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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询通知 

                                                                                   

                             

                           

 

 

 

 

  

 

 

今年春节期间，接到殷冠华同学新年贺电，同时他也

专门问起“2017年我们入学复旦大学 60周年”准备如何打

算？当时，我实在无法回答，推说，需要听取广大学友的

意见后再作设计、安排。随后，在今年复旦大学校庆返校

日之时，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部分学友举行了聚会，也专

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日，闻听数学系 60届同学在今年校

庆返校日就举办了入学 60周年聚会活动，从而大大地促进

了我届同学的热烈讨论，经过大家的初步议论，提出了以下意见拟供我

届师生审议、充实与完善： 

  1.学友联谊会秘书组应积极争取办成我届同学入学 60周年庆祝、聚

会活动。 

2.因我届同学年事已高,考虑到安全、健康起见，建议身体尚好、行

动尚可、病疾尚轻的同学努力报名参加我届同学第十一次大型聚会；对

于身体欠佳、行动不便、病疾较多的同学，大家提议还是待家养生为

上，可通过发邮件或发信或发贺电的方式来参与活动。 

3.时间定在 2017年 10月份；地点定在上海母校校区；有组织的活动

历时两天，自行的活动历时自定。 

 

4.两天的活动，初步议论出的项目有：第一天上午举行庆祝聚

会；第一天中午搞一次庆典聚餐；第一天中午聚餐前搞一次合影留

念；第一天下午参观上海自然博物馆；第一天晚上举行卡拉 OK演唱；

第二天上午游览上海迪斯尼乐园；第二天下午或自由活动或大家提

议、讨论、决定；第二天晚上过一次集体 80周岁生日庆祝晚餐。 

 5．外地同学（包括上海筹备组接待成员或住远的同学）按上次大

聚会一样，提供免费住宿。 

 

学友信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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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入学 60周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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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校庆返校日学友聚会

报道 

 

6. 两天早餐自理; 庆典聚餐由学友联谊会秘书组筹款解决,生日

晚餐由全体参会同学分担,两天中除庆典聚餐与生日晚餐外的其余两顿正

餐费由上海同学共同分担;游览迪斯尼与参观自然博物馆的门票（估计老

年人会有优惠）各自自理。 

7.住宿、合影留念照、卡拉 OK与全程乘车费用，由学友联谊会秘书

组筹款解决。 

8.学友联谊会秘书组号召：凡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学友，提供一定的

赞助金（由个人自行量力而定）；凡能提供乘车关系或便利的学友，请协

助秘书组做好接洽乘车的事宜；凡能提供游览上海迪斯尼乐园与参观上

海自然博物馆便利的学友，也请协助秘书组做好接洽观赏的事宜。 

如今趁《交流》25期群发之际，特向全体师生征询意见，渴望大家各

自充分发表己见，并于 2015年 8月 15日（刊发征询通知后一个月）前及

时给郑国莱学友发回或寄回本征询通知的回执 ！敬请广大师生鼎力支

持、全力配合！秘书组将根据大家的回执反馈意见，统计出参会的确切

人数与确定好聚会的具体活动项目，掌握好赞助金的数额，以及了解好

乘车事宜、观赏事宜的便利信息，并于 2016年 7月在《交流》上刊登

“2017年我们入学复旦大学 60周年”大型聚会的《正式通知》。 

本通知仅向有 E-mail邮箱的师生群发，对于无 E-mail邮箱的，或

有 E-mail邮箱但变动了邮箱的，秘书组要求各地有 E-mail邮箱的学友

想尽一切方法予以转告，特别是几个有较多学友的大地区的牵头者，

务请你们协助做好这项工作。 

  

                            

                    学友联谊会秘书组  郑国莱 

                       2015年 7月 

  

 
 

， 

 

 

