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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 猿园 日

校友会走访 远圆 届校友尧古玩收藏名人朱庆生

本报讯 员圆 月 缘 日袁 校友会办
公室主任刘晶晶等一行 缘 人前往江
苏太仓市袁 走访了我院 远圆 届校友尧
太仓市古玩收藏名人朱庆生遥 朱学
长热情接待了母校校友会和昔日同
窗好友的到访袁 并兴致勃勃的向大
家展示了自己一生收藏的文物珍
品遥
朱庆生系我院 远圆 届调干生袁毕
业后相继在福建部队医院和太仓人
民医院工作袁 在行医的 猿园 余年中袁
成功救治了无以计数的病人袁 其中
不少为高难度危重病人袁 他良好的
医技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众多病人
的交口称赞遥
走进他的寓所袁 会让观赏者大
开眼界院玲珑古朴的玉器尧陶器尧瓷
器和牙雕袁 各个时代的各类珍宝应
有尽有袁令人目不暇接遥 朱学长神采
飞扬地逐一拿出藏品袁 向大家娓娓
道来宝物的来历及其艺术价值和历

史价值的所在遥
据朱学长自己讲述袁几十年来袁
他一直钟情于古董文物的收藏和研
究遥 经过不懈的努力袁如今他已收集
了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陶器尧 红山文
化时期的玉器以及唐宋元明清各个
朝代的珍稀藏品等上千件袁 其中不
少乃存世孤品遥 因此国家文物局尧故
宫博物院尧首都博物馆尧上海博物馆
等专家曾多次找到他有意索购遥 值
得一提的是袁在他所收藏的瓷器中袁
囊括了宋代野五大名窑冶渊即官窑尧钧
窑尧哥窑 尧汝窑 尧定 窑冤所 出 产 的物
品遥 如今这 缘 个窑口出产的瓷器袁可
以说件件价值连城遥
在与朱学长的交流中袁 他多次
强调袁 拥有这些宝贝并不是财富的
象征袁 而是他个人的一种追求和一
种对历史传承的责任遥 他说袁沧海桑
田袁时世变迁遥 千百年来袁这些珍稀
藏品曾流经多人之手袁 如今来到他

缘缘 届校友庆祝毕业 缘缘 周年

本报讯 员园 月 员员 日袁缘缘 届五十
多位校友兴致勃勃地返回到母校医
学院袁 在懿德楼二楼报告厅举行了
毕业 缘缘 周年的聚会活动遥 应 缘缘 届
校友分会会长张文谦学长的盛情邀
请袁缘缘 届校友当年的老师王振义院
士也一起参加了活动遥
缘缘 届 校 友大 部 分 已 经 八 十 多

岁袁几十年来袁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
了骄人的成绩袁 其中著名的有仁济
外科主任施维锦医生尧 华山医院中
医专家邓学稼医生等遥
在聚会活动中袁张文谦会长向大
家通报了近几年 缘缘 届分会的活动情
况袁校友代表一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袁其中袁从美国专程赶回来的唐

一月
员怨 日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会办公室接待上
海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来访袁汇报 圆园园愿原圆园园怨 年度王
宽诚医学奖励基金使用情况遥
猿员 日 医学院领导陈国强尧 黄钢以及校友会秘书
长孔巍和校友会办公室主任刘晶晶赴北京参加上海交
通大学北京地区校友会新春联谊会及音乐会遥二医北京
校友会名誉会长黄永昌尧副会长徐光炜尧秘书长关大顺袁
以及二医杰出校友强伯勤院士等人一同出席了活动遥
二月
圆缘 日 新学年开学第一天袁校友会
办公室商讨确定上半年工作计划遥
圆远 日 校友会启动野上海第二医科
大学校友会冶新网页建设的第二期工程遥
三月
源 日 校友会工作人员赴交大参加
野交大筹资工作会议冶遥
苑 日 震旦校友联络中心返校召开年度第一次碰
头会遥
愿 日 校友会牵头相关部门召开碰头会袁 讨论了
金正均教育基金 圆园员园 年申报评审时间尧流程尧规则等袁
以及首次设立的野圣约翰原文霞优秀学生全额奖学金冶
的评选方式和时间节点等事项遥
四月
远 日 王宽诚基金会董事王凯彦尧 王鹏彦代表基
金会及我校知名校友孙弘斐女士来访母校遥 医学院领
导陈国强接待了来访袁 向其汇报了本年度王宽诚医学
奖励基金在我院的执行情况袁 并陪领两位董事参观了
医学院新建成的教学中心大楼以及细胞分会与凋亡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遥
苑 日 校友会工作人员赴交大参加 野上海交通大
学 员员源 周年校庆校友返校日协调会冶遥
怨 日 校友会汇同医学院学工部共同举办首届
野圣约翰原文霞优秀学生全额奖学金冶评审会袁圣约翰

