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胡金波，

党委副书记薛海林等一行，走访调研校友捐赠企业——乐

米集团，苏州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虎丘区委书记、区政府

区长、党组书记吴新明，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区政

府副区长陶冠红、区经发委、区科创局、科技城相关领导

陪同调研。

苏州乐米科技负责人是我校软件学院2012届杰出校友

韩振杰。今年5月，韩振杰校友及乐米科技慷慨捐资3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南京大学振杰基金”，支持南京大学人

才队伍和学科建设。同月，苏州乐米科技再次捐赠设立软

件学院奖学金，奖励在EL程序设计大赛中表现优异的同学。

此前，我校发展委、后勤集团、苏州校区建设工作办

公室、南大幼儿园等相关部门先后访问苏州乐米科技和苏

州创新研究院智慧教育基地，了解智慧教育基地运行及相

关课程开发情况。韩振杰校友和乐米科技相关同仁也曾多

次来访我校互动交流，派出技术团队赴南大幼儿园实地勘

察，共同商洽捐建AR（增强现实技术）教室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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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南京大学联校校友

及老师交流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新鸿基地

产郭氏基金总监李家华，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

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项目负责人，以及来自香港和内

地19所高校的教师代表和校友代表近百人出席活动。

随后，来自南京大学学工处、湖南大学基金会、天津

大学基金会和新鸿基学友会的代表分别围绕“资助育

人”“校友服务和情感联结”“新鸿基郭氏基金校友

会的功能与活动”等主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新鸿基校友联谊活动和高校教

师工作坊，出席活动的校友和教师代表分别就相关议

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并达成共识。

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南大联校交流活动举行

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来，向社会

捐赠资金超过7亿元人民币，受益人群达万余人。

“南京大学新鸿基奖助学金”于2006年设立，持

续资助12年，惠及2000多人次品学兼优的南大学子。

郭炳湘先生和郭婉怡女士先后担任南京大学名誉校董，

为学校建设发展出谋划策、贡献智慧。据悉，“南京

大学新鸿基奖助学金”第三期资助计划将于今年9月

启动。

薛海林副书记一行访问远东宏信有限公司

近日，我校党委副书记薛海林及基金会、校友会

负责人访问远东宏信有限公司，与我校1994级商学院

校友、远东宏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远东宏信教育集

团总经理朱国杰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薛海林副书记

介绍了南京大学最新发展战略和布局，指出学校正处

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时期，期待双方

进一步加强合作。朱国杰校友介绍了远东宏信教育集

团的教育理念和未来发展前景，他希望紧密结合教育

领域的特点，充分发挥远东宏信的优势，进一步加强

与母校之间的合作，实现校企双赢。

远东宏信教育集团于2015年在我校设立“远东教

育家联盟优秀管理人才奖励基金”，专门奖励学校管

理服务部门中业绩突出的青年管理干部。

江苏枫帆建设捐资支持我校体育教育事业

近日，江苏枫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捐赠仪式在

我校仙林校区举行。集团捐资支持我校文化体育活

动、相关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我校体育教育事

业发展。江苏枫帆建设董事长赵志刚一行、南京大

学党委副书记薛海林、体育部、发展委等部门负责

同志出席了签约活动。



近日，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签约仪式

在仙林校区举行。缪妍缇校友及我乐家居捐资设立南

京大学“我乐奖学金”，奖励物理学院、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和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优秀学生；同

时，捐资支持新闻传播学院、商学院等开展“南大—

我乐论坛”，共建相关课程课题；支持就业中心开展

学生就业相关宣传活动。我乐家居董事长缪妍缇校友、

首席人力资源官杨光一行，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薛海

林，发展委员会、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现代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物理学院相关负责同志

出席。缪妍缇校友表示，再次回到母校非常高兴，多

年在外拼搏事业的同时一直不忘母校的培育之情；今

天的捐赠只是一个开始，期待未来与母校进一步加强

合作，为母校的建设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仪式中，缪

妍缇校友受聘为我校学生生涯规划导师。

我乐家居捐资助力我校人才培养

缪妍缇女士是我校物理系1990届校友，曾任美国

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软件工程研究员，上海倍尔软件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2005年创立我乐家居。

