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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四十年前，44位青年学子，从白山黑水的边
远农村、兵团农场；从风吹草低鲜花点点的内蒙古
草原；从茫茫戈壁、贺兰山下；从云贵高原、赣江
两岸；从安徽农村、上海郊区......, 从祖国的四面八
方汇聚到华东师大的丽娃河畔，组成了一个新的集
体-------数学系74级1班。
        我们大家从相识到相知，在同窗三年的学习、
生活、劳动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虽然也有争
论，也有些许不愉快，但总体上是一个友爱的集体。



       
        这三年，虽然限于当时的环境，我们的基础
也参差不齐，有的同学仅仅有小学的程度，但我们
有林克伦、徐锦龙等等最好的老师。他们是师长，
也是朋友。我们忘不了林老师把家里配给的每月一
斤的鸡蛋送给我们的维族同学；老师在讲台上满头
大汗，同学递上温软的毛巾的亲密动人的场景也时
时在我们记忆中出现......。
       老师们真心真意地教，我们踏踏实实地学，形
成了我们班踏实、好学、肯钻研的好学风，也建立
了难忘的令人羡慕的亲密的师生关系。        



         

        一九七七年分别后，大家走上了不同的工作
岗位，有的还到了异国他乡。虽然在工作生活中
也结识了不少朋友，但在经历了社会上的风风雨
雨之后，我们深深感到：还是同窗三载的学友之
情，师生之情，更加真挚、更加纯朴、更加深厚。
转眼，我们已皆花甲之年，更加怀念、更加留恋
这珍贵的学友情、师生情。
        自今年六月发出通知短短的两个月，同学们
收集提供不少的照片，写了动人的感言，史美彪
同学冒着酷暑炎热，把这些材料制成PPT。
        PPT辑录了咱班每个人的影踪和寄言。每当
你打开它，我们的故事，就像春天的溪流，淙淙
绵绵，讲叙着昨天、今天…。



数学系74级（1）班名册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学号 姓名

7407101 吴光宇 7407112 施金芳 7407123 徐红缨 7407134 陆盘清

7407102 胡承列 7407113 周和娣 7407124 虞正秀 7407135 李允良

7407103 陈海东 7407114 古丽斋 7407125 胡蓉慧 7407137 罗菊敏

7407104 朱福泉 7407115 刘士民 7407126 许兰萍 7407138 董慧莉

7407105 袁鑫奎 7407116 陈果良 7407127 刘金凤 7407139 费秋君

7407106 吉宪华 7407117 王文斌 7407128 蔡彩娣 7407140 陈庚伟

7407107 周大恩 7407118 史美彪 7407129 刘发儒 7407141 栾登英

7407108 周卫平 7407119 董其定 7407130 赵宝良 7407142 蔡丽特

7407109 刘素明 7407120 邵德发 7407131 范大模 7407143 周定妹

7407110 刘新春 7407121 李洪明 7407132 张俊敏 7407144 孙妙琳

7407111 王亦青 7407122 施玉娟 7407133 周国鼐 7407145 周丽玲



一、青春无悔   (1974.9---1977.7)

        四十年前……我们风华正茂，  带
着乡土的朴实、 年少的梦愿 和青春的
跃动，从祖国的四面八方 来到华东师
范大学数学系。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
吸取、拼博……。          
        本栏照片均由我班同学提供，珍
贵的历史画面，真实记录了那个年代
同学们的风采。



























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77届（1）班毕业留念



      四十年岁月时光流逝，四十年奋斗风采依旧。
走过四十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已步入
老年行列。
          离开母校的那些年，我们铭记老师的教诲，
不忘肩负的职责，在三尺讲台、在各自的岗位上
辛勤耕耘、努力拼搏。          

二、个人风采   (1974.9-2014.7）

        以下将逐个展示同学们的风采，限于收集的
资料有限，不尽之处，敬请谅解。



吴光宇           学号：7407101
工作单位：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940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wuguangyu@baosight.com



孙妙琳     学号：7407144
退休单位：上海宝钢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940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胡承烈        学号：  7407102
联系地址：Chenglie Hu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Carroll University
Waukesha, WI 53051
USA
邮箱：chenglie.hu@gmail.com
chu@carrollu.edu

