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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发说明 
 

                                                                                   

                             

                           

 

 

 

 

  

  

  本期的主要内容有今年 10月聚会专栏：今年 10月聚会正式通知，

本期后决定参会的同学特别须知，今年校庆返校日聚会报道，未刊登学

友回执、建议汇编，最新电讯信息；有松江景点介绍专栏：游赏上海松

江广富林遗址公园，松江十大景点图照：信息更补专栏:学友通讯信息，

学友亡故信息；健康网文专栏（见附件）：吃药的学问，大蒜的营养价

值高于人参，哈佛大学推荐 20个快乐习惯，吃红烧肉的老人为什么健

康长寿。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届全体师生： 

经过今年 5 月 26日我届部分同学参加复旦校庆返校日聚会（决

断性商议会）讨论决定：定于 2017 年 10 月 17 月（周二）-20月（周

五）举行“我届同学入学复旦大学 60周年欢庆大会暨大学教育实践

与经验总结研讨会”，敬请各位师生届时准时莅临出席！ 

 

聚会期间，各项活动的具体安排如下： 10 月 17日，下午 1:00 起，

秘书组接受外地同学及参与接待人员的报到手续（确定参加各项活动的具

体人数），并落实食宿事宜及参加本次聚会各项活动的登记手续。报到地

点为复旦燕园宾馆：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 270 号（可乘 10号地铁线江湾

体育场站下车，出 1号口，沿着政通路向复旦光华楼方向行走 400 米即可

到达。）本次聚会接待工作将由秘书组郑国莱、叶秀明两位同学负责操办。

本次聚会在燕园宾馆的食宿安排由陈恕行同学负责操办、安排。 

10 月 18 日，上午 8:00 起，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楼 2001 室，秘书组接受

学友信息交流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第三十七期 

2017 年 06 月 21 日 

学友聚会专栏 

 

今年 10 月聚会专栏 

 

今年 10 月聚会正式通知 

 



2017 年 06 月 21 日                                   学友信息交流 第三十七期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学友联谊会 

2 / 14 

上海同学及一些住沪同学的报到手续（确定参加各

项活动的具体 

人数）。 

10月 18 日，上午 9:00，在复旦大学光华楼

东楼 2001 室举行 “复旦大学数学系 62 届同学入

学复旦大学 60周年欢庆大会暨大学教育实践与经

验总结研讨会”开幕式。本次聚会特邀了我们的老

大哥李大潜院士光临出席。 

开幕式由中科院院士陈恕行同学主持，由东道

主代表陈天平教授致主辞。首先请中科院院士李大潜学长致祝词。此

后就开始自由发言，现已定第一个自由发言者是袁采同学。其他自由

发言者次序不作预先确定，但秘书组认为，各地市的同学至少要推举

一位同学代表发言，第一次参加大聚会的同学得必须发言，期望海外

同学都能发言。 

 
10月 18 日，上午 11:00，拍摄纪念集体照，一张是与会师生合影；

另一张是与会同学及其老伴合影照。余下时间，大家可自行拍些同学合

影照。本次留念拍摄事宜均由罗惟德同学负责联络、操办、安排。 

10月 18 日，中午 12：00，与会者复旦大学教师食堂聚餐。本次聚

餐由陈恕行同学负责操办、落实。 

10 月 18 日，下午 1：30，与会者乘大巴去复旦大学江湾新校区

参观上海数学中心，约于下午 2:30 在该数学中心举行侃谈会，主题为 “大

学教育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讨”，大家可对六十年前学习经历与大学教育

教学的作个精炼的回顾，也可总结一下相应的经验教训，进而可畅谈大学

教育教学深化改革的意见与建议等。此外，大家还可对社会热点问题及一

切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无保留地侃聊。 

参观事宜由陈恕行同学负责联络、落实。 

10月 18 日，下午 5：30，在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上海市政法路 195

号）对外餐厅，参会同学集体过生日暨晚餐。本次晚宴由袁采同学（熟识

二教院领导）与罗惟德同学（熟识餐厅大厨）一起负责联络、操办、安排。 

 

从复旦江湾校区到二教院，将安排车辆送到。从二教院返回燕园宾馆，

因相距不远，又较晚了安排车辆不易，只能做好多种准备：如能安排到车

辆最好；如安排不到车辆，则建议体质较好的，可结伴步行回宾馆，体质

较弱的，可乘公交 118 路或 147 路回到复旦。 

10月 18 日，晚上原定的举行卡拉 OK晚会，因参加者过少而取消，改

为大家会住宿宾馆进行自由结合侃谈。 

10月 19 日，因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参加旅游活动，就不考虑再安排

专门的侃谈活动，其实在旅游途中，也可以结伴作边走边侃，边游边谈。

原不考虑旅游的与会者可随车活动，可在车上休息、交谈，也可下车稍许

走动走动，也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少观赏些景点秋色。 

本天的旅游景点定为上海市松江区有关景点。由国旅上海分社承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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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旅游活动。全天旅游以上海广富林遗址公园主景点，次景点为松江

