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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老同学，《校友通讯》与你见面啦！这是我们畅叙学友之情、传递交流信息的

平台. 本期主要记载今年十月纪念入学五十周年的聚会活动，老教师寄语，来

自老同学的声音等内容.  

衷心感谢老同学的支持，愿老同学们健康快乐，夕阳永远红！ 

 

春华秋实 

－纪念入学五十周年活动纪实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今年恰逢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六二级入学五
十周年、毕业四十五周年.  

10 月 7 日当天，全年级八十余位老同学汇聚母校，与敬爱的老师一起，隆
重纪念这一值得庆贺的日子.  

来自海外的、全国各地的许多老同学都专程赶来了，还有上海各处的老同学
们几乎都来了. 不少因事难以参加聚会活动的老同学，也都纷纷来电或来信，表
达他们的思念之情，问候同窗好友.  

是啊！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了.  
专程从海外和外地赶来的老同学，有的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与大家相聚，叙

谈起人生的坎坷，真是令人感叹. 许多老同学颇有同感，从上海到外地，二十年
河东，二十年河西，奔波南北，有的最后又打回上海，有的已在海外、外地扎
根. 然而不管身处何地，位居何职，都难以忘却当年的友情. 一见面，都会情不
自禁地回忆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一起度过的六年大学阶段的学习与生活，翻看一
页页已成历史的记录，青年时代的风貌时时在眼前涌现，见面时的喜悦心情真
是难以言表.  

参加我们聚会的有德高望重的李汉佩先生、张奠宙先生与茆诗松先生，有当
年尽心尽职的辅导老师鲍修德、黄馥林、洪渊、陆大絢、陈效鼎等各位老师. 他
们崇高的师德和精湛的教学艺术使我们受益终身，是他们的辛勤教诲，培育了
我们，给了我们知识与力量. 

纪念活动开始，校友会筹备组王静富同学首先汇报了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工作，
整个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众多老同学的热情支持与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六二级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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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党委书记羊丹平先生代表母系对活动表示热烈的祝贺，同时介绍了母
校与母系近年来的发展. 

 
 
 
 
 
 
 
教师代表李汉佩、张奠宙、茆诗松三位老先生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使到

会的老同学们又一次感受到了亲切的教诲. 
 
 
 
 
 
 

 
来自各班的朱耀庭、熊光魁、刘思清、张日新等老同学纷纷表示对母校、对

教师的感谢，共同期望未来更为美好. 
纪念活动最后又将大家带回到五十年前的那一刻，看着那一张张年轻潇洒、

活泼可爱的照片，不禁思绪万千，这正是老同学之友情所在. 
回味过去，笑对未来，我们这群师大学子，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自豪地

说：我们实现了母校对我们的希望, 实现了老师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无愧于师大
学子这一光荣的称呼！ 

纪念活动宣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六二级校友会正式成立. 
下午老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闵行校区，第二天各小班又各自组织了形式

多样的交流活动. 整个纪念活动随即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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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别 40 多年后，今天又和各位同学见面，感慨万千. 
和你们这一届同学相处，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 
重要的阶段. 大家入学的 1962 年，我 29 岁，作为青 
年教师第一次上数学分析的大班课，第一次开课没有 
经验. 好在常言道，好学生是不教也能学会的. 我回 
忆起那时的信念是，一定要用ε-δ语言把微积分讲清 
楚. 所以一再强调，我们今后要靠ε-δ“吃饭”. 一

年下来，和大家熟悉了. 后来的一段是在崇明四清，又和各位一同下去，也有
一年光景.所以彼此很熟悉，我有一首打油诗说： 

分析课上初相识，崇明同行四清时； 

文革蹉跎挥手别，今日重逢鬓如丝. 

忆昔当年新教室，一不是龙当饭吃； 

日日埋首德而他，问君究竟值不值？ 

  1968 年大家离校，走向全国各地. 后来只和少数同学有些接触，多数同学是
第一次重聚. 我们都老了，我的身体情况不大好，老年性耳聋，心脏放了三枚
支架，加上腰椎不好，不能走长路，坐轮椅了. 身体情况也可用打油诗来说： 

耳聋眼花到八十，支架三枚腰不直； 

每日敲得字数百，只为提防老年痴. 