 我将携（夫人，子，女）共（1，2，3， ， ，…）人前来上海

参加我届同学入学 60周年庆典聚会；对秘书组提供的举办聚会的 8条

意见表示（全部赞同，部分赞同，个别赞同）； 愿意提供（一定赞助

金，乘车事宜便利信息，观赏事宜便利信息），愿意承担（分担费用，

活动的费用，自理活动的费用）；对聚会的具体活动，我建议可

搞                 （请写出活动的具体名称），

其他建议还有：                                                   

  

  ＿＿＿＿＿＿＿＿＿（姓名）   2015年＿＿月＿＿日 

 
 

 

 

 

 

 

 

回执 

（用√表示赞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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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校庆活动包括两项活动：5月 26日为复旦大学世界联谊会 14届

年会日，5月27日为今年建校 110周年校庆返校日。报名参加“世联会”

14届年会的学友有陈天平、舒五昌、王婉华、叶秀明与郑国莱共 5人；

报名参加今年校庆返校日聚会的学友有陈天平、舒五昌、王婉华、叶秀

明、郑国莱、陈恕行、胡美琛、沈纯理、黄智强、严新樑、吴敏金、鲍

佐祥、谢惠民与董太亨共 14人。 

 

5月 26日早上 8：00左右，郑国莱、叶秀明与陈天平三人准时来到“世联
会”14届年会报到处，后舒五昌与王婉华也随后赶到，五人办了签到手续，
领到了会议文件袋，中餐与晚餐客饭券，当晚在复旦正大体育馆举行的建

校 110周年校庆庆典晚会入场券。办完报到手续后，我们 5人就在大会报
到处就坐聊谈，聊了各人的近况，五昌说，他现在上数学竞赛课已不多，

较多时间是住在徐泾的家里，因为该房已挂牌卖出（因房间在六楼，上楼

已感有所累），为候等看房人来访（不时会有人来看房），只得常留守在家，

目前此旧房尚未售出，但浦东新居倒已购好。秀明说，他现在为帮助儿子

（已离婚）需要照顾年幼孙子（因早产而智力发育较晚）的读书与生活，

只得较多时间住在隆昌路的儿子家里，当然宝山地区的自己家也得住上几

天左右。郑国莱则谈了自己依旧的每天的生活时程：早上 5：00左右起床，
梳洗完毕就烧开水、做早餐、晒衣服，忙完了就吃早餐，随后就打电脑（或

写文章或编资料或打游戏），直到 7：45 分左右开始整理去“上图”所需

带的行装，7：50 左右出门，走
去“上图”（原来是骑自行车的，

今年起改成走路。原因是今年

起，腰肌劳损复发，腰部伴有疼

痛感，走路难以走快，有时甚至

会出现腰部直不起来的症状；自

从坚持多走路后，因腰部逐步发

热，从而导致腰部疼痛状也逐步

减弱，现几乎不感到疼痛了），8：
30 进“上图”，坐在每天的老坐
位上。先打开电脑，并上得“上图”无线网。上网后，最先就是打开自

己的邮箱，浏览所有新来的邮件，该保存的就保存的保存，该回复的就

发 E-mail，随后打开共识网，凡值得复制的，就复录在自己的邮箱里，
最后才开始摘录网上资料摘录的内容是“诗词曲赋”的概要、谱式与相

应的实例，至今已收录了近 5000页的
文字资料。下午 4：00左右结束阅览，
再乘地铁 10号线（一站路）到“交大”
站，再走回家。到家后，就开始烧菜

肴、煮米饭。5：30 到 6：00 之间，
我一人先吃晚饭。饭后再做好梳洗事

宜，约晚上 7：00 左右上床看电视，
我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电视剧、电影、

《出彩中国人》、《星光大道》、《妈妈咪呀》、《海峡两岸》、《直播港澳台》、

《子午线》与一些体育频道，直到《子午线》节目结束（晚上 12：00）
便熄灯睡觉。陈天平说自己的生活也依旧如此,基本上每天到校,做一些
自己想做且可做得到的事,有空时办公室里(有几个健身器材)锻炼锻炼身
体。在交流中，有时校友会秘书处的个别同志因较为熟悉，也会插进来