我的人生感言：  
        人的一生会如做梦般、、、，老师们
为我们师大74（1）班之“群”注入了成才
的“基础运算”，育人的准则，使我们每
个人沿着各自设计的“运算轨迹”而圆
梦。。。





陈海东    学号：7407103
退休单位：宝山成人职业培训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431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朱福泉    学号：7407104
退休单位：上海市三F股份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231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zhufyquan@sh3f.com





袁鑫奎     学号：7407105
退休单位：
家庭住址：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吉宪华    学号：7407106
退休单位：延安初级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335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他为教育事业奉献
了青春，退而不休继续
发挥余热从事老年教育。
教育注定是他这辈子的
事业，这就是我班的老
大哥-----吉宪华。





周大恩    学号：7407107
退休单位：上海华宝投资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136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zhoudaen@baosteel.com





周卫平    学号：7407108
退休单位：宝山区青少年科技站
家庭住址：
邮政邮编:  200940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zouwp2005@126.com

我的感言
       三年大学生活虽只是人生短暂的瞬间，但却留下了难
以忘怀的记忆。我从中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宽容、学会了
看待和处理各种人和事。最让我由衷地感到幸运的是结交
了如同姐妹一般的同学，成为我一生的挚友。认识了如慈
母般的老师，成为我从教生涯中的榜样；帮助我在以后的
工作中恪守一个信念：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依
然坚持：宽于待人，严于律己，表里如一。
       今天我们都已老去，反思已走过的路得出结论：好好
善待自己，善待身边的亲人、朋友，快乐面对每一天。





刘素明          学号： 7407109
退休单位：杨浦区黄兴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433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addjiove@hotmail.com（儿子的）





刘新春     学号：7407110
退休单位：上海华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136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yuxiaoyu1002@126.com

简历
       七七年毕业后分配到崇明马桥
中学任教，1994年调至上海华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2003年退休。





王亦青    学号：7407111
退休单位：松江七中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1600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wls6316@126.com

感言：
          母校，心中从未改变的名字;
心中从未退却的颜色；师大母校
的点滴，我始终铭记!





施金芳    学号：7407112
退休单位：吴淞实验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940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329766639@qq.com





周和娣    学号：7407113
退休单位：上海外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手机号码：
邮箱：1476768994@QQ.com

感言： 
    我毕业后去华东化工学院任教，82
年调入上海外运公司搞外贸出口运输工
作。 
    人生短暂, 不知不觉我们都已步入老
年，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开开心心过
好每一天。





古丽斋    学号：7407114
退休单位：新疆大学数学学院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Renamuha217@sina.com

人生感言
       人生是一段充满未知与精彩的旅程。一路走来，伴
随着阳光辉煌的是风雨的洗礼，伴随着铺满鲜花道路的
是荆棘的刺痛。我曾在风雨中迎接阳光，也曾在荆棘中
寻找鲜花。而此刻我所感受到的内心的平和，是这一路
走来我最珍贵的收获，让我时刻感恩。







刘士民      学号：7407115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13062653166@163.com





陈果良        学号：7407116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glchen@matn,ecnu.edu.cn





王文斌       学号：7404117
工作单位：宁夏贺兰县第一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750200
住宅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281124095@qq.com







史美彪    学号：7407118
退休单位：徐汇区位育实验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032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S2cz_smb@163.com





七  律
再聚首

2014年七月

四十年前聚校园，

风华正茂皆青年。

三载同窗结情缘，

意气奋发别校园。
 

四十年后聚校园，

弹指一挥已暮年。

答谢师长培育恩，

如今桃李亦满园。



董其定     学号：7407119
退休单位： 上海市古田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443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邵德发        学号：7407120
退休单位：浦东新区万祥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1313
手机号码：

        耕耘教坛卅余载，
饱经风雨四十年。德发
同学农家男儿本质不变，
纯朴依旧，风采不减当
年。





感言：
       时光荏苒，韶华易逝，四十年前的多少激情、多少
梦想、多少愿望，就在挥手之间。在惊讶于时光如梭时
暮然回首，我们已面对“甲子之年”，但是让我们最难以
忘怀的依旧是台上吾师风采和辛勤教诲、最难以割舍的
是青春凝结的同窗三年师生情。

李洪明        学号：7407121
工作单位：上海钢铁研究所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htlhm@163.com