  我 68 岁退休，已经 11 年了. 身体不好，由于脑子还没有坏，所以余生靠写
作打发日子. 写作譬如打麻将，不求名利，但求心安. 我也有一首打油诗诉说
我的心路： 

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 

             思之并写之，快乐在此时. 

  最后，谈谈我的愿望，也是我对大家的祝福. 首先是“丰衣足食， 国泰民安”. 
我们从 1962 年那个困难的时代走过来，看看今天已经可以算“丰衣足食”了. 但
是是不是国泰民安，还会面临许多挑战. 但愿我们这一代人的后半生，能够平
安度过，看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其次的祝愿，自然是“身体健康，长寿多福”. 大家年届七十，算是中等程

度的老年. 上海男性期望寿命是 79.84 岁（女性 84.5 岁），我还没有达到，现
在只是 79.5 岁，所以还要努力. 我看各位的气色很好，说话声音洪亮，条理清 
晰，健康有期. 希望大家多多注意保养，能够长寿，共同把我国平均期望寿 
  命推向世界的最高水平. 
 

             老教师寄语              

       －张奠宙先生情真意切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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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敬爱的老师 

今年是我们进入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学习的五十周年.  
我们深感，我们的一切，都离不开你们的亲切教诲，是你们给了

我们知识与力量. 五十年来，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每当我们遇到困难

与挫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你们，就会像你们一样坚强，振作精神，

努力向前. 
我们所取得的任何成功，都离不开母校的培育，离不开你们的教

诲，华东师范大学的校训“求实创造，为人师表”与老大夏大学的校

训“自强不息，格致诚正”，都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 
现在的我们，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我们会像你们那样，永远

作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 
衷心感谢敬爱的老师！ 
祝你们幸福快乐，健康长寿！ 

 

 

 

 

 

任课教师名录 

 

 

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和我们的辅导员 

政治辅导员－徐振寰、许鑫铜 
数学分析  －程其襄、张奠宙、郑英元 

章小英、汪振鹏、陈效鼎、华煜铣 
高等代数  －李汉佩、陆大絢、鲍修德 
解析几何  －何福升、洪  渊、王守根 
常微分方程－薛天祥 
射影几何  －钱端庄 
复变函数  －李锐夫、曹伟杰、宋国栋 
实变函数  －程其襄、黄馥林 
概率统计  －魏宗舒、茆诗松 
（注：由于回忆不全，名录尚待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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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过去 
         展望未来 
   
  回忆过去. 五十年前的现在，
我们刚刚进入华东师大，开始
大学生活. 那时的情景至今仍
历历在目，报到的那晚，文史
楼前的大草坪放映电影《乡村
女教师》，瓦尔娃拉怎样教育
孩子，他们又怎样成长为祖国
的栋梁之才，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用现在的话语来讲，这
叫“师德教育”. 就这样，开
始了我们华东师大的学习生活。
应该讲，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我们遇到了极其 
优秀的导师团队.  
张奠宙教授教数学分 
析，给我们打下了极 
其扎实的高等数学基 

 
础. 李汉佩教授教高等代数，
“a11、a12，…，a1n; b11，
b12…b1n ”滴滴答答的板书声
仍在耳边回响. 茆诗松教授教
概率论，探讨如何通过测量猪
的身长、胸围来估算猪的重量. 
程其襄教授教实变函数，手拿
一张小小纸片，上面书写了讲
课要点，一讲就是两节课.钱
端壮教授教我们高等几何，迪
沙戈定理我们依稀还能记得….
这支极其优秀的导师团队无论
在学术专业上，还是在职业道
德，敬业精神上都在我们的心
灵上打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之 
         所以能在社会上， 
         在工作中得到一点 
         认可，受到一些尊 
         重，完全离不开导 
         师们的教诲和指引. 
     