议论母校的一些新闻，如刚离任的母校前任杨校长被披露有荣誉不实之

闻，也许也是他提前离任的原因之一；又如在母校大量基建项目中，原

母校的高位党政领导中也传有不廉洁之闻等等。期间，秀明拍下了多张

我们之间聊侃的照片。中午在旦苑二楼食堂吃了客饭，会后仍随便聊了

起来。原定下午 2：30在光华楼前的阶梯台阶上，所有参加“世联会”
年会的代表都该参加合影留念，结果郑国莱、舒五昌与叶秀明三人因聊

天过了时，没能参加合影（直到我们见到了拍好照回来的王婉华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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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随后是“世联会”14届年会正
式开始。我们只能进分会场听讲，然

因扩音设备欠佳（只闻有声，难明话

意），于是不少校友只好离场再去聊

天。我们也随之出了分会场，天平、

五昌与婉华各自安排了后段的时程。

国莱与秀明两人就去走赏母校校园。

在光华楼前、原 600号前与相辉堂前
都留了影。不知不觉中，时近下午 5：
00，两人便上餐厅完成了晚餐。餐毕，
两人便坐在光华楼旁的座椅上休闲，

一边欣赏年轻的学弟学妹们在草坪

上的各种吸引眼球的景象。特别需要

一提的是，有位女学妹拿了一架自拍

相机到处找背景自行留念，有将戴硕

士服帽的校友（正在一起搞活动）当

背景的，也有将花树当背景的，还有

将光华楼当背景的，当她看到我们两人在观看她拍摄时，她突然热情的前

来我俩处，要求跟我俩一起合个影，

我俩当然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她坐

在我俩中间拍了一张，此时我俩才

见赏了这架自拍相机，所拍摄的画

面十分清晰。拍完了，这位学妹说，

她将在微博上传此照片。再过了一

会，两人便慢步走向地处国权路上

的正大体育馆。约晚上 6；30 左右
进入该馆，按入场券指引，两人找

到外场 A区（体育馆正对舞台的二
楼），只见人已坐得满满的，无奈之

下，两人找到楼上最后第二排中间

靠过道的前后两个座位。坐定后，

两人开始去赏识该馆的设施，该馆

庞大，估计可容纳 5000人左右，具
有多功能性，可开大会（百年校庆

时的主会场就在这里），可看文艺演

出，可举行排球或篮球赛，也可举办其他赛事。特别感受的是其声响效

果绝佳。秀明为此拍了几张照，因只想见识一下此场馆、见赏一下本台

演出，所以两人大概看了两、三个节目后便离场回了家。 
5月 27日上午，我届参加聚会的，原本是定好 9：30在光华楼东楼

1801室集中。最早赶到的是黄智强等学友，因他们赶在早上 7：15前乘

上地铁，故而 8：00左右便到了光华楼，此后大多人都陆续赶到了；郑

国莱与叶秀明是赶在上午 8：45后（8：45正，才可乘地铁）进地铁，

故而只能在 9：40左右 赶到 1801室。人到齐后，智强与秀明分别选择

了大家相聚交谈的一些镜头拍了照。随后便开始进入聚会的正式议

程。一开始，郑国莱学友讲了戴世强学友与李振芳同学要自己代表他

们向大家问候、问好！同时也介绍说，戴是因另有会事而这次未能与

会，李是现在国外女儿处而不能参会。原定的议程有两个：一是交流

各自了解的学友情况；二是议商 2017年我届学友入学 60周年聚会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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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议程。谢惠民学友首先讲述了他最近根沫定夷学友的通

