家恒、汪国强、刘永才、夏道藏、秦强、孙性

贤、严新樑、周列川与鲍佐祥的《确认回执》，务请尚未寄发回《确认

回执》的学友大力配合，于 10月 14日前将《确认回执》寄发回给我，

万分感谢！ 

这里指出两点：一是，个别离家较远的学友，可在 22 日晚上住进

当天离会返回者的客房（23日乘农家乐游接客车就方便多了）；二是，

喜欢玩扑克牌等娱乐工具的学友，可自备相应的娱乐工具。 

八、庆典系列活动时程安排 

20日：下午 2：00，秘书组进驻庆典会务组（设在复旦大学招待所

某客房，现尚未确定客房号）。由郑国莱、黄智强与严新樑 3 人参与工

作，开始接待部分需要住宿的学友办理报到手续（填写签到登记表与领

取纪念礼品），并协商安置所住客房；同时做好庆典开幕式前的一切必

要的各项准备工作。 

21日：上午 8：00，开始办理直接前来会场学友的报到手续（填写

签到登记表与领取纪念礼品）；8:30,举行庆典开幕式；11：00，到光华

楼前拍摄与会学友合影纪念照（拍好后，可自由结合，各自拍摄交互留

念照）；12：00，到旦苑餐厅聚餐（餐桌已排定，见上面。）；下午 1：

00，领取上午拍摄的合影纪念照；1:30,乘车前往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乘

车在光华楼右后侧的停车场）；2:30左右可抵达，入园后，步行几百米，

可到江边（长江、黄浦江与东海的三水交汇口）的茶室与餐厅，开始举

行学友茶话会（统一供应茶水）。期间，可喝茶聊天，也可外出观光江

边的绮丽风光，也可逛逛周边的湿地美景；5：00，就在该餐厅用晚餐； 

6:00,乘车前往浦江夜游船马头；7：00，享受浦江夜游；9:00,浦江夜

游结束，在游船复兴路码头（此处附近，有地铁 4号线，也有不少公交

车站）散团，各自回家或招待所。 

22日：上午 7：30，乘车前往浦江鎭召家楼古镇（停车地点为国顺

路复旦第九宿舍门前的马路边），先游景区的“礼园”景点，门票每张

20元，70岁以上的老人可凭老年证或身份证免费入园；凡在 60—70岁

之间的有否优惠政策暂时不详；中午 11：00，乘车去佘山风景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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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与赏景。入景的门票政策大致同“礼园”景点相同；下午 4：00，

乘车前往各散团地点（一辆大巴直接开往复旦，如回复旦的人超额客

座位数，则超额的只能座上另一辆；另一辆大巴沿路停靠三个点：人

民广场，新客站与复旦大学。 

23日：上午 7:30,乘车前往长兴（停车地点为国顺路复旦第九宿

舍门前的马路边，参加者根据《农家乐游确认回执》来认定，乘车已

确定由“农家乐车队”派车接送）；10：30左右，可抵达银桂山庄（开

始“长兴农家乐游”）。据此，凡是参加“长兴农家乐游”的学友及其

家属，在签到时，需要交纳 255元/人的食宿费；喜欢打扑克牌的，最

好自行带好扑克牌。 

25日：上午 11：00左右用中餐；12：00左右，乘车返回上海（因

是使用“农家乐车队”的车，估计停车点只能是乘车去时的点——复

旦大学，如要多停一个点，只能届时跟车队商量之）。 

九、离会安排 

一些学友已用不同形式告知各自的离会时间，以及所选择的某些

聚游活动；有的也可能尚未确定离会时间及准备参加的活动，为使秘

书组能全面掌握各时段、各活动的准确人数，谨望每位学友务必在签

到时，正确填写好《签到登记表》，特别要写明各自的离会时间，以

便秘书组做好食宿安排的调整工作。 

十、聚游须知 

1. 带好两证。即是身份证与老年证。 

2. 带好保健药品。 

3. 告知身份证号码。因这次团游活动都请旅行社协助派车运送，根

据旅行行业规定，为确保安全，凡 75足岁以下者必须办理保险手续，

而该项手续就必须要登记乘车者的身份证号码。依据以往历次聚游活

动资料，有部分学友及其家属已存有身份证号码，但尚有部分学友因

没寄发回《正式通知》回执而断缺他们的身份证号码。为此，这里明

确要求所有会搭乘本次旅游大巴的学友及其家属，务必于 10月 12日

前将你们的身份证号码告知郑国莱。根据确认参加庆典活动的名单，

顺便将断缺号码的名单予以公告，以期这些学友能主动在期限前寄发

或电告之！ 

 4. 签到时配合填好《庆典签到登记表》。准确掌握每一项活动的

确切参加人数，秘书处设计了这张登记表，登记内容为：是否发言，

参加聚餐人数，参加茶话会人数，参加浦江夜游人数，参加召家楼游

人数，参加浦江沿岸游人数，参加农家乐游人数与散团地点等。希望与

会者积极、热情地予以配合。 

  5. 按预定方案就餐与乘车。庆典聚餐有 10桌，各人就餐哪桌请

见《正式通知》 

回复统计与安排；旅游大巴共有 2辆，标识为 1号车与 2号车，各

人乘坐哪车也 

请见聚餐安排与团游安排。 

  6. 协助分发庆典纪念品。凡能够捎带给跟自己相对熟、相对近、

相对便的学友的，务请大家积极、主动认取、带走！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2．10．8 

               

  

 

《正式通知》回复统计 

1.  收到回执或回复的情况： 

截止 10月 5日期限日，共收到 72位学友的回复，其中：通过回执

表示与会的有吴茂康、鲍佐祥、秦强、陈云程、叶秀明、黄智强、陈恕

行、陈天平、罗惟德、刘永才、朱从鉴、沈金根、钱雪元、徐福生、沈

纯理、郑国莱、卞国瑞、包复华、蔡绍华、夏道藏、颜伟成、黄幼从、

李滋新、卢起骏、章治本、王锡祥、周本华、王申怀、刘宏宝、谢惠民、

赵崇诰、华俊荣、沈仁欣、邱家恒、叶耕中、张如兴、臧国才、董太亨、

王远猷、陈嘉仁、邬齐斌、李伯成、张九思、丁仁、李达仁、殷冠华、

崔绍农、孙性贤、汪芳庭、陈道灼、汪国强、马怀祖、韩松才与金瑞椿

等，共 54人；通过电话或间接告知与会的有舒五昌、王婉华、胡美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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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芳、沐定夷、严新樑、袁采、戴世强、吕听泉、李国莹、丁达夫、

林进福、崔秀明、周列川、葛锁网、夏格德尔、周先明与张有紘等，

共 18人；通过回执与其他方式告知不能与会的有曾桂忠、陶志光、马

斌荣、杨裕生、孙光第、徐元宙、朱仁华、郑道朋与王汝龙等，共 9

人。 

带家属的大致有秦强、陈云程、叶秀明、黄智强、陈恕行、陈天平、

刘永才、朱从鉴、沈金根、沈纯理、郑国莱、包复华、蔡绍华、夏道藏、

颜伟成、卢起骏、章治本、周本华、刘宏宝、谢惠民、华俊荣、邱家恒、

叶耕中、董太亨、陈嘉仁、周列川、张九思、李达仁、殷冠华、孙性贤、

陈道灼、汪国强、马怀祖、韩松才、金瑞椿、舒五昌、沐定夷、严新樑、

戴世强、葛锁网与夏格德尔等，共 41人。 

不带家属的大致有吴茂康、鲍佐祥、罗惟德、钱雪元、徐福生、卞国

瑞、黄幼从、李滋新、王锡祥、王申怀、赵崇诰、沈仁欣、张如兴、臧国

才、王远猷、邬齐斌、李伯成、丁仁、崔绍农、汪芳庭、王婉华、胡美琛、

李振芳、袁采、吕听泉、李国莹、丁达夫、林进福、崔秀明、周先明与张

有紘等，共 31人 

据上，有 72位学友及其家属 42人，共 114人参加本次聚会。 

2. 表示要求安排住宿情况： 

外地学友中有夏道藏、黄幼从、李滋新、卢起骏、章治本、王锡祥、

刘宏宝、葛锁网、赵崇诰、华俊荣、沈仁欣、邱家恒、叶耕中、张如兴、

臧国才、崔秀明、王远猷、陈嘉仁、周列川、邬齐斌、李伯成、张九思、

丁仁、李达仁、殷冠华、崔绍农、孙性贤、汪芳庭、陈道灼、汪国强、夏

格德尔、韩松才与周先明等，张有紘也可能要求予以安排，共 34人； 

上海学友有朱从鉴 1 人； 

会务组有郑国莱、黄智强与严新樑 3 人。 

3. 客房安排情况： 

属夫妇的共 18对，需要客房 18间，属于单身的共 18（女 4 男 14）

人，需要客房 9 间，会务组需要 2间，候补安排房 1间，总共需要 30间

客房。 

4. 将参加拍纪念合影照的情况： 

    本次庆典聚会的学友 72人，老师 2人，共 74人。拟放印 85张。 

5. 将参加聚餐活动的情况： 

总参加聚餐人数应是 116人，但个别学友家属将只参加 23日起的“长

兴农家乐游”活动，目前预订的是 10桌，估计毎桌在 11—12人。  

6. 参加下午茶话会的情况： 

徐福生与罗惟德肯定不参加；李国莹、钱雪元、谢惠民、王远猷与

汪芳庭也可能不参加，个别学友的家属也有可能不参加，故而大致有

100左右人参加茶话会。 

7. 参加晚上活动的情况： 

报名参加浦江夜游的约有 37位学友；报名参加卡拉 OK舞会的只有

4位学友；表示随便的有 4位学友；表示不参加的有 8位学友；尚未表

态的有 18位学友。 

8. 参加第二天团游的情况： 

报名参加团游的大致有学友 57 人，家属 38人，共 95 人。但有些

学友在回复中尚未明确表示，故总人数尚会有所增加。 

9. 参加“长兴农家乐游”的情况： 

报名的学友有有鲍佐祥、秦强、黄智强、郑国莱、鲍佐祥、包复华、

蔡绍华、夏道藏、周本华、葛锁网、叶耕中、董太亨、陈嘉仁、周列川、

李伯成、丁仁、崔绍农、孙性贤、汪国强、舒五昌、王婉华、胡美琛、

李振芳与严新樑等，共 24 人及其家属 17人，共 41人。夏格德尔与周

先明尚需在报到时再确定参游与否。 

            2012．10．8 

 