的手中袁应该是一种缘分曰同时袁他
也认为袁藏品都是有灵性的袁在欣赏
和享受的同时袁也是在与历史对话袁
在感悟渊源流长尧 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的魅力遥
如今朱学长已成为当地的大名
人袁 中外不少收藏界的专家学者以
及当地的政要纷至沓来袁 或与他切
磋收藏心得尧一睹珍品为快曰或与他
探讨当地文化建设发展大业遥 据悉袁
太仓市委书记上任后即登门拜访
他袁 请他为打造拥有千年文化历史
底蕴的野人文太仓冶出谋划策袁并期
待朱学长为即将开馆的太仓市博物
馆提供 员园园 件珍品公开展示遥
走访最后袁 朱庆生学长真诚的
表示袁 出身医生的他永远不会忘记
母校的培育之恩袁 非常乐意在适当
的时候捐出部分珍藏所得袁 在母校
医学院设立奖助学金袁 为母校的教
育和科研事业出一份力量遥 渊石径冤

利明老学长袁现场决定向校友会捐赠
员园园园 美金袁资助校友们的聚会活动袁
令在场的所有校友都感动不已遥
王振义院士以一名 缘缘 届校友的
老朋友的身份袁向大家娓娓道来自己
是如何过好老年生活袁度过人生的老
年关的遥 王院士豁达的人生观袁宽容
而又睿智的生活态度袁赢得了在座所
有校友们的热烈鼓掌遥 大家纷纷表
示袁要向王振义老师学习袁知足常乐袁
度过从容而充实的晚年生活遥

校友教育发展基金捐赠方代表一起参加了评审遥 在听
取了 员愿 位候选人的个人自述后袁捐赠方代表现场决定
将首届资助的名额由 愿 名放宽至 员愿 名袁 由此 员愿 位候
选人全部获得了该奖学金的资助遥
员园 日 校友会组织二医 愿园 名老校友袁 共同赴闵
行校区参加了交大 员员源 周年校庆返校日活动遥
员源 日 校友会办公室人员专程赴龙华殡仪馆袁与
众位校友一起送走了圣约翰副会长徐家裕教授遥
员远 日 在校友会牵头下袁医学院院办尧研究生院尧
学工部尧基础医学院尧校友会共同召开了 圆园员园 年度金