施玉娟         学号：7407122
退休单位：上海市公安局
家庭住址：
邮政邮编:   200053
住宅电话：

感言：

        四十年前，以异常激动的心情跨入华师大校门，经过三年的

愉快学习，毕业分配到美丽的家乡---崇明岛，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

教师，由于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教育，曾获得崇明县第一届优秀园

丁奖、县级优秀教师等多项荣誉称号。八九年随调到上海市公安局

工作，兢兢业业干了近二十年的公安工作，由于工作作风勤劳踏实，

曾多次受到嘉奖。现已退休，在家当“后勤人员”让女儿女婿安心

工作。外孙女已读四年级了。一家人其乐融融，虽平平凡凡，但很

知足。这要感谢党和人民对我的厚爱。





徐红缨        学号：7407123
退休单位：上海社科院住宅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邮编:   200011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1793731043@qq.com （女儿） 
感言：
        踏踏实实做人，人的一生就受人
尊敬；认认真真做事，自己遇到难事
就得到帮助；凡事要大度、要满足、
要感恩，平平淡淡才是真。现在虽已
步入老龄化队伍之中，但心理年龄未
老，做人不变，做事不变，快乐过好
每一天。





虞正秀        学号：7407124
退休单位：上海教育报刊总社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13601686353@163.com

感言：
     难忘1974年7月24日，我怀着忐忑不安之心情跨入了当时的上海师
范大学的校门（如今的中山北路华师大）。热情迎接我的是郭大华和马
继锋老师。也就是在那一天，相识了来自各地的同寝室的室友（徐红缨、
施玉娟、许兰萍、古力斋、刘金凤、蔡彩娣）。也是从那天起我们结成
了纯情的友谊，直到今天依然那么不懈。
     四十年来，无论各自的岗位如何变化、职位如何升迁、家境如何异
同，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姐妹情。这四十年来，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最
难忘的还是这三年同窗好友。难忘我们二组所有同学、难忘我们7401班
的全体同学。这份情使人眷念、使人陶醉、沁人心脾。







胡蓉慧：    学号:7407125
退休单位：深圳市招商港务有限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518067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szhrh@126.com

感言：
    告诉自己，快乐无价!
    俗话说：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生
活顺境时，要知道珍惜；生活不如意时，视困
境为过眼云烟。生活中的苦与乐往往是来来去
去，变幻不定。
    快乐不必刻意去寻找，快乐需要靠自己感
受。把生命中的每一天当开始，人生便有不同
的美景。





许兰萍    学号：7407126
退休单位：长宁区教育局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2070067496@qq.com

许兰萍工作简历
       1977年9月至1990年7月，上海市长虹中学（该校
已与泸定中学合并），数学教师、大队辅导员、班主
任；1990年9月至2007年1月，长宁区教育局中教科、
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2007年退休后至今，在上海市民办新虹桥中学任
国际部副主任。





刘金凤        学号:7407127
退休单位:   上海交通职业学院
接听住址：
邮政编码::  200051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23GHOST@163.com（儿子李闻杰的）



蔡彩娣        学号：7407128
退休单位：普陀区浔阳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351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感言
        师大毕业后，我进了浔阳中学，
做了近40年的老师，深深地爱上这个
行当。我能吃苦，熬得住艰辛。我敬
业，肯干，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完善
自己，才赢得今天的掌声和喝彩，才
赢得各届学生的爱戴。自己也得到快
乐。





刘法儒        学号：7407129
退休单位：新疆克拉玛依市农机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10029
手机号码：



                  学号:7407130

左一：赵宝良同学

同学因病于1998年逝世



后排左二：赵宝良同学

前排左二：赵宝良同学



范大模        学号：7407131
退休单位：奉贤区古华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1400
手机号码：



    四十年前，我们这群学生从全国各地来到
上海最美丽的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来到神
圣的殿堂-----数学系。三年的生活学习，永
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四十年来，我们每个学
生在全国各地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四
十年后，我们将再次相聚华东师范大学。
    夕阳无限好，不是近黄昏。而是第二春的
开始。在前一段时期，我们在生活中艰难地历
练，摸爬滚打，错误的认识逐渐被纠正，真如
卢梭讲的“年轻时是长智慧的时候，年老时是
用智慧的时候”。现在我们对客观世界有了一
些正确的认识，但我们还得学习，在不同的地
方学习学习再学习，使我们的晚年生活更有意
义。远离痛苦和烦恼，做到“涅磐寂静”。

大
模
感
言致

校
友



张俊敏         学号:7407132
退休单位：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1208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132zjm@163.com;

感言:     凡事顺其自然!