十大旅游景点（上海方塔园，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佘山月湖，松江古

城，松江福田净寺，程十发艺术馆，西佘山园，松江延寿寺，佘山国

家旅游度假区，佘山月圆园艺术馆）中的几个，哪几个得待与旅行社

商定具体旅游路线后再定之。本天聚游的中餐与晚餐都由旅行社安

排、落实。 

本次旅游活动具体由戴世强同学负责联络、落实。 

本天旅游的乘车起点定在复旦燕园宾馆，并在开赴松江的途中，

设立上海博物馆（武胜路正门）、沪闵线徐家汇车站（近东方商厦）

两个定车点，以便于家住市区同学上车；回返途中依然会停靠这两个

定车点。出发时间及其停靠点的大致上车时间，将在聚会开幕式上通

告大家。为避免车等人，希望大家做到提前到达出发点或停靠点。 

本天旅游活动结束，即告本次大型聚会结束。 

     10 月 20 日，住宿于复旦招待所的同学办理退房、退餐券

事宜。办完后，就各自作出随后安排。可再留上海几天，作自主游；

也可踏上返回的行程。 

 

本次大聚会，已得到张有紘、鲍佐祥、谢惠民与邱家恒四位同学

的赞助。在今年校庆返校日聚会决断会上，经大家深入讨论，一致决

定对聚会与会者将不收会务费。 

为精细过好聚会服务工作，秘书组拟出与会者须知如下： 

1.凡在燕园宾馆住宿的同学，必须在今年 9 月底前向郑国莱与陈恕

行同学同时提供各自的手机号或其他最易联系上的通讯方式，以便告知

确认的准住信息或突然出现的变动信息。又 20 日大家必须办完好退房、

退餐券事宜后，方能返回原地。 

2.凡与会者必须带好各自的保健物品。 

3.为确保大家能准时赴复旦与会参聚，不被堵车误时，秘书组建

议大家来复旦时，不管如何转车，最后必须转乘 10 号地铁线（江湾体育

场车站下车，走 1 号出口，沿着政通路向复旦光华楼方向行走 500 米），

即可最便抵会。 

4.尚未明确与会又准备与会的同学，望在今年 9 月 15 日前必须向秘

书组任一位同学（郑国莱、黄智强、严新樑与叶秀明）表明最后的意向及

其最便直接联系的手机号码，以便秘书组能确保你们住宿、用餐、乘车与

旅游等方面能得到妥善安排。如果再晚了，就很难再去更改原已筹定的事

宜。这里，只好明确告知迟疑不决参会的同学，过了 9 月 15 日截止期，

将不再受理报名参会事宜！ 

5.与会和返回车务事宜均需自理。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7.5 

 

 

 

 

考虑到有部分同学在近期才决定参加我届同学入学复旦 60周年欢庆

大聚会，对此，秘书组表示热烈欢迎，但顾及到新增的与会人数会改变原

来预订的客房数、餐桌数与旅游乘车数，这就需要提前跟相关部门或单位

作好沟通、改数、增容事宜，如太晚了，就有可能使被沟通的部门或单位

无力接受改动要求。这样，新增参会同学的参会愿望也许会落空，出现令

人遗憾的结果。为此，秘书组要求新提出参会的同学必须做到：在今年 9

月 15 日前，向秘书组做好新增报名事宜（告知参加聚会各项活动的人数

——1 人还是 2人），并在 9月底得到秘书组正式确认后方可前来。新增报

名与核准确认可向秘书组任何一位同学（郑国莱、黄智强、严新樑与叶秀

明）联系与搞定。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2017.5 

 

郑国莱, guolaizheng@sina.cn,(021)62828258,13918636230; 

黄智强, hzq1937@163.com, (021)65335073, 13917134570; 

严新樑, yxl1936@126.com，(021)54183792, 

叶秀明, yexiumin1938@163.com, 13761498884 

 

本期后决定参会的同学特别须知 

 

mailto:guolaizheng@sina.cn,(021)62828258,13918636230
mailto:hzq1937@163.com
mailto:yxl1936@126.com
mailto:yexiumin193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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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校庆返校日聚会报道 

 

 
 

 

 

 

 

 

2017 年 5月 26日，按惯例，上海与周边地区的部分我届老同学在

复旦大学光华楼 15 楼咖啡厅举行了校庆返校日聚会，本次聚会主要议

题是决断今年 10月举行我届同学隆重庆祝入学复旦大学 60周年大型聚

会的最后方案。本次聚会，由陈恕行老同学周到操办，也得到了复旦大

学数学学院负责校友工作的虞彬同志的悉心关怀，又在全体与会者的认

真参议下，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聚会开得十分顺利、圆满！出席聚会的

同学，有陈恕行、舒五昌、王婉华、罗惟德、陈云程、沈纯理、吴敏金、

戴世强、黄智强、严新樑、袁采、钱雪元、鲍佐祥、谢惠民、董太亨与

郑国莱共 16 人。 

 