复旦大学招待所乘车路线通知 

 

复旦大学招待所地点是国年路（复旦大学正门对面的一条马路）260弄 1

号（近邯郸路）,位处于复旦大学工会大礼堂的旁边。到复旦大学正校门

的公交车有 812，854，828，133，139，329等，  

最方便的抵达方式是，乘 10号线地铁，在国权路站下车，从国权路出口

出站，沿着国权路，向复旦大学方向走过两条横马路，到第三条马路（政

修路）路口右手转弯，再走一条马路（国年路）路口左手转弯，大约再

走 50米就可到。  

住宿学友到招待所后，可直接问服务台各住哪个房间，并取钥匙开门，

自行安顿。20日下午 2：00,会务组房间将有人值班，有事可跟会务组学

友联络         

庆典筹备组 201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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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典发言稿 

 

                                                            

                                  

   庆典感言 

郑国莱 

     （2012．10．21） 

敬爱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庆典日好！ 

时光流逝，岁月快瞬。五十春秋弹指间，七十学子聚庆甜。

今天是我们隆重举行毕业复旦 50周年庆典的大喜日子。 

要纪念，得忆顾；要庆祝，须颂书。五十年来，我届同学总体看，

大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为社会、为人民作出了令人称道的奉

献；又在近二十多年来，我届的校友活动也得到了蓬勃地开展，并一

枝独秀地活跃在复旦校友的舞台上。所有这一切，我们不仅可无愧地

向母校、母系交出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而且我们也为自己属于这届

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不已！ 

今天，我们返回母校、母系，既是来重温当年的学子生活，再赏

母校、母系的崭新风采；又是来感恩母校、老师的精心栽培，庆祝我

届同学复旦毕业 50周年，顺之向母校、母系汇报我们的成长足迹，奉

上一份甚有收藏价值的纪念礼品！ 

在这隆重的庆典开幕仪式上，我首先要感谢母校、母系对我届同

学的悉心培养，感谢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的呕心教导，还要感谢我届

中那些当年推进大家奋发成长的干部同学的全心引领及其无私奉献！ 

与此同时，我还要感谢各位老师的厚爱光临！感谢来自全国各地

的学友的热情参会！感谢那些为本次庆典聚会及其实施 “六个一”工

程作出竭尽努力的同学的珍贵贡献！ 

作为个人，在庆典上当该说些感悟的话语。今我简单说几点： 

回顾自己的平凡一生，觉得最宝贵的是自己坚守了始终不变的人

生价值观：不论自己是处于顺境之中还是逆境之中；不论自己的作为

是大了还是小了，自己恪守了做人的原则，做一个审慎于信念的人，

一个持重于正直的人，一个勤奋于社会的人，一个致力于作为的人，

一个有益于大众的人。应该说，自己是做到了，也应是无愧的！而自己

得以形成这个人生价值观的源头正是复旦母校、母系！ 

回顾自己的健康之路，觉得最感悟的是自己认定了淡定不息的人生

心态状，不论自己是能容忍的还是不能容忍的；不论自己是能达到目的

的还是达不到目的的，自己遵循着处事的原则，只求尽职了、尽责了、

尽心了与尽力了，而不去过分追求、过于计较、过度激动与过重忧怨，

重于知足、满于淡泊、奉于平和、乐于自如。简单地说，就是要做一个

想得明、看得开、行得实、活得傻的人。 
而今，在这一切向钱看的世道里，在这只顾个人求索的潮流中，在

这风行短视浮躁的现实前，我觉得，我们应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忧天怨

人，让我们淡定地过着，自若地活着，愉悦地陶冶毎一刻，安逸地享受

每一天！ 

回顾我届学友联谊会成长、发展的全过程，觉得最感触的是自己享

受了广大学友的阳光雨露般的甘甜滋润，使我度过了退休前后的终生难

忘的人生旅程！作为学友联谊会秘书长的我，要感谢韩松才、陈云程同

学的有力推动，感谢袁采、葛锁网、崔秀明、马斌荣、袁业立等同学的

全力坚挺，感谢张有紘、王汝龙、葛锁网、徐元宙、卞国瑞、邱家恒、

陈恕行、陈天平、戴世强、谢惠民、沐定夷、汪国强与王远猷等同学对

各次全国性大型聚游活动的宝贵资助，感谢黄智强、严新樑、叶秀明三

位秘书组同学的铁心合作，感谢赵崇诰、丁仁、马斌荣三位《交流》主

编同学的无私创献，感谢广大师生的无限信任！我主持学友联谊会的使

命是光荣的！为学友联谊会所作的付出是值得的！而为此所得到的回报

是甜蜜的，也是价值连城的——使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活力，心绪有了新

的滋润，健康有了新的营养！ 

面向我们未来的晚年生活，面对我们庆典后的学友联动，该采用何

种新模式、实施何种新举措，望大家热烈探讨，定出方案，我们秘书组

定将继续竭尽为大家服务！继续作出我们的微薄奉献！我们渴望着、期

盼着！ 

本次庆典纪念活动的顺利举办，“六个一”工程的圆满完工，要归

根于广大学友的热情支持，要归功于赵崇诰、丁仁、黄智强、叶秀明、

沈纯理与罗惟德等学友的无私奉献，要归谢于谢惠民、沐定夷、葛锁网、

陈恕行、陈天平、戴世强、汪国强、王远猷、赵崇诰、丁仁、黄智强与

沈纯理等学友各种形式的资助，还要归咎于与会师生们的健康保障！这

里，还要特别感谢母系——现在的数学学院的领导及其办公室同志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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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庆典的大力支持与热情帮助！ 

最后，为表达、抒发自己在庆典上的激动心绪，特题写古典诗词

各一首，供大家分享与赏析： 

 

七律——庆典重逢有感 

五十周纪聚光华，翁妪洗尘赴庆巴；耆老渴逢流感泪，窗同热忆话奇槎。 

沧桑历练威中外，业迹惊闻暖世涯；故校今回来谢献，报恩呈礼作酬答。 

 

              献衷心——联谊聚游有触 

联谊卄年举,十次聚游。虽老驥，但同舟。踏鲁燕江南，赏景盈收。

温情谊，促交映,成亲俦。 编刊措，寄联悠。展舒思念伴餐眸。 

融映春风息，揽纳闲幽。夕阳红，健身心，暮年逌。 

谢谢大家！ 

              

 

感谢·感悟·感慨 

刘宏宝 

（2012年 10月 21日） 

今天是复旦数学系 62届同学毕业 50周年纪念，我

能参加这次久别重逢的同学聚会，内心非常感激。 

回首往事，我在复旦的 5年是我一生中最为艰辛、

最为难忘的时期。为此，我要真诚地感谢在此期间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我的人生轨迹很简单，1962 年 9 月 30 日告别上海，奔赴重庆解

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报到，直到 1998年 4月 1日宣布退休，在部队呆了

一辈子，在后工呆了一辈子，在教育战线上呆了一辈子。去年 11月 6

日，在学院建院 5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被授予“十大教学名师”称

号。我之所以能在教学工作中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主要体会是：

既要三更灯火，又要辩证施教；既要扬长避短，又要取长补短；既要总

结经验，又要积累资料。我的人生哲学是：重情重义重诚信，轻吃轻穿

轻旅行。我的人生感悟是：珍惜、感恩、知足；懂得珍惜才能拥有，懂

得感恩才能持久，懂得知足才能常乐。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55年前，我们从四面八方怀着各自的梦想，

聚集复旦，在数学系度过了激情燃烧的 5 载岁月。55 年后，我们又从

天南地北来到“600号”相会。“百年修来同船渡，千年修来共枕眠”，

今天我们大家能在这里欢聚一堂，这是百年修来的一种缘分啊！今后，

我要在不太多的时间和空间里，善待社会，善待自己，珍爱生命，珍爱

友谊。 

顺祝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家庭和谐、天天开心。 

 