此前，缪妍缇校友回访母校为青年学子带来精彩

的职业生涯讲座；相关院系组织学生赴企业开展实践

课程；就业指导中心与我乐家居共商建立学生实习实

践实训基地。

学校发展委员代表与海外侨领侨商畅叙联谊

近日，我校发展委员会携手党委统战部共同举

办海外侨领侨商南京大学联谊活动,促进海外侨领

侨商与南京大学的沟通交流、增进双方友谊。

江苏省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陈锋，中国侨联联

谊联络部欧非处处长王巍，江苏省侨联文化联络部

部长冯为宽，来自欧洲、南美洲、非洲28个国家的

60余名海外侨领侨商代表，我校党委副书记、发展

委员会主任薛海林，发展委、统战部、国际处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国侨联、省侨联相关部门同志

参加了本次联谊活动。

联谊活动上，薛海林副书记代表学校对各位领

导和侨领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到，南京大学一

直是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最活跃的中国大学之一，与

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华商们建立了稳固的友谊，展

开了广泛的合作。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华侨华商

们慷慨地捐资助学、设立基金，全力支持学校在建

设发展的重要时刻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侨领侨商们纷纷表示，此次联谊交流收获很多、

感触很深，回去后一定把学习收获传达给身边的华

侨华人，将中国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传递给各国朋

友。同时，他们也非常愿意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和

南京大学的办学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近日，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南开峰会在天津

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南开大学

教育基金会、南开大学金融学院主办。各高校基金会

与相关慈善组织的嘉宾参会，共同探讨中国慈善资产

管理与发展新思路。我校教育发展基金会代表出席了

本次论坛并参与研讨。 

我校基金会参加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

近日，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会在美

国西雅图举行2018年度理事会会议。南京大学党委副

书记薛海林及基金会、校友会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

议听取了由徐岗执行会长所做的2018年度财务报告和

2019年上半年财务收支汇报，审议了2018年度税务审

计报告，讨论通过了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

2019年度工作计划等议题。会议由鲁明泓会长主持。

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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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快讯

u 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扶持基金获江阴市星火教

育咨询有限公司、浪潮集团等热心企业捐赠支持开

展南大学子就业、实习、实践活动。

u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日本笹川和平财团捐

赠支持。

u 哲学系获南京金箔集团捐资设立“金箔奖教金”，

奖励在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岗位上业绩突出教职

员工。

u 法学院获捐设立“芦贵平助学金”，激励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勤奋学习、追求卓越；法学院获上海市协

力律所、上海锦天城律所捐赠支持学院建设发展。

图书馆发展基金（图南基金）

一、基金概况

为推动南大图书馆持的建设和发展，扩大与社会

各界合作，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师生员工、校友和

社会人士提供更好的阅读学习环境，由图书馆和教育

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图书馆发展基金，命名为

“图南基金”（“图南”，意取《庄子·逍遥游》，

寓意志向远大，祝愿广大学子鹏程万里）。

二、基金用途

u 充实图书馆馆藏资源；

u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u 维护设备设施，改造馆内外环境；

u 保护修复古籍与馆藏珍贵文献；

u 开展主题沙龙、讲座、论坛等交流创新活动；

u 奖励资助学生利用馆藏资源开展学术活动；

u 支持各类相关的科研项目；

u 支持管理服务团队建设；

u 资助其他项目及活动。

三、图书认捐活动

2019年正值南京大学成立117周年、仙林校区启用

10周年纪念。图南基金发起了“传承一脉书香”图书认

捐活动，300余位热心师生校友积极参与其中，关注支

持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

参与“传承一脉书香”认捐活动的捐赠人都获得了

图书馆和基金会为精心制作的鸣谢卡，卡上记录着捐赠

人的姓名和寄语等信息，永久留存在认捐图书的扉页上

和检索系统中，图南基金通过此方式向捐赠者表达最诚

挚的谢意。

图南基金更多信息，请扫二维码

捐赠咨询：陈老师（025-89686381） 

u 社会学院获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捐资支持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系开展相关项目研究活动。