本次决断会应在当天上午 9：30 开始，但受堵车与原定会场的变更

等因素影响，约在 10:00 左右正式开启讨论。讨论由秘书长郑国莱同学

主持。与会者一边喝茶或咖啡，一边认真参与议论，讨论十分务实，也

非常深入，又很快达成共识、取得成果。讨论按照聚会期间各项活动的

先后顺序，一一予以探讨落实： 

1.10 月 17日，下午起，将由郑国莱、叶秀明两位同学负责接待

外地同学及接待人员的办理报到手续。接待站设在复旦大学燕园宾馆

接待大厅。为了确保外地同学能有较好的住宿处，陈恕行同学在一年

前就在此宾馆预订了几十间客房，后因聚会日期的变动，又花费了不

少口舌才保留了下来，恕行同学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心血。因食宿是本次聚

会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恕行同学也亲自作了妥善的安排。 

2.10 月 18日上午 8:00 起，秘书组叶秀明同学将在聚会开幕式会场接

待上海同学及其他住沪同学办理报到手续。 

为使本次大聚会能合符正面、规范的要求，经秘书组与陈恕行同学商

定，拟将本次聚会定名为“我届同学入学复旦大学 60 周年欢庆大会暨大

学教育实践与经验总结研讨会”，以使大会的接待与会务工作纳入合规渠

道。 

大家推定陈恕行同学担当主持开幕式重任，恕行同学当场欣然接受

了；大家也推荐陈天平同学作为东道主代表致开幕式主辞，因今天天平同

学因故未能出席，大家就委托郑国莱同学将由他致主辞之动议转告天平同

学并予以落实（会后第二天就完成了落实工作）。大家还推举袁采同学作

为大会自由发言的第一人，袁采同学也爽快地应允了。大家还要求秘书组

在聚会前做好其他自由发言者的说定工作，期望第一次参加大聚会的同学

必须能发言，还希望看到各地市都有代表发言及海外同学也有代表发言。

郑国莱同学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大家也讨论到要否请些老师出席？由于当

年我们的主讲老师都已年时已高，为了顾及到他们的健康与安全，大家觉

得还是免请为好，至于以往常参与我届聚会的丁伯金与孙芳烈老师，只要

他们能来或联系得上，秘书组与陈恕行同学将会做好必要的询问、落实事

宜。 

为使更多的老同学能前来参加本次大聚会，秘书组委请黄智强、叶秀

明等同学做好必要的个别询问工作，目前已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顺便提一下，决断会结束后，我们在走向电梯时，恰巧碰到了学长李

大潜院士，于是当即就邀请他出席我们的 10 月大聚会开幕式，他当场答

应了。随后想到，在开幕式上可当场请他致以祝词。 

3.拍摄聚会留念照，每次大聚会都由罗惟德同学负责联络、操办，在

今天的商议会上，罗惟德同学主动说，她将继续负责做好今年聚会的拍照

留念事宜。 

4.对于开幕式后聚餐，这是本次大会的会务组成部分，恕行同学当场

主动表示，他会做好本次聚餐的具体安排的。 

5.当天下午的侃谈会，恕行同学提出要否先参观一下上海数学中心，

然后在数学中心借个会场举行侃谈会。此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参观上

海数学中心也是一次会务活动，恕行同学表示将会安排车辆送大家去江湾

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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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晚上举行的集体生日晚宴的场所，大家议论下来，应安排