我这五十五年 

殷冠华 

（2012年 9月 20日） 
我这 55年的学习、生活、工作，简单说来就是“被动

式”，像棋盘上的一颗子，不由自主，被人拨来拨去。 

1、被复旦大学数学系录取 

从报考大学说起，我找到一张老明信片， 是 55年前的

1957 年 5 月 14 日写给我母亲的信，离 7 月 15 日高考还有 2 个月，我

告诉母亲，我是报考交大（应该是西安交大）的应用数学专业，因为我

喜欢兼有理科和工科的专业。但是，后来上面通知说，那一年交大应用

数学专业暂不招生。于是，我就改报考复旦数学专业，并被录取。 

2、被分配到力学班 

一年级是数学专业，二年级成立力学班，我被分配到力学班，那年

寒假我们没有回家，在学校过了个所谓“共产主义寒假”，大搞力学实

验室，我们用一只洗澡盆来做水力学试验，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当时还提出一个口号，叫什么“火箭火箭，你不上天，我不过年”。现

在想来真有点可笑。学校还在一天傍晚，正真发射过一次土火箭，当时

也不知道这个土火箭被发射到哪里去了。为了搞实验室，我们还学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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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图的知识，这对我到工厂工作，倒是最最有用的，也是唯一直

接有用的知识。 

3、被分配到工厂工作 

一转眼，5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毕业分配时，支部书记对我说，工

厂企业一般同学不愿意去，谁去呢，你们党员去。还说，知道我的 4

个哥哥姐姐都在全国各地（天津、成都、山东苍山、山西长治），所以

给我分配在离家最近的湖南湘潭。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机械工业部湘

潭电机厂。 

4、被改行从事电工行业， 

理科学生来到工厂，没有电工行业的知识，一切另起炉灶。没有

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自学，从每月 52元 5的工资（一直到 1977

年，15 年后才升到 59 元）中拿出部分钱购买电工方面的专业书进行

学习，以适应工作需要。说实话，五年大学学到的知识直接是用不上

的，但是 5年大学所培养的思维能力和分析方法，对我搞好工作是非

常有益的，由于能出色完成任务，深受领导器重，先后参与了多项新

产品的科研、设计工作。直接用上数学的工作很少，刚进厂，工厂整

顿图纸，我被分配计算每个零件的重量、电镀件的表面积，只需要小

学数学知识加法和乘法；后来被厂领导派往浙江参加过华罗庚优选法

推广小分队，只要知道 2个数，0.618和 0.5（对分法）；给工程师办

过一期矢量代数学习班；给分配进厂的一批文革期间进大学的毕业生

“回炉学习”，补上同济大学编的“高等数学”。 

5、被捲入文革 

进厂后我努力工作，所以领导对我的印象很好，我待人真诚，所

以职工对我印象也很好。在反修防修的年代，提出各级领导要培养接

班人的要求，1966年上半年，组织决定要我代理支部书记，但我自己

更愿意从事技术工作，在我的要求下才由另外一位同志代理。1966年

下半年文革开始后，由于职工推选我当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误上北京

红卫兵来厂串联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为一位 15岁当过志愿军通讯员的

同事抱不平等事情写大字报，我被捲入了文革斗争，打成了所谓的“黑

鬼”，我们厂成了湖南抓“黑鬼”的策源地。好在我的群众关系好，除

开些写检讨外，倒没有吃到什么苦头。 

5、被提前结婚 

1967年初，我这个“黑鬼”获得“解放”后， 极希望尽快离开厂

里文革的是非之地。那时，我们准备和上海公用事业研究所在无轨电

车上进行可控硅脉冲调速试验课题，我被派到上海联系这项工作，结果

上海所的人还在外面串联，我只好请探亲假先回家。老家就是老母亲一

人，1966年母亲给我在老家找了对象，希望我结婚后能调回老家工作。

这次回家，我母亲就要求我们结婚。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1966年春节，

以后就是一年的书信来往。双方没有任何结婚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左说右说也不行。只好马上发电报到单位打结婚证明，用 100元钱买了

张大床，于年初三简单举行了结婚仪式。 

6、被领导改签调动意见 

母亲所以要我们急得结婚，就是想要我调回老家工作。那时，一切

依靠组织，1967 年结婚后，就马上给科里打报告，要求调回老家。以

后每到年初就给科长一个报告，要求调回家乡，再由科里转交到厂人事

科。1971 年，科长通知我，同意将我爱人从江阴调到厂里来工作。原

来科长在我每次要求调回老家的报告上改签意见：建议将其爱人调厂子

小学校工作。从此一辈子，全家长期落户湘潭。也让我母亲万分失望。 

7、被派往荷兰参加国际电工委员会 40届年会。 

1975年 6月，组织上派我到北京集训，参加我国出席在荷兰海牙召

开的国际电工委员会 40 届年会的代表团。就在这期间，我母亲不幸患

病（胃癌），我们兄弟姐妹按月请假回去服侍，我只能由我爱人代我回

去。原计划从 9月 9日出国到 10月 9 日回国，我母亲硬是支撑到我回

国那一天 10 月 9 日离开了人世。但是，我没有能见一面，因为领导决

定在回国路过法国时，要参观法国的高压电气试验中心，而延长了一周

时间才回国。母亲去世，未能见上一面，造成终身遗憾。 

8、被派往美国参加太阳能发电站联合设计 

到工厂后，唯一一次与我学力学有关的，就是与“拉伐尔喷管”有

关的太阳能发电站的研制工作。由于石油危机，美国的 ESSCO公司，准

备搞抛物型的蝶式太阳能光热发电站，发电过程中需要将 50 多个大气

压的甲苯蒸汽通过“拉伐尔喷管”去推动汽轮机的叶片。这与我学的空

气动力学搭上一点关系，所以我被派到美国参加联合设计，共一年另 3

个月。回国后，进行试制，于 1985年我厂试制成功 5kW太阳能发电站。 

9、被组织决定彻底改行 

我们和美国 ESSCO 公司的合同是合作 20 年，我想太阳能发电要一

直搞到退休了。谁知道，在 1986 年，组织上决定将我调离技术岗位，

搞党的工作。我想到 20 年前的情况，这次我还是要求不搞，但是没有

能如愿以偿，组织决定非搞不可，从此离开了技术岗位，一直干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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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被提前退休，外出打工 

1997年，凡是年满 57岁的中层领导全部要退下来，我想我已经满

58岁了，可以退下来了，可是公司还是留下了 2个不退，其中有一个

就是我，我怎么说也不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到 6月份，公司

领导说为了照顾大家，免得以后退休的工资更低，经省劳动局批准，

凡是年满 57岁的职工，从厂领导到工人，一律提前退休。就是这样，

我没有能工作到 60岁，就被提前退休了。退休后，我被继续留用。1998

年春，有一位离开我厂的同事，听说我已经退休，硬要拉我到他们北

京公司工作，从事高速公路的机电工程，直到 2005年，因为老伴身体

欠佳才离开。7年时间里，完成了 4条高速公路的机电工程。 

11、被老总拉到公司老科协工作 

2007 年，公司老科协要换届，由原公司总工程师担任会长，他是

和我同年进厂的，也在一个组工作过的，他要我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我几次推辞不成，只好答应。但是我要求，不拿报酬，也不坐班，有

事就做，无事在家休息。我们主要是开展一些活动，组织座谈会、养

身保健报告会、迎新春联谊会，近处外出休闲，农家乐，每年组织 2

次文体活动棋牌比赛等。另外，每年出版 2期内部刊物《电机与控制

技术》，供公司领导和技术人员参考。 

这就是我这 55年的经历，都是“被………………” 

 

我的感言 

    邱家恒 

    （2012年 9月 15日） 

在振动和波的学科中，在媒体中不连续处会产生各

阶模次的反射波或在加入多种载波的情况下，当它们在

媒体中某个不连续位置出现同频和同相标量相加时就

会出现共振、共鸣、谐振、湍流、磁共振和共振荧光等

现象。产生各种不正常及破坏性事件： 

   1 空间飞行器 

   神舟号飞船和航天飞机在发射和返回地面时各有三个关键

的不连续区域。 

   发射时：点火、52秒时空气脉动压力最大和 68秒时空气气动

压力最大。 

   返回地面时：冲击电离层~同温层、火焰关和撞击地面关。 

   我国的风云号气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场，在点火后 50 秒左

右就因脉动压力最大而出现一次爆炸事故。 

   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点火后 73 秒因气动压力最大，产生

湍流摩察起火，它又点燃了发射场外界低温环境下收缩的密封卷漏出

来的燃料而爆炸，7个宇航员命归西天。 

   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升空后 81 秒因气动压力最大，产

生的湍流导致一块 1.2kg重的隔热板脱落，砸坏机翼上十几块隔热板，

在升空中从密介质到稀介质没问题，但返回地面时在 80km高度，以每

小时 2.8 万 km 速度冲击电离层~同温层，与大气摩察电离产生 2000

度左右的火焰，从砸坏的隔热板进入机翼内部烧坏多种传感器，使它

失去平衡而爆炸。 

   2 核泄漏 

   世界上出现过三次大的核泄漏事故，都是因为水冷系统供水不

连续而造成的。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因清冼冷却水泵，出现冷却水

供应不连续，堆芯温度急剧升高，使堆芯熔化，造成核泄漏。1986年俄

罗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验查备份水冷系统水泵，关掉主水泵，备份水

泵无法连续供应冷却水，致使反应堆堆芯温度从 30度上升至 1000度以

上，直致爆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核泄漏事故。2011年日本辐岛核电站

因地震和海啸使海水进入冷却池，冷却泵无法供应纯净的冷却液，使 4

号反应堆堆芯温度从 30度上升到 120度，再到 1000度以上，使堆芯熔

化，造成核泄漏。 

   3 卡廷事件 

   波兰一架满载波兰元首和军政大臣等98人前往俄罗斯卡廷悼念

二战时被斯大林下令杀害的两万名以上的军人事件，由于天气能见度太

低，加之老资格的驾驶员太自信，导航台和前面试肮的驾驶员多次叫他

改换机场降落，他试降几次不成，最后他要再试一次，这次他从几千米

高空一下降刭离地面 16米高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一片 18米高的树林，

当导航台再叫他拉起耒时，在这片充满树林障碍的不连续空间，再也无

法升空，致使 98人随机与卡廷事件的死难者一起赔葬。 

   4 中微子超光速 

   去年欧盟和意大利科学家宣布中微子超光速，立即引起一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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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再经一万多次反复验证，确论是实验设备的时统线缆接头不连续