话情况，说沫兄最近情况很好，每天生活非常有规律，参加了不少他能

力所能及的活动，做手指操、教外文歌、坐轮椅车游赏该养老院的院景

等都一直坚持了下来，沫兄也自说自己现在状态

不错。与此同时，大家问及了曾闻患过病的徐元

宙、卞国瑞、徐福生几位学友的情况，关于徐元

宙同学，因罗惟德学友这次未能出席，故而尚没

人可介绍其最近情况，只记得去年校庆返校日聚

会上袁采学友所介绍过的状况，尽管如此，大家

还是相信，有其乐观的心态与积极的治疗，他的

情况定会越来越好的。关于卞国瑞学友，沈纯理

学友介绍说，国瑞兄最近去了美国，去探望其女

儿去了，可见他的情况也是不错的。谈及了他们

两人，因与他俩病灶源大致相同，故大家自然联

想到胡美琛了学友，大家都赞赏了她。她的病历

资格最老，然她的现在健康状况可谓是最好的。归结原因，就是她一直

保持着一种开朗、豁达、善良、乐观的心态，使其免疫力得到最大限度

的提升，从而取得了最好的疗效。我们大家都该从中获得启示与教益。

关于徐福生学友情况，曾

是他部下的郑国莱学友也

只知道他体检时在肺叶上

查到了癌细胞，曾作过开

刀治疗，今年初在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的退离休老

同志的新年聚会上，碰到

过他，见他状况还是很好

的。随后在 5月 28日，郑

国莱学友却幸荣地在路上

碰到了徐福生学友的爱

人，她告知了其最新的状

况，她说，上次开刀乃是切掉了有癌病灶的一叶肺，开刀后情况一直

很稳定，恢复得也相当好。可在今年年初一次复查中，则在另一叶肺

的底部有点状新发的癌点，医生建议他再次开刀将其割除，他当时也

同意再次动手术，然养了两个月后再作手术前全面检查时，却发现该

点病灶毫无变化，故而医生倒反过来建议他暂缓手术，再观察一段时

间再定。这样，徐福生学友接受了该新建议，准备再闲养一段时间再

说。现在的情况如何？他爱人告知，他心情很平静，状态也很好。此

后，黄智强介绍了高熊飞学友的近况，说他杭州的住房已卖掉，现他

们夫妇俩已和其在深圳的女儿住在一起。另外，他的右臂被日军炸掉

的事，现又被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起来，要他准备好相关的材料，他

似乎有了新的希望。黄智强学友还介绍了李永福学友与马锦

忠学友的有关情况（他两都患上了帕金森综合症），说他多次

打电话到李永福的家里，甚至打给他的孙辈人（以前接通

过），现都打不通，不知何因，估计是他有了新的变化；马锦

忠哪儿曾打通过电话，得知他一直在其爱人的

照料下，病况尚还算稳定。此后，

大家相互问了一些情况：得知天平

兄依旧天天来校，除了还有有一定

的尚未告断的业务外，有空时，他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坚持做些室内运

动，所以身体、心态都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也得知恕行兄

前几日还在杭州参加一个会议，原定要参加四天，但因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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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老同学有聚会，便只参加了两天，就赶回上海参加我们同学聚会

了。也得知太亨兄近期很忙很累，因其爱人在年初脑溢血，导致瘫痪在

病床上，不能言语，需要长期护理，故而太亨只能天天有空就得去护理

其爱人，他的遭遇也提醒我们不仅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保养，还得很好地

关注好自己老伴的康健问题。也得知国莱兄一直坚持天天去“上图”，

大家还问及了其一天的生活安排，从而知道：要找他，得在晚上打电话

给他；又得知其每天只睡四小时左右，精神还如此之好，叶秀明一直感

到佩服与不解，于是大家对睡眠时间作了议论，有的说至少应睡6小时，

有的说我得睡8小时，国莱兄则介绍说，他曾听到北京一位有名的医学专

家说过，因各人的生活习惯不仅相同，各人的生物钟也有较大差异，所

以每天睡眠在4-8小时范围内都是属正常的，就得看各人长期形成的习惯

是什么。也得知佐祥兄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练气功、打太极拳，大家看到

他的现状：面色绝佳、身体极好，都感到一个人能坚持练气功或打太极

拳，可定会大大促进身体的健康。大家还联想到上次大聚会上，佐祥兄

曾介绍过自己炒股票的经历，因近期国内股市大涨，想必他一定是收获

颇丰罢，佐祥兄当场告知大家，现在他在股市上赚了一些，并当场向大

家表示，如他在股市上确有收获，则在 2017年大聚会时，定会表示一

点心意，赞助活动筹委会的。当然聚会中也谈到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关于第二个议程。大家议论很踊跃，你一言，我一举，很快汇集