在校外进行。至于寻找哪个场所，开始有提出到五角场去，也有提出

到国权路附近去，随后罗惟德同学推荐上海二教学院对外餐厅，她品

赏过几次，也熟识了餐厅大厨，提到二教院，袁采听了兴奋了起来，

这是他工作过的老娘家，于是他马上跟二教院的老领导通了话，也接

上了关系，现在该餐厅的上下都接通了关系，于是袁采与罗惟德两同

学就自告奋勇地提出，该项集体生日晚宴由他俩具体负责落实，并说

好今天中午餐毕后，他俩就去二教院做好相关的落实事宜。 

 
7.原定要在当晚举行卡拉 OK 晚会，现根据所有回执作统计，只

有 3-5人表示 要参加，人数太少了，难成气候，于是大家一致认为，

应从实际出发，拟取消举办卡拉 OK 晚会的计划，提议改为由大家自

由结合，在宿舍里举行侃谈会。  

8.对于 19 日活动，所有回执汇总知，大多数同学都主张旅游，

也只有 3-5位同学主张侃谈。考虑到侃谈人过少，难作另行安排。大

家通过议论，认为还是统一组织大家去旅游，旅游觉得累的同学可随

车同行，如不下车参游，则可在车上自行侃谈；如也能下车走走，则

可根据自行身体状况少看几个景点，也可不看景点，在停车处附近走

走、聊聊。这样，这些与会者当天的中餐与晚餐也就可随大部队一起

用餐而解决了。 

 
当天选择哪些景点？大家也作了较多的讨论。所有回执中各选的景

点，几乎没有交集，大家就很难选定哪两个景点。对于在回执中被推荐过

的景点，如嘉北郊野公园、月湖雕塑公园、汇龙潭等等，大家都觉得还并

非最好选择，随后戴世强同学提议去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他曾去过），

倒引起大家的热烈议论，觉得松江是有名古镇，景点相对较为丰富，可以

新开辟的广富林遗址公园为主景点，再顺路带游松江的其他一些好景点，

如有同学提议可参观深坑酒店等。这些动议都为大家所接受。于是当场拍

板，19日一日游定作“松江一日游”。 

至于哪家旅行社会接受我们这个老年人旅行团，只有靠与旅行社有老

关系的同学了，而今也只有戴世强同学有这种资源。世强同学说，他跟国

旅上海分社的新老老总都很熟，应该没问题。当场拍板，由他负责将“松

江一日游”联系、落实好。最后再请该旅行社设计出该天旅程的路线图。

接着，大家议论了如何让大家乘上车的问题。显然，起点站应设在燕园宾

馆，大家建议在车开往松江的路途中，开辟两个停车点，以便让住在市区

的老同学可就近上车。 

 
 

为精细做好 “松江一日游”具体安排工作，戴世强同学会后建议，

拟作一次前期筹备考察活动，秘书组同意该提议。到了 6月上旬，郑国莱

同学得到上海复旦校友会通知，将于 6 月 13 日将组织校友会部分老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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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去游赏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这正好是一次提前考察的好机会。于

是郑国莱同学便在 6 月 13 日随团参加了这次旅游活动。这天上午

8:30，从复旦开车，9:00 在上海博物馆接上 20 几位参游老校友，因

路途堵车，直到 10:30 左右才到松江泗泾镇。先参观了泗泾镇老年学

校的陈列室，看到了不少精美的书法、绘画、剪纸、手工制作等作品；

随后就在附近用餐；餐毕，驱车去了马相伯故居参观；随后再走去车

接点，途中经过了高耸雄伟的安方塔；乘上车后便直接开往广富林遗

址公园。抵达后，先在接待大厅听从讲解员有关广富林遗址公园的发

现、开发过程，以及最终开发终了目标，它将是全市、全国乃至世界

上最为壮观精美的公园之一。随后大家看了广富林遗址公园的宣传录

像片，美轮美奂的典雅景色，宏伟壮观的全面布局，给大家留下了难

忘的印象（有八大亮点与四大特色）。随后，我们一行人便在雨中走

赏了知也禅寺等景点。导游者是一位老校友，带领大家欣赏了一些就

近可到的景点。大家被告知，此前原无大门，可随便进出；现已被管

控了起来，大门口已有人把守，游人已不能随意进出，有些景点又已

被围堵了起来，难以走进观赏。对此，郑国莱做了会有心人，在走出

讲解厅之前，就问了讲解员几个问题。得知该公园将于 2018 年 10

月正式开放；现在要来参观必须去松江新城公司得到许可并领得通行

证。为此，上海同学正在设法通关系去搞通行证。 

 

9.对于这次聚会，要否对与会同学收取最低费用问题，大家作了

深入的讨论，有的同学同学提出可试行“AA”制，也有同学提出可每

个同学收个 50 元，与会的两位赞助同学（谢惠民与鲍佐祥）提出干

脆还是不收最低费用。接着他俩的话锋，国莱同学汇报了到目前为止，

表示愿意赞助的同学先后有：鲍佐祥同学（上次大聚会时，他就主动

提出要赞助下次聚会活动，今天表示将在今年聚会前兑现承诺）；张

友紘同学（去年 10 就提出要把赞助金汇过来，后经劝说，可在今年 10 月

前回来）；谢惠民同学（每近几次大聚会，他都有所赞助，今天又兑现了

赞助承诺）；邱家恒同学（在此前，先在短讯上得知有赞助金汇来，后见

到汇款单，才知是他汇来的）。根据这些同学的赞助情况，本次大聚会不

向与会收取最低费用，应该是没问题的。就这样，“本次聚会不收费用”