 

 

 

                

 

 

 

 

 

 

   

 
 
 
 
 
 
 
 
 
 
 
 
 
 
 
 
所以，回忆过去，我 
要对母校华东师大表 
示一种敬意，对尊敬 
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感恩你们辛勤 
的栽培！ 
  展望未来. 从华东师大毕业
后，我又回母校读研究生课程。
叶澜教授把人生的各个阶段用
颜色来描绘：金色的童年，火
红的少年，蔚兰色的青年，橙
色的壮年，银色的老年.我们进
华东师大时都是十六、十七岁，
正由“红色”转向“蔚兰色”,
而现在已进入“银色”年代. 
我们犹如一百十米跨栏的运动
员，已经跨过了十个栏架，还
余下最后一段，要跑到最后最
后的终点. 与正规的不同，我
们不必冲刺，而要慢跑.这是 

 

 

 

 

 

 

 

 

     
           
 
 
           
 
           
          一场比慢的赛跑， 
          谁跑得慢，谁能健 
          康地慢跑到终点， 
          谁就是赢者. 怎样 
          才能跑得慢？我感
到就要做好“减法”，清理书
籍，处理听课笔记、备课笔记，
处理所有的聘书、荣誉证书，
获奖证书. 与这些有形的 “减
法”相比，更多无形的看不见
的“减法”难度就更高一些. 
允许别人遗忘自己，冷淡自己，
说自己的不是. 让节奏慢下来，
把心态安顿好，尽量减轻自己
的心理负担，精神负担. 这也
是我努力在做的“减法”.  
  回忆过去，感恩老师；展望
未来，做好“减法”.希望大家
成为生命长跑的赢家，成为一
名健康的慢跑者. 

                 
 

 

 

 

 

我 

来自老同学 

的声音 

 

 

 

 

一班朱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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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荏苒五十年， 
       学友盛会喜空前 
   
  迎着碧水绿树的拥抱，今天
我们重聚母校，回到了大学青
年时代的起点. 
 往昔峥嵘岁月，难忘母系的领
导和老师们孜孜不倦，用广博
的知识丰富我们的头脑；循循
善诱，用高尚的文化陶冶我们
的情操. 我们从这里起步，迎
着风雨走向社会，撒向大江南
北，乃至大洋彼岸. 我们每个
同学条件不一、境遇不同、发
展更异，但我们同一条根、同
一个志向，靠着在母 
校的深厚积累，勤奋 
耕耘、拼搏奋斗，服 
务国家、服务社会、 
服务世界. 我们每个 
人都百折不挠、坚持 

 
 
不懈地闯过了重重难关。母系
的沃土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
作为62级的普通一员，我也和
大家一样经风雨、见世面，走
过了小学教师、宣传干事、大
学教授，直至最后步入卫生部
中国疾控中心的科研、教学和
管理岗位的拼搏之路. 今天我
们怀着感恩的心向母系汇报，
说不上功成名就，却也还是业
绩斐然. 如今我们弟子万千、
桃李满园，也培养出了一批科
学家、企业家、教授、学者、
人民公仆、普通劳动者，他们 
         成为了优秀的社会 
         中坚. 母系、母校 
         可以为我们喝彩， 
         也值得为我们骄傲 
         和自豪！ 

 

 

 

 

 

 

 

 

               一 

 

 

 

   
 
 
 
 
 
 
   
 
   
 
 
   
 
  抚今追昔，感慨 
万千。当年我们这 
些活蹦乱跳的姑娘 
和小伙，走过这六、 
七十年的漫漫人生 
路，如今也成了花甲老人. 然
而令人欣慰的是，曾几何时，
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结伴而行、
努力打拼，为国家和社会多做
贡献；现如今儿孙满堂、颐养
天年，造就了家庭的和谐美满，
我们同样为儿女们由衷地喝彩，
为他们骄傲和自豪！ 
  漫话人生，我们都已暮年，
但并非人生终点. 有人说“人
生就是一首歌”，祝愿大家踏
歌而行、身体康健、享受生命、
快活人生！让我们万事心态平
和、讲究心理健康，遇事处变
不惊、崇尚宁静致远. 常言说 

 
 

 

                 
        
 
        
 
 
 
          
          
           