董蕙莉        学号: 7407138
退休单位：上海市行知学院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1208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132zjm@163.com;

感言:     凡事顺其自然!





周国鼐        学号:7407133
退休单位：深圳市润声世纪信息技术公司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518052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QQ502746423，
                    szzhougn@126.com





             学号:7407134

毕业前在宿舍探讨问题
          上图右二：陆盘清同学

             同学因病于2011年4月25日逝世



左一：陆盘清

左二：陆盘清 后排左四：陆盘清

前排左四：陆盘清



李允良         学号：7407135
退休单位：上海开放大学金山分校
家庭住址：
邮编: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971149626@qq.com





罗菊敏         学号:7407137
退休单位：上海通联运输实业总公司退休   
家庭住址：
用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Jjc557@sina.com





费秋君        学号:7407139
退休单位：虹口区教育局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feiqiujun666@126.com





陈赓伟     学号:7407140
退休单位：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cgwcgw.hi@163.com





栾登英         学号：7407141
退休单位：上海市井冈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127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18930511056@163.com

感言：        
        崇尚和坚持“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
如神补”，探寻知识，追求生活品质的准
则。老年大学里闪耀着我们英姿勃发的身
影，国内外的旅途中留下了我们饱览大自
然秀丽风光的矫捷脚步，在公园饭馆里，
三五好友邀约小酌，聊聊往事，谈谈家事，
欢声笑语……无不体现了我们丰富多彩的
退休生活和乐观向上的人生姿态。





蔡丽特       学号：7407142
退休单位：上海徐汇职业高级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200025
住宅电话：

        风风雨雨四十年，牢记党的教导和老
师的教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站好三尺
讲台”。毕业后从义务教育到成人教育，至
今虽已退休仍然继续在教学讲台为老年终
生教育而奉献自己余热。
        人生一条路，走党叫走的，人生两件
宝，身体好，心不老。我的人生路，努力
做最真实最认真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憾
今生。让老师和我的亲朋好友们放心。





周定妹        学号:7407143
退休单位：上海市南湖职业学校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200093
住宅电话：
手机号码：
邮箱： 1540746695@qq.com





周丽玲        学号:7407145
退休单位：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830011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88994206@qq.com





我班最年轻的外婆



三、同窗欢聚…(1988---2014)

        本栏记录了1988年以来同学在各
地相遇和聚会时的场景，生动的场面
很好地印证了马老师的诗句





































四、四十年再聚首    （2014年10月26日）

         本栏记录了2014年10月26日师生四十
年后再相聚的动人场面，八旬高龄的徐锦
龙、黄润贞、邵存蓓以及洪  渊、卢  娟、
马继锋六位老师与来自新疆、宁夏、深圳、
上海的32位同学一起，共同回忆四十年前
的那段师生情、畅谈分别后各自的工作和
生活。        



精神矍所的徐锦龙老师
洪渊老师亲切问候大模同学



马老师动情感人的发言 陈果良代表同学介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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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正秀向老师赠送订报券 胡蓉慧与卢娟老师交谈

三位新疆老乡亲切交谈王文斌问候孙妙琳



























马老师的笑容充满着爱！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74级（1）班入学四十年聚会留念

2014年10月26日



        

           有限元无法解读人的多元和无限潜能，
Algol60不能计算人生的运行轨迹，在无限分割、
无限接近的微分和极限过程中，我们的人生不再
是简单的线性方程。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
，在社会充满变革的三十年余间，我们在不同的
曲面上，沿着梯度函数正值方向努力前行，努力
实践人生的价值，力求发挥无穷大的力量，实现
对社会贡献的最大化。 