野金风送爽袁 灰鹊贺喜曰 懿德楼
内袁宾朋设堂遥 青春年华袁意气风发曰
白驹飞逝袁双鬓染霜遥台上台下袁激情
昂扬曰幕前幕后袁百般奔忙遥 年青一 昨
代袁雷雨诸剧曰内修涵养袁外生影响遥 昨
当年一别袁其景难忘曰情结谊联袁日久 二
天长遥 四十余载袁今又重逢曰欢聚一 医
堂袁倾诉衷肠遥 冶一首由校友原创尧赠 剧
与母校的叶喜相逢曳道出了相别四十 团
多年后袁上二医剧团成员再度重逢的
校
激动心情遥
友
怨 月 员远 日袁 来自祖国各地的二
返
十多名二医话剧团校友时隔近半个
世纪袁于重阳节之际袁重返母校袁再叙 母
友情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副总经理高 校
文琪袁上海人艺导演陈体江尧丁峥宜 聚
和交大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大麟一同 会
后
参加了聚会活动遥
据悉袁上个世纪 远园 年代初袁在海 记
派话剧风格逐渐形成之际袁由上海人
艺陈体江导演执导的话剧 叶年青一
代曳袁 由二医学生剧团进行了校内首
演袁获得巨大成功袁后来经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改编袁
叶年青一代曳在整个上海袁乃至全国范围内受到观众
的热烈欢迎袁影响深远遥该剧成为今天的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优秀剧目的代表作品之一遥
聚会中袁 孙大麟书记首先代表学校领导欢迎各
位剧团校友回到母校袁祝大家健康长寿袁激情不减当
年袁并介绍了医学院近几年的发展情况曰之后袁他以
晚辈的身份袁 同在座的师长辈分的老校友们畅谈师
生情谊尧二医情怀袁使大家倍感亲切遥 曾经同为话剧
团成员的医学院前党委书记赵佩琪学长是此次活动
的主要组织人之一袁 她和剧团校友们深情地回忆了
过去的那段峥嵘岁月袁那刻骨铭心的师生之情尧同窗
之谊袁以及那部改变了很多人的话剧叶年青一代曳曰她
希望话剧团的老校友们袁能发挥余热尧为医学院教育
添砖加瓦袁 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给现在的同学们传
授一些才艺知识袁提高年轻一代的综合素质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高文琪副总经理代表由上海
青年话剧团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合并而成的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袁特地前来参加此次聚会活动遥他带来了
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上海市剧本创作中
心颁发给叶年青一代曳剧组的贺信和奖状袁并对医学
院在话剧事业中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了深深的
感谢遥孙大麟书记代表母校和剧组成员接受了奖状遥
当天下午袁 剧团老校友们还饶有兴趣的参观了
母校的校园袁对母校发生的巨大变化袁既感慨万千袁
又欣慰不已遥大家纷纷表示袁母校为自己的话剧梦想
提供了实现的舞台袁自己的青春因此而绽放色彩袁衷
心希望母校能够越来越好遥
渊晶晶冤

返校校友许家豪医生为本届同学举办了一场个人专场
音乐会袁 并传授了自己几十年行医过程中摸索的一套
健康呼吸疗法遥
同日 上海第二医学院第一届法文班 渊苑园 年毕
业冤 近四十位校友从美国尧 欧洲以及祖国各地返回母
校袁共同庆祝毕业四十周年遥第一届法文班老师王振义
院士应邀参加了活动遥 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夏小和代表
院领导出席了活动袁 并向校友们介绍了医学院发展情
况遥
圆圆 日 远缘 级渊苑园 届冤旅美校友许家豪医生专门在
母校举办了一场名为野康与息的世界冶的
有关健康呼吸疗法的讲座袁 三十多位校
友专程赶来参加讲座遥校友会前副会长尧
名誉理事钱关祥老师出席讲座遥
圆愿 日 校友会举办 圆园员园 年金正均
教育基金颁奖典礼遥 金正均教育基金的
捐赠方金泽光先生参加了典礼仪式袁并
再次向该基金捐赠了 缘 万元人民币曰 海外捐赠方代表
郑嘉麟教授从美国专程赶回母校袁 共同参加了本次典
礼活动遥 金正均教授的海外学生共同为该基金再次捐
赠 猿远苑缘 美金遥
圆怨 日原猿员 日 医学院领导陈国强率领院办尧校友
会及医科院代表袁 赴港拜会了王宽诚基金会董事会成
员尧刘浩清基金会董事长袁以及在港的二十余名二医校
友遥 在陈国强的提议下袁二医香港校友成立了野上海第
二医科大学香港校友分会筹备委员会冶袁准备在未来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袁正式成立二医香港校友分会遥
六月
远日
陈国强带领院办及校友会部分工作人员袁
一同会见香港新泽控股集团主席陶哲甫先生及其家人遥
苑日
在陈国强的邀请下袁香港新泽控股集团董
事尧新加坡国立总医院医生陶蕴怡女士及其先生袁在校
友会的陪同下袁参观了医学院校园尧细胞分化与凋亡实
验室以及瑞金医院心脏科遥
渊下转第 猿 版冤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会
圆园员园 年大事记
正均教育基金评审会袁 评选出基础医学院李稻老师荣
获本年度教师的奖励袁园苑 级本科生庄艾尧 三院神经外
科硕士生王洪财尧 药理教研室博士生於得红三位学生
荣获本年度的学生奖励遥
圆缘 日 震旦老校友碰头会遥
圆苑 日 医学院领导陈国强亲自带领校友会和院
办部分工作人员到金泽光先生家里袁 看望了金正均教
授的太太袁 并向她转达了学院师生对其全家的敬意和
谢意袁并带去了医学院领导对其全家的节日祝福遥
五月
怨 日 远园 余名 远缘 届医高专校友返校庆祝毕业 源缘
周年遥
员缘 日 员猿园 余名上海第二医学院 远缘 级渊苑园 届冤医
疗系校友返校举行聚会活动袁庆祝毕业四十周年遥医学
院党委副书记夏小和代表母校领导出席了活动袁 并向
校友介绍了医学院近年发展状况遥 活动中选举产生了
远缘 级渊苑园 届冤校友分会主要负责人遥 聚会活动后袁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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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 猿园 日
年的办学历程 袁
但是圣约翰的大
学培养出来的校
友们至今依然活
跃在工尧商尧政尧
文尧 医等各行各
业袁并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遥
如今的圣约翰老校友平均
年龄已经达到 愿源 岁袁上海地区
的圣约翰校友共有四百余人遥
本次年会在圣约翰上海校友会
新一届会长汪诚继的组织下袁副
会长邓天豹等人的协助下胜利
召开遥 本年度年会选举产生了
圣约翰上海校友会野第十届理事
会及干事会名单冶袁其中副会长
钱本余尧赵佩瑛为医学院校友遥
医学院陈红专副院长代
表院领导参加了大会袁 并代表
圣约翰大学传承者之一的交大
医学院向所有老校友们汇报了
医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遥 圣
约翰老校友们对医学院的辉煌
成绩报以热烈的掌声遥 渊晶晶冤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友会
圆园员园 年年会在我院召开