了在《征询通知》里提及的 8条意见，大家可参看《征询通知》，这里

就不再重复了。 

时间过得很快，已过了 11：00，于是大家一致同意先去拍一张集

体留念

照,再

去旦苑

食堂去

用餐，

有话可

在吃饭

时再

聊，也可饭后再找地方去侃。 

大家来到了光华楼前的台阶上,只见已有一批在校生在拍照,我们

等了一会儿乘他们的集体照拍好以后,我们马上接上去,排成两排,由恕

行同学叫来的数学学院的老师帮我们拍了多张留念照.拍好后,上批拍

照的学弟学妹们一拥而上,要求跟我们一起合影,于是双方都拍了几张

合影照。 

合影留念照拍完后,我们就去了旦苑食堂二楼餐厅用餐。由于各人

吃饭速不一样，早拿到客饭的或吃饭速度较快

的，当然会先吃好。鲍佐祥第一个吃好，说如没

其他事，他现就回家

了；后谢惠民也吃好

了，因他要赶回苏

州，自然也说先走

了；王婉华跟其女儿

在别处吃饭，没跟大

家在一起，估计她完

餐后已回了家。吴敏金毕业时是在 64届，故而他

今天基本上是跟 64届在一起；今天沈仁欣学友也

来了，但他原是 60届的，在该届呆的时间相对长一点，正好 60届今天

则是大聚会，故而他基本上也是跟 60届在一起活动。这时，我届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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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0位同学也相继用餐完毕。恕行同学跟国莱同学商量，是否大家饭后

再到光华楼咖啡厅去坐坐，后问了在场的大多数同学，得到大家的一致

赞同。 

大约在中午 12：30左右，大家来到了光华楼咖啡厅，因大厅里的桌

子都有 1-2个人，我们剩下的 10个人只得到咖啡厅的小会议室去喝茶、

饮咖啡。一边品尝，一边随聊。期间，胡美琛同学提出，我届同学尚有

几人没找到？大家分别议出了黄裕发、杨金标，当然还有一些提前休学

的同学，如郭文龙与周维跃等；有同学提出哪些同学没参加过我们同学

的多次聚会？大家也分别议出了王淑静、盛沛栋、胡瀛洲、施明光等；

有的同学谈及到个人的见闻：如郑国莱在沈阳碰到过苏显儒，并被告知

他的一个子（或女）曾患有智障疾，给自己小家庭带来一定的困惑，谈到

这里，有同学也补充说，似乎北京的董师舜同学也有类似的遭遇，大家

对此都深表同情。此外，坐在相邻的同学也不时进行了个别的小议论。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近下午 2：30，于是大家就结束了本次校

庆返校日的聚会活动。需要一提的是，在整个聚会活动中，黄智强、叶

秀明两位同学始终不忘拍摄留念任务，他俩不时地在各段活动期间，捕

捉镜头、按下快门，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画面、瞬息的趣景，本期将选择

一些照片予以刊登，供大家赏鉴。 

 

 

 

 

 
 
 
 

1. 陈云程 增加 E-mail：cheng_yuncheng@163.com。 
2. 叶秀明 更新邮箱：yexiumin1938@163.com； 
3. 黄智强  改家址: 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东路 494弄 1号 11楼 1103

室,邮编:200072,电话;65335073,手机:13917134570。 
4. 谢惠民 增加手机：13390884800 增加邮箱：

szhmxie@qq.com；原来邮箱：szhmxie@ aliy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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