的动议就敲定了下来了！ 

 
10.对于五年后（毕业复旦 60 周年），要否再举办大型聚会，大家也

作了一些议论。大家分析说，大致身体尚好的同学都主张再行聚会；而身

体较弱的同学大都已难成行，据此大家觉得，五年后，只要有一些同学可

以聚会，那就去促成这些同学的聚会，只要不是过少，否则就应坚持这传

统性聚会。到底能否成行，还是五年后看具体情况而定之！ 

值此，各项活动的具体落实任务都已确定责任人，各项活动的大致细

节也作了较为实在的剖析。决断会开得十分顺畅！有同学说，这次决断会，

因有资源的人少了，承担活动的风险大了，但敲定方案的速度倒反而快了，

留下的尚需决策的课题几乎没了，所以可谓这次决断会是至今为止开得最

为成功的一次！ 

约在中午 11:30 左右，决断会结束。之后，大家随恕行同学去教授餐

厅用餐。16人，分成两桌，大家边用餐边闲聊。用餐中，大家议论到下次

如何聚会的问题，顺之，雪元同学介绍了得和茶室的优点（它曾是本次决

断会首选处，后因乘车不最便利，才改回复旦聚会）的优点——费用不贵，

用时长，有大小闲聊室，用餐、尝点心、吃水果都可随意取，深受老年客

人欢迎，大家听后，都表示使得一去。听后，佐祥同学立即提出，下次他

愿意做东道主。除此以外，袁采同学则介绍了一种德国生产的用电烧菜机，

他将该机器用微信作了介绍，同时也随具体说了他是如何操作该机器的，

用下来，他的感觉是很方便、很实惠、很管用。听他介绍后，当场有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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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便动了心，询问起具体名称与型号，以及购买的地点与去实践试菜

的方式。其他话题还不少，这里就不作一一报道了。聚餐一直延续到

下午 2:00 左右。餐毕，大家便分手致意、依依惜别！ 

 

本次决断会前前后后，黄智强同学都一直注意用手机拍照取镜，

这是他为配合本篇报道所必配新闻照片，也是本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 

郑国莱   2017.6.14 

 

 

 

 

刘永才回执 

叶秀明  烦托请转告郑国莱先生，复旦校友十月活

动，我（一人）將参加第一天活动。后期活动暂未定。

郑先生没有微信，只能拜托你转告了。再次谢谢。 

      刘永才  2017.4 

 

 

陈恕行提议 

秀明兄，国莱兄： 

关于聚会时的旅游安排，我以前说过我的意见。原准备在 5 月 26

日时再一起讨论，今既然您还在征求意见，再说几句。 

上海市区的景点都是熙熙攘攘，一群人进去，

立即被冲散，不宜安排。郊区有个月湖雕塑公园，

环境优雅，有艺术欣赏品味，因为门票较贵，园内

人相对较少，我们在里面边走边聊，是不错的选择。

门票对 70 岁以上的人是 50 元，我想还是可以承

受的。又，在去年五月时曾有人提出过苏州金鸡湖，

这是个 5A 级景区，如大家有兴趣，也可考虑。祝

好!                   

陈恕行    2017.4.29 

 

顾梅英回执 

郑老师，您好： 

我因家里有事，离不开，故不能参加此次聚会，请

代问同学好。 

               顾梅英   2017.4.29   

 

周列川回执 

  我(周列川)老伴(郑芝兰)共二人参加今年

10月入学 60周年的纪念活动。10 月 17日向秘书组

报到,10 月 20 曰返回。活动中安排的项目均参加。 

  关于 10 月份聚会后续信息请发至这个邮箱

50273232@qq.com，谢谢！ 

         周列川     2017.5.1 

 

郑国莱回执 

我（姓名：郑国莱）将和我老伴（姓名： 励聪）共（2）

人前来参加今年 10 月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又并

将于 10月（17）日向秘书组报到。10 月 20日后，我将（返

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 月 17 日-19 日），我表示（同意）。 

今年聚会未刊登回执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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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聚会第一天（10 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2）人；开幕式发言与否？（不发言）；留念照

（参加），（2）人；中午聚餐（参加），（2）人；下午侃谈会（参加），

（2）人；同学集体生日晚餐共（2）人;晚上卡拉 OK晚会（不参加）。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主张（旅游）。 

我确定参加景点旅游，共（1,2）人，我选的两个景点是（秋霞

圃，汇龙潭）。原因是该两景点都位于嘉定，相聚较近，便于转换，

不必劳于乘车奔波。 

另外，对于有同学提议的新景点“嘉北郊野”，我觉得它刚开始

迎客，属于新建公园，估计尚未完善，从照片上看，似乎还较显乡土

色彩，宜待后再去参观。至于苏州金鸡湖，虽已开发许久，但从网上

查知，该景点的观赏晚景较为适宜，白天赏景较为逊色，尚且相对路

途较远，易使人劳累，似乎也不适宜。对于陈恕行同学提议的“月湖

雕塑公园”，我觉得也可考虑，如同意者较多，则可选择此景。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

庆典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郑国莱    2017.5.3  

赵崇诰回执 

国莱： 

我与老伴将参加今年的聚会，据了解，南京同学

中，叶耕中夫妇、臧国才夫妇、也都参加，葛锁网已

告知，邱家恒也会参加，马锦忠、杨友春可能出门不

太方便，李立新以前也很少参加。我们没什么意见，

一切服从会务组统一安排。     赵崇诰     

2017.5.2 

 