本报讯 员园 月 圆猿 日袁上
海 圣 约 翰 大 学 校 友 会 圆园员园
年年会在医学院懿德楼二楼
报告厅隆重召开袁猿缘园 余位圣
约翰大学老校友参加了大
会遥 台湾圣约翰科技大学尧圣
约翰大学美东校友分会都派
代表出席了本次年会遥
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于
员愿苑怨 年袁 作为中国历史上早
期学科建制最完善尧 最先进
的大学之一袁有着野东方哈佛冶
美誉袁 她不仅拉开了中国近
现代高等教育的序幕袁 也为
建国后上海多所高等学府的
创建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学
术基础遥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袁
众多圣约翰校友活跃于政

界尧商界尧文艺界和医务界袁尤
如繁星缀空袁 璀璨耀眼遥 其
中袁有著名的宋氏三兄弟院宋
子文尧宋子良尧宋子安曰外交家
顾维钧尧政论家邹韬奋袁商界
巨子荣毅仁尧刘鸿生袁学界泰
斗林语堂袁 语言文字学家周
有光袁女诗人成幼殊袁民生银
行的创始人经叔平袁 现代主
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袁 以及我
们医界泰斗要要
要我校著名教
授尧中国工程院院士江绍基袁
国家一级教授内科学及心血
管病专家黄铭新以及整形外
科专家尧 上海第二医学院第
一任院长倪葆春等遥 虽然圣
约 翰大 学 于 员怨缘圆 年 院 系 大
调 整 的 时 候 结 束 了 为 期 苑猿