处出现问题，引起高次模产生的驻波造成的。今年 6月 13日在日本京

都召开的国际中微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学国际会议上宣布中微子运行速

度符合光速极限法。 

   5 心脑血管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的源头也是心脑血管中不连续部位引起的。原因

是：心脑血管中硬化斑块、外部肿瘤挤压心脑血管、变形的骨络挤压

心脑血管和局部受风寒局部心脑血管收缩等，致使在那些不连续处进

出血流不等，为了保持进出血流相等，只好向周围泄洪，引起肿痈，

中医所谓：通者不痛，不通则痛。 

   6 老年人应注意的不连续处 

   我们都己步入老年，以下的一些不连续处应共同注意：不要

过于激动;不宜激烈运动;不宜长时间爬山;乘车拉好扶手，防止不连

续运行的急刹车;过马路看好红绿灯，走斑马线，还得注意两边不守

规则的机动车;吃、睡、动和保健都保持适度、平稳和连读…等等。 

   我们这届校友会 50 年耒从国内到国外先后举办了十几次，

内容丰富多彩，交流素材广泛，各位筒历和贡献显见，实为全国第

一。这些材料说明复旦学子人材辈出，许多校友在世界数学届都赫

赫有名，许多校友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许多突出的贡献，

获得了各种奖励。在此特别要感谢秘书长郑国莱同志，顶力相助的

袁采、葛锁网、张有紘、徐元宙、陈天平、陈恕行、赵崇诰、丁仁、

董太亨、沭定夷、谢惠民、马斌荣、邬齐斌、崔秀明、张如兴、汪

国强、戴世强、黄智强、张文和章治本等校友。特别要向”生命不

息，战斗不止:”的沭定夷校友学习和致敬。 

   最后祝在座的诸位老师和校友们：寿比南山不老松，福如东

海水长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安度晚年！谢谢！ 

 

丰富的人生，多采的回忆 

马怀祖 

（2012-10-4） 

“同学们注意了，同学们注意了，土喇叭开始广

播，土喇叭开始广播。” 

不知道诸位对五十多年前在宿舍走廊里马怀祖和沈纯理拿着硬纸

做成的喇叭筒喊叫的大嗓门还有没有印象？下面今天要广播的内容有

点东拉西扯，题目叫做丰富的人生，多采的回忆。 

时光一年年的过去，我们毕业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当年的年轻人

都已成了七零后，还有一些老大哥是八零后了。今天我们又相聚在母校，

不禁联想翩翩，回顾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种种的经历。 

我是我们这一届十来个由于中苏关系变化而转学的留苏预备生中

的一个，当时我们想去哪个学校学什么都可以。我们两千来人当时填报

最热门的是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和北京航空学院，希望学数学的也有北

大和复旦两个选择，我个人当时认为复旦的数学系更有名一些，家在上

海自然也是一个因素。选择数学可以说是受了中学代数老师一段讲话的

影响，他说实数体系只有两句话，有一个数叫一，有一个运算叫加一，

其他都可以一步步推导出来了。当然，现在我们都清楚任何一个数学体

系都是建立在某几条公理上，只要其中一条的某一点有所变化，就会得

到一个新的数学体系。 

由于我们都很欣赏数学科学推理的严格性，在思想方法上也产生了

一些片面性，对其他科学，例如物理学的实验证明就不太容易接受，所

以在开普通物理这门课时，我们对讲课老师总感到不满意，反映到物理

系，可人家告诉我们这是他们最好的老师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除了学习也有不少其他的经历：有农忙时下农村

的抢收抢种；有去农机厂劳动装配喷雾器；还有跟着铸工韩大哥学翻砂。

当然，在那个时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是少不了的。比较庆幸的是我们入

学时，反右已进入了尾声，否则我们中间很可能会出一些右派。大跃进、

大炼钢铁、三年困难这一些由于我们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和大学的环境

中，受到的影响应该说是比较小的。与我们直接相关的是经历了从红专

大辩论到高教六十条这个高教政策逐步走上正规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应

该说我们是受到了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高等教育，从专业知识到思想

方法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毕业分配时，我被分到国防科研单位，参了军，可是一年实习期满

后，我们单位又划归四机部管理，人员集体转业，我的转业证书上写的

是“英雄奋斗一年”，可以说我是军龄最短的军人。（我们中间还有不少

人也分在国防科研单位，但他们都是在 65 年才转业，所以不仅军龄比

我长，还带上了中尉的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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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国家的灾难，对我们个人也是极大的损失。

1965 到 1975 这十年本应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新手到熟练逐

步提高并成为自己单位主力的黄金时期。可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冲

垮了。从学友们的情况介绍中可知，有不少人成了“牛鬼蛇神”，进了

牛棚劳动改造。一般的人也无法正常工作，我参加了我们所和 28所一

个有关首都防空工程的合作项目，我们一个三人小组到了锦州后，他

们所的两派都希望我们能支持他们，我们又不好表态，只好当消遥派，

住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干。 

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在全国来说是不太严重的，但文化大

革命的种种怪事：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欢呼最高指示发表、

除四害敲着脸盆赶麻雀等等是和全国一样的，现在回忆这些真是又好

气又好笑。 

粉碎四人帮，国家走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我们的

工作、生活也重新走上了正轨。由于直到 1982年才有新的受过比较正

规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出来，所以我们这一批人承担了承上启下的责任，

基本上都成了单位的骨干。学友中出了两个院士、好几个系主任、单

位的领导，有不少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生活上我们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工资从几个月

的工资才能买一张飞机票到一个月的工资能买几张飞机票；从买自行

车要凭票排队到开起了自己的小轿车（我在 2003 年考驾照放宽到 70

岁时就去学车，一拿到驾照就买了车，当了八年的有车一族，今年初

开车的权利被老伴和儿子给剥夺了）；出国旅游也成了很普通的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养老，过得健康快

活，希望在五年后，我们进校 60年的时候，大家再相会。 

 

我的三点感受 
                        卢起骏    

（2012-9-29） 
                          
一， 非常敬佩以郑国莱学友为首的不少学友，为我们的
每次聚会所进行的精心策划和辛勤操劳。每次聚会都办

得有声有色，无论在聚会次数上，参与人数上，以及活

动内容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您们在操办学友聚会中所表现的高度热忱

和出色才干也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同时，还有不少学友在人力、物力、

财力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助，为我们的欢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

非常令人敬佩的！。同时，各位学友的积极参与，甚至不远千万里，纷

纷赶来，给我们的聚会增添了许多艳丽的光彩。现在，我们能在毕业后

五十周年之际，欢聚一堂，畅叙友谊, 堪称人生的一大幸事！    
二， 非常怀念在复旦的五年生活！五十五年前，我们有幸来自祖国的
四面八方，聚集在令人向往的复旦校园，度过了不平凡的五个春秋。五

年里，在老师和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和本领，而

且经受了锻练和考验，在复旦优良传统精神的熏陶下，陶冶了道德情操，

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我们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各项政治运动，参加了

多次工厂、农村，以及围海造田的艰苦劳动，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科研、

编教材，以及办翻沙厂的有益实践，等等。在这五年的生活中，师生间，

同学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五十年来，大家一直莫能忘怀！我们多想

返回过去，重温五十年前那段难忘的日子！可措时光不能倒流，我们只

能在心中默默地怀念！  
  三， 衷心祝愿学友们身心健康！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都己是古稀
老人了！可喜的是，我们的绝大部分学友都还健在，有的精力还很充沛，

身体还很强壮。老年人，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也是最大的幸福！

祝愿大家老有所乐，幸福安康！    
学友们！古语说：“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们的聚会是多么的不易呀！
而我们的分别却又是多么的难分难舍的！但我们相信：相聚固然短暂，

而友谊却是地久天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祝愿朋友们一生
平安！  
    
 

云卷云舒 岁月随感  

丁仁 

（2012-10-8） 

 年岁大了，常沉醉于往事的回忆。无论是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回忆都让我对多样人生有所感悟。 

 1957 年入学后不久，父亲在机关内部肃反运动中

因政治历史问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由坐落在上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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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沙逊大厦的中国土产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办公大楼骤然一落千