 

 

张如兴回执 

我（姓名：张如兴  ）将和我老伴（姓名：王佩中  ）（ 2 ）

人前来参加今年 10月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又并将于 10

月（17）日向秘书组报到。10月 20日后，我将（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 月 17 日-19 日），我表示（同

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 

聚会第一天（10 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2）人；开幕式发言与否？

（不发言）；留念照（参加），（2）人；中午聚餐

（参加），（2）人；下午侃谈会（参加），（2）

人；同学集体生日晚餐共（2）人;晚上卡拉 OK 晚会

（不参加）。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主张（侃

谈），我确定参加侃谈活动，共（2）人。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庆典

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张如兴     2017.5.3 

沈仁欣回执 

我（姓名： 沈仁欣  ）共（1）人前

来参加今年 10月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

活动，又并将于 10月（17）日向秘书组报到。

10 月 20 日后，我将（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 月 17 日-19 日），我

表示（同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 

聚会第一天（10 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1）人；开幕式发言

与否？（不发言）。留念照（参加），（1）

人；中午聚餐（参加），（1）人；下午侃谈会（参加），（1）人；同学

集体生日晚餐共（1）人;晚上卡拉 OK 晚会（不参加）。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主张（旅游），我确定参加景点

旅游，共（1）人，我选的两个景点是（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上海植物

园）。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庆典

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沈仁欣     20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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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莹来电 

国莱： 

我将和我爱人欣然参加今年 19月的同学聚会，并

积极参加秘书组组织的所有活动。 

      李国莹     2017.5.3 

 

孙光第回执 

我（姓名：孙光第 ，身份证号：330************417 ）  

将和老伴（姓名：陈梅蕾 ，身份证号：

330************422 ）  

共（2）人前来参加今年 10 月的入学 60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

又并将于 10 月（17,18）日向秘书组报到。10 月 20日后，我将（自

助旅游，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 月 17 日-19 日），我表

示（同意），建议改为 月 日

--- 月 日。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聚会第一天

（10 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2）人；开幕式发言与

否？（不发言），发言主题是（ ）；留念照

（参加），（2）人；中午聚餐（参加），（2）

人；下午侃谈会（参加），（2）人；同学集体

生日晚餐共（2）人;晚上卡拉 OK 晚会（不参

加），（1,2）人；我（能，不能）操控卡拉

OK机点唱。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主张（旅游，想目睹上海

市容变化，像一般一日游，不主张圆林景点旅游，听从会务组安

排，2 人参加）。  

我确定参加景点旅游，共（1,2）人，我选的两个景点是（豫园，

秋霞圃，汇龙潭，醉白池，古漪园，滴水湖，外滩，新天地，田子

坊，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深海探索馆，顾村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

世纪公园）。  

除以上景点外，我提议的旅游景点有：  

我确定参加侃谈活动，共（1,2）人。  

有同学提议的“农家乐”活动（参加，不参加），共（1,2）人。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庆典

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孙光第  2017. 5. 5 

 

汪芳亭回执 

秀明：收到新信息交流，内容丰富，谢谢！ 

我近年来受全身性严重湿疹困扰，虽不是致命

的，但反复发作，无法根治。不断吃抗过敏药，外

用各种药膏不能停，不能受热，也不能晒日光。因

外出多有不便，故今年的聚会难以参加了，很遗憾。

请你转告郑国莱等同学。 

你近来好吗？ 

               汪芳庭      2017.5.5 

 

王锡祥回执 

我 （ 王 锡 祥  身 份 证 号 

110************412）将与老伴（夏扬  

 身份证号 110************427）共 2人，

愉快地参加 10月份的 庆典活动。 

   17 号报到。 

   18 号上午参加开幕式（不发言、参加

留念照、午餐）； 

       下午参加侃谈会、生日晚餐； 

       晚上参加卡拉 ok活动。 

   19 号参加侃谈会。 

   20 号我将与中学同学聚会，在复旦招待所再宿一晚上， 

    21号结帐告别回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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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今后的庆典活动，我希望：“五年一次，不管人多人少， 

   一直到无人召集为止” 。 

   祝学友们健康、快乐、长寿！ 

                 王锡祥    2017. 5.6  

 

丁仁回执 

我（丁仁 ）将和我老伴（陈风

华）共（2）人前来参加今年 10 月

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将

于 10 月（17）日向秘书组报到。10

月 20 日后，我将（在沪看望亲属并

回浙江探亲旅游）。对于聚会日期

（10 月 17 日-19 日），我表示（同

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暂

定)： 

聚会第一天（10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2）人；开幕

式发言与否？（不发言），留念照（参

加），（2）人；中午聚餐（参加），（2）人；下午侃谈会（参加），（1）

人；同学集体生日晚餐共（2）人;晚上卡拉 OK 晚会（参加），（）人；

我（不能）操控卡拉 OK 机点唱。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 

我主张（侃谈，旅游）。 

我确定参加景点旅游，共（2）人，我选的两个景点是（豫园,

新天地）。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

周年庆典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丁 仁    2017.5.7 

 