     四十年前我们以母校为荣、母校为我们奠基
，为我们插上远航的翅膀。

     四十年后我们再相聚母校、感谢老师培育恩
，叙说我们成长心路历程。

                         聚会寄语
                               ----史美彪



       虞正秀代表全班同学向每位到会的老师送上一份订阅一年
的《生命时报》，史美彪代表全班同学送上一套老年版的《十
万个为什么》，希望我们的老师健康长寿。
尊敬的老师：你好！
        四十年前，我们跨入师大校门，我们年轻无知，我们忐忑
不安，我们求知若渴。是您站在三尺讲台上，用关爱的眼神注
视我们是否听懂，是否领会。是您在课间、在工厂不辞辛苦陪
我们开门办学。当年的点点滴滴、宗宗件件，学子终生难忘。
        恩师德行做表率，浓浓爱意暖人心，真是相处有日受益无
穷。
        四十年月缺月圆，风风雨雨，我们曾经苦闷彷徨、我们曾
经徘徊不前。但是，我们始终盼望重逢，我们想表达深深的感
激与思念。
        7407（1）班的师生之情，铭记于我们学子心头。我们期
盼老师永远健康、幸福！

                              原上海师大数学系7407（1）班全体同学
                                                             2014.10.26



真诚地感谢   衷心地祝福

        今天是同学们相识相知四十年的聚会，我有些话
在心里好久了，一直没有机会说，今天，借这个机会说
一说。我讲三层感谢，一个希望和祝福。
        第一层感谢，感谢咱们班的44位同学。四十年前，
当我接到党总支的命令，要我担任74级一班的辅导员时，
是诚惶诚恐忐忑不安的。因为第一，我是老五届的大学
生，64年入学，66年就文革了，没有读多少书，在学
识上不能做你们的老师。
        第二，就管理能力和政治水平来讲，同学们都到
农村、兵团摸爬滚打过来的，经验比我多。所以，当时
我是赶着鸭子上架，勉强上任的。在那三年，同学们都
很配合，很支持，所以，我要感谢大家。



        第二层感谢，感谢以周大恩为首的班委的同学们，
以周卫平为首的团支部的委员们，感谢先是党小组长罗
菊敏、徐红缨后来是党支部书记陈果良等党组织的带头
人，还有三个组的组长们。因为这些同学不但和大家一
样承担着繁重的学习任务，还要为全班同学服务，他们
付出的更多，我想，我们班踏实、好学、肯钻研的好班
风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感谢他们。
        第三层感谢，我特别感谢在毕业分配时那些分配
到远郊和外地的同学。那时候，没有双向选择，自主择
业，只有组织分配。而上海和外地、市区和远郊的差距
是非常大的。像周卫平、李允良、范大模、张俊敏、刘
新春等等同学默默的承受了这一切，在艰苦的环境里做
的都不错。我从心里感谢他们。



        这是我搁在心里很久的话，今天说出来谢谢大家。
我的希望是，同学们在乔迁新居，更换手机时，能及时
将新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我会及时的传送给我们班的每
一位同学。
       最后祝福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过好每一天。

                                          
                                                    马继锋10月26日



【结束语】

        在全班同学的共同努力下，凝结着我们华东师大74071班44位同

学深情厚谊的PPT终于展现在我们面前啦。

        这是一卷画，一卷让你永远回味无穷的画，只要你悉心琢磨，它

会激发你多彩美好的回忆；

        这是一部书，一部让你永远想读的书，只要你翻开任何一页，都

会赋予你许许多多的快乐；

        这是一首诗，一首让你总想高声吟诵的诗，只要你细细品味，它

会赋予你许许多多的智慧；

        这是一根金色的纽带，一根联结全班同学纯真友谊的金色纽带，

只要你牢牢地握住它，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愿这个PPT奉献给天南地北的同学们更多的爱，更多的情，更多

的思念，更多的真诚！

        我们的经历虽然平凡无奇，却都是真实的过往。

        留一丝温馨的回忆，期待着再次的相逢……



后记：
       看了这PPT，想起数学系一位校友为他们
相聚记录片取名《拾起星点岁月》，觉得挺适
合我们的情况，不妨借用一下：
        所谓《拾起星点岁月》，指照片记录了流
逝的岁月，看PPT可谓“拾起岁月”。
       加上“星点”两字，是因为限于条件和时
间，这里的照片只是星星点点——有多少算多
少，放上哪张不放哪张是没有任何标准的。唯
一的希望是“让我们来回忆”，请同学们提供
更多精彩瞬间。
        编得不好，敬请指导！



2014年10月26日

聚会活动筹备组

华东师大数学系74级（1）班入学四十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