u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获京东方科技集团捐资，

支持开展“BOE营销挑战赛”活动。

u 人工智能学院获南京旷云科技捐资，支持学院开展

文体、学术、实践等活动。

u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获科特迪瓦科建

地产捐资设立奖学金。

u 物理学院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捐资，在南大超导量

子器件研究组设立奖学金、奖教金。

u 环境学院获内蒙古新蒙西环境资源发展有限公司捐

资，支持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

展开放日活动。

特色基金



    2009年，一位阳光向上的

南京女孩，以优异成绩如愿

考入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

学系，她名叫洪晨雪。

怀揣着希望和梦想，她

踏进了南京大学校门，践行着“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的南大校训。在校期间，晨雪校友勤奋刻苦，多次获

得奖学金；性格开朗乐观的她，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是同学们的好伙伴。南大的学习成长经历让晨雪受益

良多，母校关爱包容、诚朴雄伟的精神气质在晨雪心

中打下深深烙印，也让晨雪怀揣着一份追求卓越、奉

献社会的职业理想。

2013年，晨雪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以优

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2016年，成功进入谷歌公司担

任金融分析师，运用所学知识开启职业生涯。然而一

切来得如此突然，2018年秋季里的一天……

为感恩母校的培养教育，完成晨雪校友回馈母校、

服务社会的心愿，将对晨雪的爱延展到积极阳光的南

为使身患重大疾病的南京大学在读学生能及时获

得医疗救助，学校在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南京大学

学生重症医疗救助基金”，减轻患病学子和家庭部分

的经济压力。

“南京大学学生重症医疗救助基金”初始资金由

社会定向捐赠；后续有众多师生员工和社会热心人士

慷慨解囊、不断扩大基金容量，助力该基金成为开放

式基金，持续发挥救助实效。

洪流奖掖英才 晨雪沾溉后生

——记南京大学“晨雪基金”奖助计划

学生重症医疗救助基金

一、基金概况

二、捐赠来源

三、基金管理

学校专门成立“南京大学学生重症医疗救助基金

管理小组”，由分管校领导，教育发展基金会、学生

工作处、研究生院、学校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等部门

负责人组成。为规范救助基金的管理和使用，学校特

制定《南京大学学生重症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四、基金成效

截止目前，该基金已资助在校本、硕、博学生25

人次，资助总额近百万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患病学

子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

重症基金救助指南

【补助标准】

u 针对学生个人或家庭承担的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

后）超过1万元部分，基金给予50%的补助；

u 每位学生每学年可获基金补助的最高额度为10万元；

u 每位学生在南大就读期间（含本、硕、博）可获

基金资助总额不超过20万元。

【申请程序】填写救助基金申请表——院系核实—

—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审核——救助基金管理小组

审批——办理发放救助金

学生重症基金更多信息，请扫二维码

办理咨询：洪老师（025-89687578） 

捐赠故事



1.南京大学“晨雪海外留学奖学金”

【资助方向】奖励申请到世界一流大学攻读学位的

南大优秀本科毕业班学生。

【资助成效】自设立以来，已有数名优秀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子获得奖助，他们远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芝加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悉尼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深造，晨雪基金为他们

投身科研、成为行业顶尖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2.南京大学“晨雪助学金”

【资助方向】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南大本

科学生。

【资助预期】该项目将于2019年秋季评选，助力10余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顺利完成学业。