本报讯 员员 月 圆苑 日袁交大山东校
友会在经历五个多月的筹备后袁 在山
东省济南市成功召开了 野交大山东校
友会成立大会冶袁有二十余名来自医学
院的校友参加了此次大会遥
山东的医学院校友大部分为
圆园园园 年以后从二医及交大医学院毕
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遥 随着近几年来
医学院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袁 以及
山东籍的生源比例逐年增加袁 走出校
门的山东校友的数量也随之越来越
多遥 借此次交大山东校友会成立之际袁
初步统计出在山东全省工作生活的医
学院校友有一百余人袁 其中单在省会
济南的校友就至少有 猿园 人遥 应济南的
医学院校友的请求袁 二医校友会决定
借此次聚会之机袁 在医学院校友中成
立 野医学院山东校友分会筹备委员
会冶袁筹委会成员主要由分布在山东各
主要医院的热心校友组成袁 筹委会组
长由山东省立医院心内科副主任董波校友担任遥 山东省
中医药研究院的桑素珍校友担任筹委会秘书遥医学院山
东校友分会筹委会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袁担负起广泛联
络在鲁工作生活的校友的任务袁在未来条件成熟的情况
下袁正式建立起野医学院山东校友分会冶遥
渊晶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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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圆 版冤
员圆 日 震旦 员缘园 余名老校友齐聚母校圣乐餐厅袁
举行了端午节庆祝活动遥 震旦知名校友王振义院士专
程到场参加了活动遥
圆猿 日 二医 远猿 届加拿大校友朱纯石返回母校袁
远猿 届三十多名校友与其共同度过了本年度生日遥
七月至八月
校友会网站二期工程逐步上线袁 校友会网站中的
野校友录冶功能逐步建成并试运行遥
九月
苑 日 震旦法律系校友鲍克俊先生
在阔别祖国 远员 年后袁首次从西班牙返回
上海袁 并在个人行程的第一天返回母校
参观遥 在校友会帮助下袁鲍克俊先生与国
内震旦校友会会长尧 震旦法律系同学及
其同窗好友在校友会办公室会面并亲切
聊天遥 在校友会及震旦老校友的陪同下袁
鲍克俊先生参观了医学院东西两个校区袁 并表示要协
助母校在海外广泛宣传袁筹集兴建母校校史馆的资金遥
愿 日 口腔系 远园 届近四十位校友返回母校袁举行
毕业 缘园 年聚会活动遥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大麟亲切会见
了老校友们袁并向大家汇报了母校的发展状况遥
怨 日 医疗系 远园 届校友返校聚会袁举行庆祝毕业
半个世纪活动遥
员员 日 二医北京校友分会举行中秋联谊会袁员圆园
余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二医校友参加了活动遥 陈国强
代表母校领导出席了活动遥在联谊会上袁二医校友分会
的会长尧副会长尧秘书长等人向交大北京地区其他各分
会的会长赠送了医学院校友专门为全体交大校友编辑
出版的健康书籍遥
员愿 日 圆源园 余名二医 远园 级 渊远远 届冤 校友齐聚母
校袁庆祝本届同学相见渊进校冤五十年遥校友会秘书长孔
巍出席了活动袁并代表母校做了致辞遥
圆缘 日 震旦老校友联络会碰头会遥

检验系校友分会
换届改选大会召开
本报讯 员园 月 员缘 日袁 上海第
二医科大学校友会检验系校友分
会在我院科教楼二楼举行了分会
换届选举大会遥 会议由前任会长
沈霞学长和副会长郑梅芳学长主
持袁 二十多位检验系分会的会员
参加了会议遥
经过 与会校 友的 集体 推选 袁
推举瑞金医院卢湾分院的项明洁
校友为新一届检验系分会会长袁
上海奥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的徐
建新尧 第三人民医院的胡晓波为
副会长袁鲍引健校友为秘书长遥
检验系校友分希望所有二医
检验系毕业的校友们能够越来越
多地聚集到分会里袁 让这一组织
的规模越来越大袁 为更多的检验
系校友开拓事业的合作空间遥
母校校友会负责同志也一起参
加了检验系分会的换届选举会议遥