          生命在于运动，让 
          我们管住一张嘴， 
          迈开两条腿，到运 
          动场上去，到青山 
          绿水中去，常年坚 
          持力所能及的户外
活动和锻炼，这是我们老年健
康的高效保护伞. 让我们大家
心胸放宽、眼光放远，活到老
学到老，做点有趣的事，不断
充实自己. 建议大家闲暇之余，
学会正确地使用互联网. “秀
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网
中度日月，线上写春秋，其乐
无穷！ 
  让我们斗胆相邀，2017年、
2022年，老同学们金杯重举、
长话再叙，重逢丽娃河畔，再
聚黄浦江边！ 

 

 

来自老同学 

的声音 

 

 

 

 

二班熊光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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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母校培养 

         无愧母校教诲 

  五十年前，我们从全国各地
来到师大美丽的校园；五十年
后，我们又从全国各地来到美
丽的丽娃河畔。一声声惊喜、
一阵阵激情，荡漾在这聚会大
厅里，浓浓的同学情，让我们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美丽的师
大校园里那令人难忘的六年学
习生活. 那时候，老师说我们
是几年来生源质量最好的一届，
系里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
许多很有名望的教授亲自为我
们上课，就是当年意 
气风发、焕发着青春 
活力、给我们上《数 
学分析》课的张奠宙 
老师，也是我们同学最值得我
们所钦佩的、都说是 

 

 

 

 

 
最有发展潜力的青年教师，几
十年后，张老师果然是硕果累
累，仍然是最值得我们钦佩的
老师. 还有，当时还处于三年
困难时期，同学们饥肠辘辘从
全国各地来到学校，师大给我
们提供了营养丰富、美味可口、
在全国高校中绝对是数一数二
的伙食，让我们早早就品味了
“舌尖上的中国”. 现在不是
时兴讲幸福指数吗？宛如花园
般的校园、美味可口的伙食、
知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师，可
以说，我们的大学生活，是幸
福指数最高的！我们为有幸在 
         华东师大学习与生 
         活六年而倍感欣慰， 
         也为我们同窗六年 
         所结下的同学情谊 
         而倍感珍惜.  

 

 

 

               一 

 

 

 

 

 

 

 

 
 

 

 
 
 
 
 
 
 
 
   
 
  六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的身体壮了， 
我们的学识与能力 
高了，尔后，我们 
分散到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许多同学成 
了教授或终身教授、高级教师
和特级教师，一些同学走上大
学、中学或某个地区、某个部
门的领导岗位. 可以说，无论
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在什么
部门什么单位，我们的同学都
无愧于母校的教诲，都成了该
部门该单位的支柱或骨干，实
现了如《毕业歌》所唱的“我
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
会的栋梁”，都为社会做出了
无愧于母校的贡献. 
  现在，当生命绽放出最绚丽
的花朵之后，我们的生命进入 

 

               

 

 

         
           
           
           
 
          了最后的一段历程. 
          生命是一过程，又 
          如一条蜿蜒的江河， 
          一路欢歌，历经曲 
          折，也有激流险滩， 
          曾经浪花飞溅，终
于进入可休养生息的一处港湾. 
我们可收拾起心情，平静地思
考如何度过这最后的一段生命，
除了注意养生，注意运动健身
外，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是至关
重要的，什么身份地位、待遇
高低，都是身外之物、过眼云
烟，因为对我们来说，国家给
我们的退休金已足可让我们安
享晚年，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
健康幸福地度过这生命的最后
一段历程.  
  最后，请把我们的掌声再一
次献给我们敬爱的老师们！ 
 

 

来自老同学 

的声音 

 

 

 

 

三班刘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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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水思源谢母校 
          同学情谊永长在 
   
  在相识五十年、阔别四十多
年后的今天，能和当年教导我
们成长的老师以及朝夕相处同
窗六年的老同学又一次重逢，
非常高兴和激动. 也许是怀旧
感念，也许是追求期盼，我们
这一代都有一种和年轻时的同
学、朋友聚一聚的愿望和情怀. 
 五十年前我们怀着对美好未来
的憧憬和向往，走进华东师大，
我们在母校老师的亲切关怀和
培养教导下茁壮成长. 母校严
谨的校风深深扎根于 
我们心中，使我们终 
生受用. 虽然过去了 
五十年，母校老师们辛勤耕耘、
教书育人的形象至今 