卞国瑞回执 

我（姓名：卞国瑞）将（1）人前来参加今

年 10 月的入学 60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又并

将于 10月（18）日向秘书组报到。10 月 20日

后，我将（自助旅游，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月 17 日-19 日），我表

示（同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 

聚会第一天（10 月 18日-周三）：开幕式

（参加），（1）人；开幕式发言与否？（不发

言），；留念照（参加），（1）人；中午聚餐（参加），（1）人；下午

侃谈会（参加），（1）人；同学集体生日晚餐共（1）人;晚上卡拉 OK 晚

会（不参加），（0）人；我（不能）操控卡拉 OK 机点唱。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不参加有同学提议的“农家乐”活

动（不参加），共（0）人。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不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 周

年庆典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不必）办下去。 

                             卞国瑞  2017.5.9 

金瑞椿回执 

（姓名： 金瑞椿 ）将和我老伴（姓名：）共（1√,2）人前来参加

今年 10月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又并将于 10 月（17,18√）日

向秘书组报到。10月 20 日后，我将（自助旅游，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月 17 日-19 日），我表示（同意√，不同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聚会第一天（10月 18 日-周三）：开幕

式（参加√，不参加），（1√,2）人；开幕式发言与否？（发言，不发言

√），留念照（参加√，不参加），（1√,2）人；中午聚餐（参加√，不

参加），（1,2）人；下午侃谈会（参加√，不参加），（1√,2）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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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集体生日晚餐共（1√,2）人;晚上卡拉

OK晚会（参加，不参加√），（1,2）人；

我（能，不能）操控卡拉 OK 机点唱。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

主张（旅游，侃谈，自由活动，其他）。 

我确定参加景点旅游，共（1√,2）

人，我选的两个景点是（豫园，秋霞圃，

汇龙潭，醉白池，古漪园，滴水湖，外滩，

新天地，田子坊，上海琉璃艺术博物馆，

深海探索馆，顾村公园，上海植物园，上

海世纪公园）。 

除以上景点外，我提议的旅游景点

有：我确定参加侃谈活动，共（1,2）人。有同学提议的“农家乐”

活动（参加，不参加），共（1,2）人。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不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庆典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不必）

办下去。 

金瑞椿  2017.5.10 

 

章治本回执 

 

我（姓名：  章治本  ，身份证号码：

110************211）共（1）人前来参加今年

10 月的入学 60 周年的纪念庆典活动，又并将于

10 月（17）日向秘书组报到。10月 20 日后，我

将（返回原处）。                           

对于聚会日期（10 月 17 日-19 日），我表示（同

意）。 

我将参加的各项聚会活动是：聚会第一天

（10 月 18日-周三）： 

开幕式（参加），（1）人；开幕式发言与否？（不发言）；留念照（参

加），（1）人；中午聚餐（参加），（1）人；下午侃谈会（参加），（1）人；

同学集体生日晚餐共（1）人;晚上卡拉 OK 晚会（不参加）人。 

聚会第二天（10 月 19日-周四）：我主张（侃谈）。 

我确定参加侃谈活动，共（1）人。 

有同学提议的“农家乐”活动（不参加）。 

聚会后的学友交流活动：我希望（办）2022 年毕业复旦 60周年庆典

活动；我认为，今后的《学友信息交流》（要）办下去。 

对今后的学友活动，我的建议如下： 

 1、继续办好《学友信息交流》 

 2、扩大现有的微信群《复旦数学系 62 届》，现在已有成员 36 位                                                        

章治本   2017 年 6 月 18日 

 

最新电讯信息 

国莱:我与朱从鑑和林进福通了电话，朱有手机，但不发短信，林不

玩手机，他们都不玩电脑，邮箱都是子女的，所以信息很不通畅，十月聚

会都不知道。电话中都表示参加聚会，我又重发了新回执，至今没有回音。

林独立行动有困难，需儿子陪同。智强微信中说：“下列同学已联系上了：

宋念慈，周继高，斯端伦，李达仁，陈俊本，余国和，邬齐斌。邬齐斌主

动说袁业立和李伯成由他代为联系。龚奇敏已半联系上了，所谓半，是与

其太太联系上了  ”  

 秀明    201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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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 海 方塔园                   2佘山国家森林公园 

  

 

 

3 上海地震科普馆          4 浦江源三角渡堤防 

 
5 松江延寿寺                  6 松江博物馆 

 

7 松江科技馆           8 松江泗泾公园 

 

 

 