丈，被遣返回浙江原籍。自此一家人生活无着，弟妹辍学维持生计，我

愧对家人继续在复旦读书。如果我晚一年高中毕业，也断然无上大学的

机会（1981 年父亲垂暮之年得以落实政策获得退休干部待遇，令全家

喜不自胜）。 

 人生甫待起步即跌入低谷，我自此格外谨小慎微，一接触有关家庭

政治情况的各类表格，一听到“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正统说教，

即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1962 年参加工作后每遇政治活动小组讨

论，必先主动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的决心，再作“划不清界线”的

检讨，甚至声泪俱下诉说自己“决心划清界限”的诚意。 

 文革初期忽一日见教学楼前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我的名字竟赫然

在列；走资派罪行的第一条是 “网罗小牛鬼蛇反动军官子弟 XX”，两

把大红叉覆盖着我的名字。我惊恐万分，但眷恋生存，我没有寻短，因

而也没有享受到文革中那些冤屈寻短者所享受的贴在墙上写在地上的

大标语 —— “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高中毕业时班主任出于关爱劝阻我报考文科，说像我这样家庭背景

的孩子应远离文科报考理科，回想起来，是颇有道理的；我听从了他理

性的忠告。其实从高中开始，父亲的历史问题就像魔咒一样缠绕着我；

高中时每学期成绩单评语中与“成绩优秀”的表扬相伴的总是“唯唯诺

诺”的批评，长期的压抑与自卑形成了伴我终身畏首畏尾的懦弱性格。

直到八十年代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这类把自然人划分为三六九等的桎梏

渐行渐远，我才从一个美其名曰“团结对象”或曰“可教育好的子女”

逐步进化为一个普通人，才逐渐有了一个普通人与生俱来应有的自信与

进取。 

 文革时代能名正言顺阅读的开始只有《老三篇》、《毛泽东选集》、《毛

主席语录》，两报一刊社论，后来加上马列著作。一段时期里“天天读”

等各类名义的政治学习安排得很多，为了少荒废时间，我找来《毛选》

四卷及《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的英文

版，英汉对照逐一阅读，夜深人静条件允许时还收听 VOA英语广播。就

这样在文化荒芜的文革年代捡回了不少时间，英语没丢，甚至略有长进。

1984 年 5 月 31 日“进京赶考”，在北京语言大学参加 EPT 英语考试，

住周本华学友中关村的家（在此谢谢本华兄并夫人的热情款待与照顾）。

6月 3日上、下午考试，7月 23日成绩揭晓，我的成绩竟名列前茅，大

大超过了直接出国标准，获得了不经英语培训直接公派出国仅有的一个

名额。出国手续繁杂，政审总算过关，1985 年 2 月 15 日启程赴美做访

问学者。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研修任课一年半，与几位美国、德国数学

家结下深厚友谊。自此由国外高校资助频频“周游列国”，开始在组合几

何-离散几何领域合作研究做了点儿工作，总算小打小闹有了一星半点所

谓的学术成果。 

 回顾往事，遗憾与欣慰同在，知足常乐。而今已年届七十有四，再

也不必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为格言自我安慰；倒是应以“去

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心态面对人生，做一片时卷时舒行将飘散

的云，趁老则老矣还尚未被问及“尚能饭否”之际，做些兴之所至自己

喜欢做的事，如数学掌故乃至短篇小说的英汉翻译等等,自娱自乐，安度

晚年。  
 

  
 

 

王震源简历 
王震源 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91年获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Binghamton)博士学位。 
从 1962 年开始，王震源任教于河北大学。1979 至

1981 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概率计算
实验室和人工智能实验室从事非可加测度的研究。回河北大学后，历任

副教授（1983-1986）、教授（1986-2000）、数学系系主任（1985-1990）。
自 1989 年起，先后在美国宾厄姆顿大学(SUNY) 系统科学系、新墨西
哥州立大学数学系、得克萨斯大学 (El Paso) 数学系、以及香港中文大
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系分别任客座教授/研究员。王震源自 2001年起
任教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Omaha)，现为该校数学系终身教授。 

王震源曾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5)、国家科委和劳动人事部
颁发的国家级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6)、ISI (美国科
学信息研究院, SCI 发布者)的经典引文奖(2000)、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
杰出研究和创造性工作奖(2007)等奖励和荣誉称号。他已发表科学论文
一百五十余篇，并出版三部专著：Fuzzy Measure Theory（Plenum，1992）、
Generalized Measure Theory （Springer, 2008）、Nonlinear Integrals and 

自我介绍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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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Applications in Data Mining （World Scientific，2010）。他是 Fuzzy 
Sets and Systems等四个国际杂志的副主编或编委。 
王震源曾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夏格德尔简历 

夏格德尔，男，蒙古族，1936年 11月出生，新疆尼勒克人，中共党

员。 

1953年，考进新疆学院；1956年毕业留在新疆学院任教；1957年被

选派到复旦大学进修；1961 年回到新疆大学数学系工作，在偏微分方程

教研室任教，担任教研室主任；1980 年被评定为副教授；1982 年 7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被评定为正教授；1998年退休。 

本人自工作以来一直从事教学一线工作 42 年，能用汉语、蒙语、维

语、哈语等四种语言讲授《高等数学》、《解析几何》、《复变函数》、《微分

方程》、《数理方程》、《数理方法》、《有限元法》、《coboleh空间》、《初等

数学》等九门课程。曾在研究生班、本科班授课，多次受学校委托在自治

区高中等院校进行师资培训，去南、北疆进行全疆中学教师业务培训，为

新疆大学高等数学课程的题库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独著、合编、翻译的

主要著作包括《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程》、《解析几何》、《数理方法》、

《有限元法》、《微分方程》等，发表过学术论文《有限单元法在地下水水

位测量中的应用》、《齐次化原理》、《格林函数》等。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人事部、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颁发的“少数民族地区

长期从事科技者”荣誉称号。得到自治区教育委员会、自治区教育工会颁

发的“教育园地辛勤耕耘 30 年”奖。多次被自治区高校职改领导小组聘

为高级职称专家委员会委员。多次被学校、系里评为优秀党员、优秀教学

工作者、先进工作者，在《新疆日报》、《组织生活》等刊物上发表过本人

的事迹。 

 

 

新疆进修教师：前排左起 热夏提，夏格德尔 后排左起 木纳扎拉， 阿部都热哈曼 

，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2012年 10月 12日                                   学友信息交流 第十五期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学友联谊会 

14 / 26 

 

 

 

 

 

 

下列已联系学友共 142人 
袁  采 电话：(021)64318762 13901691300 

E-mail: ycai1608@126.com  , eileenych@yahoo.com.cn (女儿) 

 
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809号 1608室     邮编：200020 

徐福生 电话：(021)62948715(H) 63068305 13701904057 

E-mail:xufus75@sohu.com 

 

地址：上海新华路 64弄 10号 2003室   邮编：200052 

郑国莱 电话：(021)62828258    13601806531  13918636230 

E-mail:Julia.zheng@cn.ey.com 女儿 

jingchangzhong@ajzq.com女婿 

 
地址：上海番禺路 305弄 5号 503室   邮编：200052 

张霭珠 电话：(021)65649770 

E-mail:aizhuz@yahoo.com.cn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第九宿舍 76号 401室   邮编：200433 

胡美琛 电话：(021)65609570 

E-mail: oyhmc@yahoo.com.cn 

 

地址：上海水电路 1421弄 7号 301室  邮编：200434 

陈天平 电话：(021)56521137（H） 55665013(O)   13816328300 

E-mail:tchen@fudan.edu.cn 

 

地址：上海交通西路 48弄 2号 1404室 

邮编：200061 

王婉华 电话：(021)65648704   59769496 

E-mail:wangwanhua8888@hotmail.com 

 
地址：上海政肃路 45弄复旦十舍 10号 503室  邮编：200433 

舒五昌 电话：(021)65651216   59769496 

E-mail:wangwanhua8888@hotmail.com 

 

地址：上海政肃路 45弄复旦十舍 10号 503室   邮编：200433 

陈恕行 电话：(021)65648984(H) 021-65643655 (O)  13816704254 

E-mail: sxchen@fudan.edu.cn   sxchen@sh163.net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十二宿舍 6号 202室   邮编：200433 

肖尔健 电话：(021)64314950 

E-mail:xiaoerjianwxf@163.com 

 
地址：上海岳阳路 221号 1201室     邮编：200031 

张  文 电话：(021)65644032(H), 13761866061  617-388-7781 

E-mail:wzhang@fudan.edu.cn zhang081540@hotmail.com 

 

地址：Zhang Wen  3 Windemere Drive,Andover, MA 01810, USA  

罗惟德 电话：(021)55050727  13361804899    

E-mail:luoweide2006@gmail.com  luoweide2011@163.com 

 
地址：上海黄兴路 1999弄 2号 19C   邮编：200433 

沐定夷 电话：(021)64076153 

E-mail: yanyufen5@yahoo.com.cn（夫人颜钰芬） 

 
地址：上海市南丹路３６８弄９号１３０５室  邮编：200030 

范伟民 电话：（915）--600--2738. (H) 

E-mail: wmfan1993@yahoo.com（已出国） 

 

地址：上海吴中路 970弄 16号 403室  邮编：201103 

Fan Weimin  4027 Santa Ana St. El Paso, TX 79902 USA 

《通讯录》（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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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祖华 电话：(021)62439929， 703.481.0148， 

701.481.8950202.352.4040703.481.8959（Fax） 

E-mail: zuhuagui@hotmail.com 

 
地址：上海曹阳路 1222弄 3号 2504室   邮编：200063 

Gui Zuhua  300 Senate Court ,Herndon,VA 20170  USA 

沈纯理 电话：(021)62609022  13501906567 

E-mail: chunlishen@126.com     

 
地址：上海市杏山路 12弄 7号 1101室邮编：200062 

李振芳 电话：(021)62650988 

E-mail: lizhanfang390307@163.com 

 
地址：上海金沙江路 895弄华师大三村 53号 401室  邮编：200062 

吴敏金 电话：(021)54191492   13761086531 

E-mail: mjwu@mail.ecnu.edu.cn 

 