 

 

 

 

 

 
 
我们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当年老师告诉我们，华
东师大培养的目标是大学教师，
我当年也把自己的奋斗目标确
定为将来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大
学教授，让更多的人喜欢数学，
学好数学，用数学这个工具去   
开启自己的成功之门.但大学
毕业恰好遇到文化大革命，我        
分到了山西省曲沃县一所农村
的带帽子小学，但我没有气馁，
我把大学里学到的本领都用上
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
学生、家长、同事和领导的信         
任，从小学、初中教师到高中 
         教师，后来成为中 
         师和大学的教师， 
         最后当了大学教授、 
         大学校长，实现了 
         当年的目标和愿望. 

 

 

 

 

 
 
 
 
 
 
 
 
 
 
 
 
 
 
 
在座许多在大学工作 
的同学都是教授，没 
有在大学工作的同学 
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饮水思源，我们能有今天，离
不开当年母校老师的教导和栽
培，在这里我代表四班全体同
学向教导和培育我们成长的敬
爱的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学期间，教室里挑灯夜读， 
球场上龙腾虎跃，宿舍里纵论
天下，校园里慷慨激昂.当年意
气风发的激情岁月经常浮现在
我们眼前，当年那嬉笑打闹的
欢声笑语仍然荡漾在我的耳旁. 
五十年过去了，同学们走过的
路各不相同，有平坦顺利，也
有曲折艰辛，坎坷的命运伴随
着我们，艰苦的岁月磨炼了我 

 

           
 
 
 
 
           
           
 
 
 
 
          们. 虽然几十年来 
          大家天南地北，人 
          各一方，难得见面， 
          但同窗的情谊永远 
          是那么深，那么真.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当年
风华正茂的我们已步入花甲之
年，今天我们在欢乐中再次相
逢，我们的生命好像又一次注
入了青春的活力，我们的友谊
再一次得到升华和延续. 希望
同学们珍惜同窗情谊，经常联
系沟通.同时希望大家好好享受
生命，好好享受生活.  
  祝我们的老师和各位老同学
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愿大家
青春常在，愿我们友谊长存.   
 

 

 

来自老同学 

的声音 

 

 

 

 

四班张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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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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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有感－小诗二首致老同学 
 

一 

老来相聚分外喜，翘首以待数佳期，  

同学初见难相认，握手笑问面前伊.  

东西南北话今昔，家常叙旧未尽意， 

相聚时短又离别，举手劳劳同依依.  

 

 

 

 

二 

梦魂师大亿同窗，六载相伴情义长， 

数学馆里勤攻读，丽娃河边书声琅.  

十年动乱路茫茫，书生流落到它乡， 

青春年华流水去，朝阳已过爱夕阳.  

       二班 胡根生 

 

 

校友会理事会通报 

   
  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六二级校友会现已正式成立，依据大家的意愿，由

以下老同学组成校友会理事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宣明、王成根、王静富、叶莉莉、叶慈南、匡长铭、张日新、张湄男、李

汉云、陆静娟、郑建亚、范耀祖、姚丽娟、夏钟英、徐国宪、徐慧城、唐雪芬、

谭思瑾.  

  理事会由王静富、范耀祖、叶莉莉、叶慈南、郑建亚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理事会决定聘请张奠宙先生与许鑫铜先生为校友会顾问. 

  理事会将认真依据老同学的意愿，举办聚会活动；择时通报母校的新变化与

发展；及时传递老同学的各种新信息，与生活养身的好经验.  

  参加聚会的老同学，都热切期望未来还有这样的机会，再次相聚于母校. 我们

相信这也是所有老同学的心愿，我们愿意为此努力，积极创造各种机会，实现

我们的愿望.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学开通网络邮箱，以便联系更为简洁方便，及时迅速.  

  今后有关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一些信息，各位可以进入数学系网站

（http://math.ecnu.edu.cn/）阅看，我们校友会的一些信息也将登载于系网“往

事与随想”栏目（http://wims.math.ecnu.edu.cn/wsysx/）.  

 

                                  2012 年 11 月 15 日于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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