松江十大景点图照 

 

http://www.bytravel.cn/Landscape/8/fangtayu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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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松江福田净寺             10 松江资庆寺 

 

游赏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公园 

前几天看报纸，有一则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说的是上海松江大学城那里，

有一个广富林遗址公园正在建设，已经建得像模像样了，有一个很大的湖，里

面最奇特的是建有?大片水上的房屋，还新建了许多徽派的建筑，亭台楼阁一

应俱全，它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是大部分地方已能观赏了，现在去玩不收

门票。我看了游兴顿起，昨天天气很好，也不是很热，一早就乘上了 8 号地铁，

到陆家浜路站转乘 9 号地铁，到松江大学城站下车，在站边的汽车站乘松江 1

5 路公交车（乘 24 路公交车也能到），一共乘六站，到华东政法大学站下车，

就能看到广富林遗址公园了，行程两个小时。 

下车后，已能看到景点了，但是还要走不少路，下车的地方是广富林路，

向东走，到龙源路向北走，走到银泽路再向西走，走两百米处向左转弯，就是

广富林遗址公园的入口处，连大门也没有。因为广富林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所以连地址都没有，连网上也没有它的地址，只能知道它的方位。我去的时候

游人也很多，大多是中老年人，呵呵，现在旅游中老年人是绝对主力呢。 

广富林遗址在松江新城区的方松街道，北面离佘山约 4 公里，具体位置在

广富林村北，施家浜河道的本身以及两岸。广富林遗址是当地村民在 1958 年

开河时最早发现的，当时村民挖到古代文物后，报告给有关部门，1961 年市

文管会考古部组织专家开始试探性挖掘，时间不到一个月，但遗址下层出土的

文物被认为是典型的良渚文化，确定此地为新石器―东周遗址。第二次发掘是

1999 年底至 2000 年初，发掘面积 349 平方米，从中发现了汉朝的大型建筑构

件，这次发掘的收获，除了大量的先人遗物，还发现这里有可能曾是上海最早

的城镇。第三次发掘在 2000 年底就开始了，发掘面积扩大到了 500 平方米。出土

了经鉴定属于龙山文化类型的器物，发现 4000 多年以前河南东部有一支人马迁来此

地，这是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交融，留下了上海的先民同中原的移民一

起生活的印记。第三次考古工作结束后，考古工地将转交给建筑施工单位。而在遗

址中心地带，一座广富林遗址公园正处于策划建设阶段。未来的广富林遗址公园占

地 0.6 平方公里，将选址于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之上。而广富林遗址考古博物馆将作

为主体建筑矗立于公园核心位置。博物馆内将专门陈列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

并开辟广富林发掘现场模拟展示、藏宝室等配套设施。广富林遗址公园自部分开放

以来，一直受到游客的关注，今年“五一”期间，每天有超过 5 万游客到广富林参观

游览。广富林遗址公园计划 2016 年年底完成全部的项目建设以及各种物理空间的建

设工作，将要植入 20 多个大大小小的主题博物馆，各类酒店、餐饮配套设施也将逐

步建成。 

我去玩的时候那些水上的房屋里面都是空的，建成后这里就是各种博物馆了。

未来在遗址公园内要建成的“历史文化展示馆”，将通过各种立体的展示手段，带领

游客穿越 6000 年的历史，不仅回到远古，还将看到未来。除此以外，广富林遗址公

园内还将包含各类宗教文化、民俗文化、考古、文物等相关博物馆及文化交流中心，

在文化交流中心内将会进行各种国际专业的博物、考古、文物交流等活动。 

这里地处上海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境内，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规划理念是让

广大的市民感受生态气息、文化气息，亲近大自然，是游玩休闲的胜地，上海的后

花园，发展前景不可估量。发表于：2014-06-11 

  

http://you.ctrip.com/place/shanghai2.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l
http://you.ctrip.com/sight/shanghai2/75641.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sid75641_2_l
http://you.ctrip.com/place/shanghai2.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l
http://you.ctrip.com/place/shanghai2.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l
http://you.ctrip.com/place/shanghai2.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l
http://you.ctrip.com/sight/shanghai2/18331.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sid18331_2_l
http://you.ctrip.com/place/shanghai2.html#ctm_ref=gs_290602_1840674_2_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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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网文专栏（见附件） 

 

 

 

学友通讯信息 

1. 马怀祖  新邮箱：mahuaizu@163.com。 

2. 张  文  新邮箱：zhang081540@hotmail.com  

3. 周列川  新邮箱：250273232@qq.com。 

学友亡故信息 

1. 沈金根  近日黄智强同学告知，其家人告诉他，沈金根同学已亡故。 

2. 马锦忠  近日接赵崇诰同学告知，马锦忠同学已于今年 5 月底病故。 

 

 

沉痛悼念沈金根和马锦忠同学!  

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安息吧!  

 

信息更补专栏 

mailto:mahuaizu@163.com
mailto:25027323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