地址：上海桂林西街 151弄 74号 502室  邮编：200233 

陈云程 电话：(021)65151388  13564816777 

E-mail: cyctaok@163.com 

 

地址：上海四平路同济新村 500号 6 室     邮编：200092 

叶秀明 电话： 13761498884   

E-mail: yexiumin@yahoo.com.cn 

 
地址：上海宝山聚丰园路 105弄 30号 502室  邮编：200444 

黄智强 电话：(021)65335073  13917134570   

E-mail:  hzq1937@163.com   

 

地址：上海营口路延吉七村 14号 501室 邮编：200093  

董炳华 电话：(021)56975843 

E-mail:  

 

地址：上海中华新路 893弄 17号 404室   邮编：200070 

施明光 电话：(021)59527612 

E-mail: 

 
地址：上海嘉定南大街 15弄 2号 302室   邮编：201800 

吴茂康 电话：(021)58742740 

E-mail: 

 

地址：上海长清路 10号 1302室 

邮编：200126 

刘永才 电话：(021)53833997  13611639176 

E-mail: lycfly070503@yahoo.com.cn   

 
地址：上海合肥路 289弄 1号 3005室  邮编：200025 

严新樑 电话：(021)54183792 

E-mail: yanjin@csvw.com  （女儿严谨） 

 

地址：上海桂平路 67弄（月季园）32号 301室   

邮编：200233 

冯正良 电话：(021)56625770      0011—02—95862639 

E-mail: 

 
地址：上海平型关路 300弄 12号 203-204室（已出国） 邮编：200072 

49/9--13 West st Hurstville  N.S.W.2220.Australia 

戴世强 电话：(021)56336460    13671982277 

E-mail: sqdai@shu.edu.cn   sqdai@126.com 

 
地址：上海广延路 52弄 5号 302室   邮编：200072 

林进福 电话：(021)58653713  50328868（儿）58652846（儿子传真） 

E-mail: Linhua996@sina.com（女儿林华）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俱进路 285弄 172单元 102室   

邮编：201208 

李国莹 电话：(021)65574980    13651600179 

E-mail: liguoying1939@hotmail.com 

 
地址：上海杨浦区民星路 537弄 6号 401室    邮编：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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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从鉴 电话：(021)57182933 

E-mail: Zhr5912@163.com（女儿朱海容） 

 

地址：上海奉贤区南桥镇江海小区 179号 302室   邮编：201400 

沈金根 电话：(021)58200287 

E-mail: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潍坊路 168弄 4号 402室   邮编：200120 

伊  文 电话：(021)54035670    13701922253 

E-mail: ywen4103@yahoo.com.cn 

 
地址：上海长乐路 1225号（长乐公寓）1704室    邮编：200031 

吕听泉 电话：(021)64685925 

E-mail: relief000@sohu.com 

 

地址：上海宛南五村 27号 402室    邮编：200030 

丁达夫 电话：(021)64475432  13524023122 

E-mail: jackding@20040401@yahoo.com.cn 

 
地址：上海徐虹北路 5弄 17号 1101室    邮编：200030 

钱雪元 电话：(021)64434161    13641942440 

E-mail: xueyuanq@sohu.com 

 
地址：上海清真路 67弄 5号 503室    邮编：200032 

张仁荣 电话：(021)62309857    13601627773 

E-mail: renrongzhang@hotmail.com 

 
地址：上海昌平路 1015弄 4号 903室    邮编：200042 

童序芳 电话：(021)63551272 

E-mail:  

 
地址：上海黄浦区永寿路 50号 1208室   邮编：200021 

张荣芳 电话：(021)58217428 

E-mail: zhluyiwe@163.com 

 

地址：上海浦东大道 1097弄 15号 18A  邮编：200135 

秦  强 电话：(021)56435299    13916548260 

E-mail: 1399087463@qq.com 

 
地址：上海宝山区共康五村 39号 301室   邮编：200435 

包光初 电话：(021)63261642  13641792882 

E-mail: 

 

地址：上海黄浦区西姚家弄 27号 303室    邮编：200010 

包复华 电话：(021)64829795  13611611142   

E-mail: wqsun777@hotmail.com 

 

地址：上海徐汇区田林五村 12 号 201 室  上海浦东新区成山路 2399 弄 75 号

101(儿子孙伟青家) 邮编：200233   201204 

徐元宙 电 话 ： (021)59120714(H) 13901983877 (021)59178345(FAX)  

(852)27563786 Fax：(852)27987170 

E-mail:  finetsui@yahoo.com 

 
地址：上海市真南路 3911号古崎园庄园 A19   邮编：201802   

香港公司地址为 1702-03，Citimark，28 Yuen Shun Circuit，Satin，Hong kong 

罗石钧 电话：(021)54654722 

E-mail: 

 

地址：上海市建国西路 211弄 11号 302室  邮编：200031 

蔡绍华 电话：(021)62300980,   62301607 (H) (857)22780329 (香港) 

E-mail: lucycai01@yahoo.com.hk 

 
地址：上海市武宁南路 195弄 29号 702室   邮编：200042 

卞国瑞 电话：(021)62268659(H) 13004145695 

E-mail: grbian@hotmail.com 

 
地址：上海华山路 800弄 18号 1104室   邮编：20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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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佐祥 电话：(021)68940364 

E-mail:  brybao@msn.com（女儿私） 

 
地址：上海浦东北蔡博华路 980弄 18号 102室   邮编：201204 

顾可敬 电话：(021)62267877，604.434.5635(H) 

E-mail: kjgu@math62.org     kjgu@intergate.bc.ca 

 

地址：上海市武定西路 1375号内 104室，邮编：200042   

Gu Kejing  Suite 403, 4950 Joyce St. Vancouver, B.C. CANADA V5R 4G6 

李家春 电话： 010-82544201（O）010-64841027（H）13683354809
（M） 

E-mail:  jcli05@imech.ac.cn 

 地址：北京市大屯路风林绿州 20楼 603室   邮编：100101 

周显初 电话：(010)62588460 

E-mail: zhouxc1939@126.com 

 
地址：北京中关村北区 12号楼 204室   邮编：100080 

王淑静 电话：(010)67971324 

E-mail: 

 
地址：北京市 9203信箱   邮编：100080 

朱德之 电话：(010)62629658 

E-mail: 

 
地址：北京中关村 804楼 407号   邮编：100080 

周本华 电话：(010)84966490 

E-mail: zhouying@cctv.com 

 

地址：北京朝阳区红军营东路 18号世代庄园 2309室   邮编：100012 

王锡祥 电话：(010)62393716 

E-mail: wangx8x8@126.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二里庄 21楼 7-402   邮编 100083 

董师舜 电话：(010)82570211 

E-mail: 

 

地址：北京万泉庄巴沟南路阳春光华家园 9号楼 4单元 402  邮编：100089 

章治本 电话：18691960182 

E-mail: beijingzhangzhiben@yahoo.com.cn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厚余新西街章悟本转   邮编：213146 

黄文为 电话：(010)51886745 

E-mail: 

 

地址：北京玉泉路 65号 4号楼 222室   邮编：100039 

王申怀 电话：(010)62208928 

E-mail: joyce_wang_he@hotmail.com（女儿王娟） 

 

地址：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丽泽 1楼 6门 403室   邮编：100875 

邵学才 电话：(010)67790420 

E-mail: xuecai_shao@sina.cn 

 
地址：北京市广渠门外垂杨柳北区 34楼 35号     邮编：100022 

宋念慈 电话：(010)64744163 

E-mail:  

 

地址：北京望京花园 109-1-203     邮编：100102 

杨裕生 电话：(010)64623552  13552641938 

E-mail: yyszaj@yahoo.com 

 

地址：北京东直门外胡家园小区 16楼 206室   邮编：100027 

李滋新 电话：(010)64056228    13520374230 

E-mail: t_yuan6228@yahoo.com.cn 

 
地址：北京安内分司厅胡同 11号 205室   邮编：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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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珊 电话：(010)64055006 

E-mail: fangshan3366@yahoo.com.cn 

 

地址：北京朝内大街 75号 8号楼 7401室   

邮编：100010 

马斌荣 电话：(010)63051416,13683379266 

E-mail: mabrbme@ccmu.edu.cn      mabinrong@gmail.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A楼 1904室  邮编：100069 

颜伟成 电话：(010)64363320    13683577713 

E-mail: iciyan@163.com 

 
地址：北京将台路芳园里 15楼 2单元 16号  邮编：100016 

丁仰参 电话：(010)66861134     63535242 

E-mail: 

 

地址：北京右安门外东二条 4号楼 107室 

邮编：100054 

夏道藏 电话：(010)68558903（H）  13681531092 

E-mail: xdc@pdns.sic.gov.cn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 13楼 605号（家）  邮编： 100038 

卢起骏 电话：(010)88228509    13681187101 

E-mail: qijun@xjlu.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2号 7号楼 3单元 1402室   邮编：100039 

黄幼从 电话：(010)51219249 

E-mail: larrycat1992@sina.com 

 
地址：北京丰台区丰体南路 2号西 31楼 7门 301户  邮编：100071 

吴承浏 电话：(010)62018963 

E-mail: 