我们这一代袁 我相信每个人回 是什么野政治问题冶袁解放初野肃反冶时
忆起以前袁 不可能都是令人欢欣鼓 成了野反革命分子冶遥小时候听家里的
舞的袁有些可能还不免要黯然神伤袁 大人说起父亲院 参加过什么组织袁没
但其中有不少值得去回味遥 坦然面 有现行尧没有血债袁只是一味抗拒交
对过去尧欣喜迎接未来袁这始终是我 代遥当时她还太小袁不谙世事袁但她懵
的人生观遥 请诸位读者随着我的思 懂中觉得爸爸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遥
路袁返回 源园 多年前的岁月吧遥 以下 如在现在袁她觉得父亲不过是个野持
不同政见者冶遥 这样的家庭背景袁野充
文中的野她冶袁就是我遥
那天袁 学校里公布了毕业分配 军冶到新疆是理所当然的遥
其时 野文化大革命冶 还没有结
方案袁正像她所料袁她和男朋友两人
被分到了新疆遥第二天袁她到学校里 束袁 二医的学生就像一把种子被撒
到了全国各地院贵州尧云南尧
取回了一些书和日用品袁回
湖北尧陕西尧青海尧宁夏尧新疆
到了外婆家袁 一进门就听到
等地方袁而且都是下到基层袁
外婆在唠叨着院野作孽啊袁读
甚至是公社卫生院遥 可想而
了这么多年的书还要耶充军爷
到新疆去遥冶野外婆我回来了袁
六 知袁 那里的医疗条件及生活
妈妈呢钥冶外婆朝隔壁房间努
九 水平是何等的简陋和艰苦遥
不久后袁汽笛长鸣袁火车
努嘴院野你去劝劝她袁 在伤心
届
呢浴 冶她不禁心中咯噔一下袁
校 呼啸着袁 载着他们向西北边
只觉得胸口涨得满满的遥 从
友 陲飞驰而去遥 据说二医这一
批分到新疆的大约有 远园 多
她记事起袁 从来没有见到妈
杨 个同学遥四天三夜的车程袁斜
妈哭过袁 即使在爸爸因政治
萍 穿了整个中国遥 离开了山清
问题离家时或在大家庭的生
君 水秀的江南袁 绿色慢慢地褪
活中受到委屈后遥
去遥在陕西袁远离了城市就只
听到她进门的脚步声袁
奏
一
能看到黄秃秃的山和一孔孔
母 亲 马上 拿 毛 巾 擦 了 擦 脸
揍
颓败的窑洞袁 偶然能看到一
说院野回来了遥 冶她低着头袁不
棵树袁 便觉得有了无限的生
敢正视母亲袁 强忍着即将滚
出的泪袁含糊地应了一声院野嗯遥 冶接 机遥铁路边袁衣衫褴褛的孩子们争抢
下去是长时间的沉默袁 空气像凝固 着捡煤渣遥越往西北景色越荒凉袁她
了似的遥 终于袁妈妈止住了悲伤袁怀 倚在车窗边看着外面茫茫的戈壁袁
着一线希望对她说院野别去新疆了袁 火车在戈壁滩上已行 进了快一 天
在家里我再养你几年袁 我就不相信 了袁但还是一望无际袁除了零零星星
以后不重新分配遥 冶她吃了一惊袁但 的骆驼刺和几只乌鸦外几乎看不到
她也理解母亲的心理遥 她是妈妈的 任何生物遥这时候她不曾悲伤袁仿佛
宝贝尧 是妈妈的骄傲尧 是妈妈的希 觉得不过是一次类似于下乡劳动的
望遥 虽然袁她还有一个妹妹袁妈妈对 锻炼袁 她期望着不 久又能回到 故
要上海遥
两个从小失去父爱的女儿是一视同 乡要要
仁的尧是竭力呵护的袁但母亲怎么舍
终于到了乌鲁木齐袁叶通知曳上
得大女儿到新疆这种蛮荒之地去受 告知他们到群众饭店报到袁因为不认
苦啊浴但是她知道袁如果她不服从分 识路袁故向当地人问询一下遥 车站出
配袁后果将会怎样遥野不行的袁不服从 口处有一位穿黑色连衣裙的维吾尔
分配要被取消大学毕业资格的袁是 族妇女在维持秩序袁看来是个工作人
没有前途的遥冶她看着母亲哭得红红 员袁也凑合着能讲几句普通话袁他们
的眼睛袁心疼地说遥 况且袁她已答应 就很高兴地上前打听遥 却不料这位
野他冶渊男朋友冤 一起分到新疆去袁她 野阿姨冶两手一摊尧两肩一耸说院野不鸡
又怎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呢钥
渊知冤道冶遥尽管是酷暑天袁她还是觉得
她野出身不好冶袁祖父是资本家尧 似一盆冰水从天泼下袁 从头凉到脚袁
伯伯是右派尧 小姑姑嫁到了台湾尧爸 尤其是野心冶遥她觉得他们不仅是来到
爸解放前就参加了国民党袁也不知道 了野他乡冶更像来到了野异国冶遥渊待续冤