不忘初心芳百世

——地科院已故老教授捐赠遗产设立奖学金

“夏树芳奖助学金”项目简况

大学弟学妹们身上，晨雪的亲属决定将来自企业的抚

恤金，以及社会各界、亲朋好友的善款捐赠发起设立

南京大学“晨雪基金”。

根据晨雪校友亲属的意愿，“晨雪基金”旨在奖励和

资助南京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子茁壮成才。

2019年春季，一位老教授的女儿来到仙林校区，

在地科院领导老师的陪同下，将一位已逝老教授的部

分遗产捐赠给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奖助学

金，激励后辈学子在科研领域坚持不懈，永攀高峰。

这位老教授就是地科院古生物与地层学教研室的夏树

芳老师。

“夏树芳奖助学金”将于2019年开始评选，支

持热爱古生物学专业的后辈学子们在学术研究中兢

兢业业、不断求索，取得专业研究领域的突破和成

就。

据统计，南京大学已有20余种由在校教师和离

退休教职员工捐资设立的奖助项目，如“苏定强助

学金”、“陈洪渊奖学金”、“全兴紫金环境基

夏老师毕生立志为学、信念如炬。2018年的12

月夏老师安静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总提到，此生

能为国家做点贡献，为社会尽绵薄之力，皆离不开

母校的栽培。根据夏树芳教授遗愿，他的家人希望

通过设立助学基金来反哺母校、激励后代，无论何

时何地，都不忘恩情、回馈母校是南大人永恒的心

愿。

学校为感谢夏老师及其亲属的善意善举，学校

将该奖助项目冠名为“夏树芳奖助学金”。

夏树芳老师早在中学时代就特别爱好地质和古

生物学，从浙江省回浦中学毕业后，先后就读于浙

江大学地理系和南京大学地质系，1954年毕业留校

任教，从事地质古生物教学科研工作。夏老师深爱

自己的专业，家中随处可见古生物地质学的书籍、

经典和手稿。

夏老师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在教学和科研工

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先后主讲过“古生物学”、

“地史学”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教学效果深受

学生好评。参与了三本教材的编写工作，出版了多

本有影响的科普书籍，为南京大学教材建设和科普

事业作出了贡献。1990年，他获的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授予的“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荣誉。

“晨雪基金”资助项目简况



为了更好的使用这笔善款，达到基金的资助功能，

基金捐赠人代表、教育基金会、学工处、团委等部门成

立了亲情基金管理小组，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负责受

助人的遴选、资助额度、确认和发放等工作。

基金自设立以来，得到了学校师生、社会人士多种

形式的支持。以爱护航，送爱回家，截至目前，亲情基

金已成功助力200余名南大学子春节回乡与亲人团聚。 

2013年冬季里的一天，学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王老师捐出自己刚刚获得的10万元奖教金设立

了专项基金，希望帮助家境贫困的学生春节返乡与

亲人团聚。于是，这个基金有了一个朴实而温暖的

名字——亲情基金。

王老师数年如一日的“亲情护航”

——记南京大学“亲情基金”

南京大学发展委员会、教育发展基金会

编辑：吴  迪      王  扬 
地址：仙林校区行政北楼 711
电话：025-89687579
邮箱：wangyang0405@nju.edu.cn

更多发展工作信息，可扫码关注基金会

官网或官微。

此后的每一年，王老师都会按时将自己工资、

稿费或奖金等捐赠到该基金，几千块、几万块不等。

在王老师善举的感召下，很多热心师生和社会企业

纷纷加入“送”困难学子回家的队伍，积少成多，

基金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了开放式留本基金，越来

越多的孩子们享受到了“亲情基金”的温暖关照。

南京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热忱欢迎学校师生员工

及社会热心人士向亲情基金持续注入爱心。

“亲情基金”项目简况

聚沙成塔，大爱无言。王老师相信，通过善举在

学子心中静静地播下爱的种子，必能收获回馈社会、

感怀母校的美丽之花。他数年如一日的“亲情护航”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架起一座温馨的“团圆之桥”，

让学子的成长之路更温馨。

金”、“孙钟秀教育基金”、“魏荣爵基金”等 ，

“夏树芳奖助学金”成为这众多慷慨馈赠中的一份

子，师长前辈们的求学精神和善心善举将持续激励

代代南大学子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永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