 
地址：北京马甸南村 8号楼 13层 6室    邮编：100088 

张肇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路 25号，人大二附中分校 

朱仁华 电话：(022)27646783 

E-mail: zhurenhua33@163.com 

 
地址：天津南开区海洋道临平里 5号楼 2门 603室  邮编：300111 

孙晋坡 电话：(022)23122905 

E-mail: sjptyy@sina.com      

 

地址：天津南开区怀安西里 3号楼 2门 104室  邮编：300193 

孙四荣 电话：(022)23122905 

E-mail: 

 
地址：天津南开区鞍山西道龙进里 14-1-108  邮编：300193 

刘宏宝 电话：(023) 68571926  13594041718  15923015790（刘岭） 

E-mail: 965623066@qq.com（子刘定鑫）liuling_505@sina.com（女刘岭）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长江二路 147号 35幢 8-2  邮编：400016 

葛锁网 电话： 025-83245969   18805241616 

E-mail: gesuowang@yahoo.com.cn 

 

地址：南京玄武区钟山花园城博雅居 13幢 502室。 

邮编：210014 

臧国才 电话：(025)84316336 

E-mail: 

 
地址：江苏南京南京理工大学 570-206室 

邮编：210014 

叶耕中 电话：(025)84316896 

E-mail: gengzhong40@sina.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钟山城陶然居 07幢 1101室 

邮编：21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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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锦忠 电话：(025)84316693 

E-mail: 

 

地址：江苏南京市孝陵卫南京理工大学 5幢 401室   

邮编：210014 

赵崇诰 电话：(025)84316518 

E-mail: zhao-cgao@163.com    zhaocg@njust.edu.cn.  

 

地址：江苏南京孝陵卫南京理工大学 182幢 507室  

 邮编：210014 

应绍萁 电话：(025)83232212  13605191259  (021)54931606 

E-mail: yingshaoji1939@ yahoo.com.cn  winginsect@hotmail.com 

 
地址：江苏南京宁海路 203室 4栋 302室   上海古美路 675弄 14号 

邮编：210024  200233 

杨友春 电话：(025) 84498176 

E-mail: yychikm@sina.com 

 
地址：江苏南京中山东路 520弄 1号 28栋 802室  邮编：210002 

邱家恒 电话：(025)83312801    13912980312 

E-mail:qiujiaheng1937@126.com  

 

地址：江苏南京市中央路 389号 6幢 3单元 102室  邮编：210009 

李立新 曾用名：李义富     电话：(025)84894048  52767196 

E-mail: nzpll@126.com（女儿李玲） 

 

地址：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览翠园 11栋 202室  邮编：211000 

张如兴 电话：(0514)87310171   7152529（小） 

E-mail:waterzhang@163.com    1256334752@qq.com 

 
地址：江苏扬州市广储门街 24号   邮编：225001 

沈仁欣 电话：(0514)87312682   13182011306 

E-mail: yzgooboy@gmail.com 

 

地址：江苏扬州文昌中路苏农五村 12栋 401室  邮编：225009 

邓国才 电话：(0519)86964710 

E-mail: 

 
地址：江苏常州清潭新村 169幢甲单元 502室  邮编：213015 

华俊荣 电话：(0510)83196006 

E-mail: huajro@sohu.com 

 
地址：江苏无锡市轻院新大楼 3-302室    邮编：214044 

谢惠民 电话：(0512)65112797 

E-mail: szhmxie@yahoo.com.cn     

 

地址：江苏苏州螺丝浜 6号 502室   邮编：215006 

崔秀明 电话：(0513)86514702  15962914702  86064702（小） 

E-mail: cuiweiyumeng@126.com（女儿崔炜） 

 

地址：江苏通州市金沙镇南山新村 10号楼 305室（家）  邮编：226300   

董大年 电话：(0513)81994556 

E-mail: 

 

地址：江苏省如东县掘港镇兴发路北三巷３号  邮编：226400 

龚雅如 电话：(0513)85532143 

E-mail: 

 

地址：江苏南通豪西园 84幢 203室   邮编：226006 

董太亨 电话：(0571)88857599   13857129266 

E-mail:  dongch@cn.ibm.com 

 
地址：浙江杭州翠苑四区 22幢 2单元 101室  邮编：310012 

周继高 电话：(0571)88857487 

E-mail: 

 

地址：浙江杭州翠苑四区 34幢 1单元 405室   邮编：3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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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熊飞 电话：(0571)56812839   13868135781  

E-mail: gaoxiongfei@yahoo.com 

 

地址：浙江杭州文一路翠苑新村 4区 3栋 1单元 405室  邮编：310012 

陈嘉仁 电话：(0571)85121209   

E-mail: 

 
地址：浙江杭州松木场西溪路 41号 1幢 3-202  邮编：310007 

王远猷 电话：0571-56166235 , 13372511811   

E-mail: whfy0@sina.com  

 

地址：浙江省萧山区城厢街道育才东苑 13栋 3单元 502室  邮编：311200 

李永福 电话： (0572)2102819 

E-mail: yazituanzhang@163.com 

 

地址：浙江湖州市凤凰二村 214幢 302室  邮编：313000 

陈祖柏 电话：（0574）87281855 

E-mail: chenzubolifazhi@126.com 

 
地址：浙江宁波市高塘路４１弄３５号２０２室  邮编：315100 

孙光第 电话：(0577)88314095   13656779620 

E-mail: wzsgd@21cn.com   wzsungd@163.com 

 
地址：浙江温州市民航路 132弄 26号温州大学教授楼 504室  邮编：325027 

周列川 电话：(0577)88833206 

E-mail: biueman555@sina.com 

 

地址：浙江温州矮凳桥 69号 4幢 405室  邮编：325000 

郑道朋 电话：(0576)88815163 

E-mail: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４５号    邮编：318000 

张九思 电话：(0531)88396796 

E-mail: zhwh67@sina.com 

 

地址：山东济南山东大学南校区北院宿舍 22楼 1-301    邮编：250061 

斯端伦 电话：(0533)2777712 

E-mail: 

 

地址：山东淄博市山东理工大学老干科三科  邮编：255013 

邬齐斌 电话：(0532)88893181 

E-mail: wuliegang@hotmail.com 

 
地址：山东青岛高新区云岭路 16号(科大花园)3-1-302室  邮编：266061 

袁业立 电话：(0532)88993355   13906426335 

E-mail: luming@fio.org.cn（夫人卢铭） 

 

地址：山东青岛高新区仙霞岭路 6号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邮编：266061 

李伯成 电话：(0532)88993360   13906426335 

E-mail:  

 

地址：山东青岛高新区仙霞岭路 6号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邮编：266061 

李达仁 电话：(0373)3325477 

E-mail: pdlch68@163.com (女儿李传红) 

 
地址：河南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家属院 21楼 2单元 101室  邮编：453007 

刘辰楼 电话：(0371)68693833 

E-mail: 77dafa@163.com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 1000号离退办  邮编：450047 

丁  仁 电话：(0311)87861182(H) 13273132301  13930192593    

E-mail:  rding@126.com  

 
地址：  河北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38号专家楼 1701室   邮编： 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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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冠华 电话：(0731)52669112   13135128224 

E-mail: yinguanhua1939@sina.com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湘机禾花村 24栋 31号  邮编：411101 

周先明 电话：(0731)88669648   13342515492小灵通：0731-86648263 

E-mail: cosmosvip@163.com 

 
地址：湖南长沙麓山南路长沙矿山研究院二村五栋 604室  邮编：410012 

黄炳源 电话：(0731)8822678    13667310936 

E-mail: hby88822678@126.com 

 
地址：湖南长沙湖南大学友谊村 3—402室  邮编：410012 

胡瀛洲 电话： 

E-mail: 

 

地址：湖南衡阳师范专科学校 9栋 2楼 7号  邮编：421001 

盛沛栋 电话：(0734)8833179 

E-mail: 

 

地址：湖南衡阳长盛东路(长胜巷)12号 2单元 201室  邮编：421001 

汪世奇 电话：(0411)86534897 

E-mail: 851892379@qq.com(女儿汪晓秋) 

 
地址：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中华西路北府花园 42楼 4门 202室  邮编：116033 

包明德 电话：(0411)84213891 

E-mail: 

 
地址：辽宁大连市大连铁道学院新建小区宿舍 8-2-6室  邮编：116028 

潘耀鲲 电话：(0411)84604323*2838 

E-mail: 

 

地址：辽宁大连铁道学院院内家属宿舍 6-1-6室  邮编：116022 

孔金满 电话：(0412)6328114 

E-mail: 

 

地址：辽宁鞍山南胜利路 31号  邮编：114032 

陈俊本 电话：(0551) 5592765 

E-mail: 

 
地址：安徽合肥中科院合肥分院西区 17-207室    邮编：230031 

汪芳庭 电话：(0551)3601050 

E-mail: ftwang@ustc.edu.cn 

 

地址：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    邮编：230026 

崔绍农 电话：(0555)2312505 13285551376    970.690.1176(美) 

E-mail: csn716@163.com 

 

地址：安徽马鞍山安徽工业大学 26栋 304室   邮编：243002 

孙性贤 电话：(0555)6126076，18255538831 

E-mail: shmily0210@qq.com（女儿孙婷） 

 
地址：安徽省当涂县姑熟镇紫竹苑西苑小区１０幢１０３室    邮编：243100 

余国和 电话：(0591)83781419 

E-mail: crystalyuwei@hotmail.com 

 