十月
员园 日 远源 级渊苑园 届冤四十多位校友返校活动袁共
同庆祝毕业四十周年遥 该届校友张沛廷在肝肾联合移
植康复五年的情况下袁坚持参加了活动遥
员员 日 约四十位 缘缘 届老校友从海内外齐聚母
校袁共同庆祝毕业 缘缘 周年遥 美国校友唐利明学长当场
向校友会捐赠 员园园园 美金袁用于支持本届校友活动遥 作
为当年 缘缘 届的老师袁 王振义院士一起参加了活动袁并
向老校友们传授了如何充实地度过晚年袁 过好自己的
野老年关冶的心得体会袁得到广大校友的极大认同遥

难
忘
昨
天

圆源 日
活动遥

十一月
苑 日 近八十位 远圆 届校友返回母校举行聚会活
动袁校友朱庆生为 远圆 届校友会捐赠 缘园园园 元人民币袁资
助校友活动遥
员苑 日 近二十位 远员 届校友齐聚校友会袁 与校友会
工作人员共同策划 圆园员员 年毕业五十周年大型返校活动遥
员愿 日 圣约翰医学院分会会长钱本余老师在母
校图书馆为广大学子送上了一场题为叶圣约翰大学医
学院和美国医学教育曳的讲座袁向在校
生讲 述了 圣 约 翰 大 学医 学 院 的 历 史袁
和美国医学院教育及美国职业医生发
展道路袁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遥
圆苑 日 校友会工作人员赴山东参
加交大山东校友会成立大会袁并与山东
的二医校友筹划并成立了医学院山东
校友分会筹备委员会袁 确定了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
员遥
圆怨 日 启动 圆园员员 年王宽诚基金项目申报遥
十二月
缘 日 校友会工作人员与 远圆 届分会会长等五人袁
赴江苏太仓袁拜访了 远圆 届校友尧古董收藏家朱庆生医
生遥
怨 日 校友会前会长尧 名誉理事王一飞与校友会
秘书长尧工作人员共同探讨校友会未来发展工作思路遥
圆源 日 校友会代表出席圣约翰上海校友会聚会
活动遥
圆远 日 医学院副院长章雄率院办尧校友会代表赴
北京参加北京地区校友新春联谊活动遥 医学院北京校
友在联谊活动中袁专门为交大校友举办一场健康讲座遥
本月 校友会完成除野文革冶期间的二医校友数据
库的制作工作遥校友会网站在 员员 月份校园服务器出现
故障丢失了所有数据后袁重新制作上线试运行遥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友会
圆园员园 年大事记
员缘 日 二医检验系校友返回母校袁召开检验系校
友分会换届选举大会遥大会产生了新一届分会会长尧副
会长尧秘书长等人选遥
员远 日 二医 远园 年代的叶年轻一代曳的剧团成员校
友袁返回母校参观访问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领导尧上海
人艺陈体江导演袁一同参加了活动遥上海剧本创作中心
还专程向剧团校友们发来了贺信袁并颁发了奖状遥医学
院党委书记孙大麟代表母校领导接受了颁奖遥
同日 震旦老校友 员猿园 余人返校共庆重阳佳节遥
医学院党委书记孙大麟尧 党委副书记唐国瑶出席了活
动袁并向老校友们致以节日的祝福和慰问遥
圆猿 日 近 员缘园 名医疗系 远园 届老校友返回母校袁
共同庆祝毕业五十周年遥 医学院副院长陈红专出席了
活动袁并向校友们介绍了母校近年发展情况遥
同日 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校友会 圆园员园 年年会
在医学院隆重召开遥 近 猿缘园 名圣约翰老校友参加了活
动遥 医学院副院长陈红专出席了活动并致辞讲话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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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位 缘愿 届老校友返回母校举行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