地址：福建福州市福建教育学院宿舍 8-304室   邮编：350001 

陈道灼 电话：(0591)87815520   13003895549 

E-mail: 441393133@qq.com 

 

地址：福建福州市鼓屏路益香亭 22号 1-503室   邮编：350003 

陈鸿博 电话：(0592)6180729 

E-mail: 

 

地址：福建厦门市集美岑东路 120号 205室    邮编：3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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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阿狮 电话：(0596)233499 

E-mail: 

 地址：福建漳州大同路 158号 1栋 501室    邮编：363118 

汪国强 电话：(020)85511344  33590237（小） 13809770037 

E-mail: magqwang@163.com  magqwang@scut.edu.cn 

 地址：广东广州华南理工大学东秀村 3幢 601室   邮编：510641 

马怀祖 电话：(020)87236110    13005134333 

E-mail: mahuaizu@sohu.com 

 地址：广东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路 112号 26-402室   邮编：510610 

韩松才 电话：(0773)5803672 

E-mail: yijunhan@163.com（大儿子韩毅军） 

 地址：广西桂林市环城北二路 46号桂花园 6栋 1-4-2室   邮编：541004 

陶志光 电话：(0771)3237636    13878800209 

E-mail: gltzg@163.com   

 地址：广西南宁大学路广西大学东校园 6776信箱    邮编：530005 

龚奇敏 电话：（028）85169112(021)53065033    13564216694 

E-mail: 

 
地址：成都二环路南四段 8号 30所宿舍   上海市建国东路 489弄 3号 402室邮

编：610046  200025 

 

夏格德尔 

电话：(0991)8762702    

13999271834 

新疆进修教师 

 

木纳扎拉 

已移民俄罗斯 

新疆进修教师 

曾桂忠 电话：852-26010141 

E-mail: dkctsang@hotmail.com 

 地址：香港天水围嘉湖山庄丽湖居第五座２９楼 A室 

金瑞椿 电话：408.719-9185(H)408.542-0408(O) at SanDisk Corp. 

E-mail: rjin@sandisk.com，rjin@math62.org 

 地址：Robert Jin   2198 Calle Vista Verde   Milpitas, CA 95035  USA   

楼世拓 电话：1 305.856.3505 

E-mail: shituolou2005@yahoo.com 

 地址：Lou Shituo  1925 Brickell Ave. Unit D-1707  Miami,  FL 33129  USA  

姚  琦 电话：1 305.856.3505 

E-mail: qiyao2011@gmail.com 

 

地址：Yao Qi  1925 Brickell Ave. Unit D-1707  Miami,  FL 33129  USA   

王汝龙 电话：914.997.1652(H); 914.681.0355(FAX)， 914.338.8256、

914.328.3430(W) 

E-mail: sjw2@atsrc.com，sjwang@math62.org 

 
地址：Stanley J. Wang  88 Sky Meadow Pl.  White Plains, NY 10607,  USA   

徐家鹄 电话：(65)62736510 

E-mail: xujgu@pacific.net.sg 

 
地址：Xu Jiagu  Blk 23, Jalan Membina, #15-76   Singapore 163023 

张有纮 电话：626.839.5336(H/Fax)  

702-338-4836626.641.8827(W)86-0755-3255318(Shenzhen,China) 

E-mail: yhzhang@math62.org(张)  nnjj128@hotmail.com(蒋) 

 地址：Zhang Youhong 18807 Ashley Place， Rowland Heights, CA 91748  USA 

王震源 电话：402.554.2688(W) 

E-mail: zhenyuanwang@mail.unomaha.edu，zywang@math62.org 

 

地址：Wang Zhenyuan 13528 Hillsborough Dr., Omaha, NE 68164  US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Omaha Omaha, NE 6818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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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耀. 林超贤 郭文龙 杨金标 黄裕发 

  顾梅英 

概率统计专门组的江苏进修教师 

傅德兴 钱锦泉 孟伯荣 马小章 秦玉珍 刘生玉 張奠宙  

 

 

 

 

 

汪振鹏 1999年病故 电话：(021)62451298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华东师大一村 330号 903室  邮编： 

何裕鑫 1994年病故 电话： (010)63044857    

 
地址：北京丰台区洋桥北里十一区二号楼二门 701号   邮编：100077 

汪良辉 2005年病故  

 

地址：浙江杭州文一路西溪河下杭州师范学院宿舍  邮编：310012 

金朝仁 1998年病故 电话：(0355)3027099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惠丰厂列电车院 2号楼    邮编：046012 

殷连元 2003年病故 电话：(0562)3862005     

 

地址：安徽铜陵跃进东村 28栋 5楼 2号邮编：244021 

曹家鼎 2007年病故 电话：(021)62942881   

 

地址：上海番禺路 800弄 20号 204室邮编：200030 

尹仙保 2007年病故 电话：(021)62838735  62957657    

 

地址：上海长宁区番禺路 215号 302室邮编：200052 

苏显儒  1995年病故 电话：(024)25874831*276    

 

地址：辽宁沈阳化工学院家属宿舍 6号楼邮编：110021 

 吴明一  1999年病故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教师进修学院 

 周忠泰  1972年病故 地址：上海长缨中学 

汪  苹  2006年病故   地址：上海 

 
 

莫晚芳 08年 5月病故 电话：(010)67221580   13901184383   

E-mail: qing_fall_love@yahoo.cn(女儿） 

 
地址：北京永定门外安定里 7号楼 3-301室邮编：100075 

钟以禧 07年病故于美国 电话：713.666.3119(H)     

E-mail: yxzhong@math62.org 

 
地址：6901 Bertner Ave. GSBS S-250  Houston, TX 77030  USA 或 3809 N. 

Braeswood Blvd. #27 Houston, TX 77025  USA 

张维英 07年病故于上海 电话：(021)62753683    

 
地址：上海虹桥路 953弄 66号 303室邮编： 200051 

已故同学（28人） 

未联系上的学友（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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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妹 2012年 3月病故 电话：(021)62415124(H) 62626587(女)  

 

地址：上海天山五村 61号甲 505室   仙霞路 320弄 32号 301室（女儿家） 

邮编：200336 

孙道勋  2005年前后病故 电话：(0591)83726852    

 

地址：福建福州市鼓楼区杨桥中路 263号电信局宿舍 906室 邮编：350002 

马世骅 电话：(0531)88565420      

E-mail: 

 
地址：山东济南山大南路 20号南院宿舍 36楼 2单元 201室   邮编：250100 

尤桂铭 2010年病故于福州 电话：(0591)83713686     

 

地址：福建鼓楼区杨桥新村 9号楼 301室  邮编：360002 

 

  

梅定甫 邵  仪 陈光第 张又勇 王文英 张学美 陈再康 范家义 

 

阿部都热哈曼   
约 2010年前去世 
新疆进修教师 

 

热夏提 
2011年去世 
新疆进修教师 

 

 

 

 

 

 

 

 

胡和生 电话：（021）65643204 

E-mail: huhesheng@fudan.edu.cn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第九宿舍 16号   邮编：200433 

夏道行 电话：(021)65425043(上海) 

E-mail:xiad@ctrvax.Vanderbilt.edu   daoxingxia@netscape.net 

 

地址：Prof.Daoxing Xia,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Vanderbilt university,Nashville,TN 37240,USA 

李大潜 电话：（021）65640726 

E-mail: dqli@fudan.edu.cn  

 

地址：上海国福路 30弄 5号 303室  邮编：200433 

金福临 电话：（021）65116251 

E-mail: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第七宿舍 81号 302室  邮编：200433 

夏  林 电话：（021）65640698 

E-mail: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第二宿舍 1号 403室  邮编：200433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部分教师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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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能治 电话：（021）65649620   13381672089 

E-mail: 邮编：200433 

 

地址：上海国年路 101弄复旦大学第二宿舍 42号 101室 

丁伯金 电话：(021) 55062160 

E-mail: dingbojin@hotmail.com 邮编：200433 

 

地址：上海国权东路 99弄 96号 101室 

李君如 电话：（021）66304526 

E-mail: 

 

地址：上海广中路 680弄 12号 1202室  邮编： 

孙芳烈 电话：（021）65111677 

E-mail: sunfanglie@sina.com pan_cy@sins.com 

 
地址：上海复旦大学第十宿舍 9号 403室  邮编：200433 

郭坤宇(现任数学学院院长) 电话：(021) 55665017  

E-mail: kyguo@fudan.edu.cn 

 王永珍(现任数学学院副院长) 电话：(021) 65642341 (O) 

 侯立强(现任数学学院分党委书记) 电话：65642565 

 

 

电话：(86-21)62485191,62322478(O) (86-21)62485191,62322478（传

真) 

上海复旦大

学校友会 

E-mail: xiaoyh@fosun.com xiaoyh@fosun.com 

Http://www.fodan-alumni.org 

数学学院办公室电话：（021）65642346；65642341 

注 1： 本资料依 2012年 8月 12日前从各方学友收到的反馈信息汇总而成。

如有误者或者今后有变化者，请及时告知郑国莱学友，争取今后弥补。     

注 2： 本通讯录将载于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校友网站上，可下载，以后的

修改将在网上进行。请注意搜索。网址：http://www.math62.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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