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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迎春会新年迎春会新年迎春会新年迎春会 

       2015年2月28 日中午12 至下午4点在Ashburton 图书馆举行了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新年迎春会。与会者约60人。       
       张雪花会长做了前段时间的工作总结报告、未来活动计划、以及理事介绍。本校友会首任会长张厥樑 向与会者介绍了交大校友会的创办和发展史。谢卫华理事畅谈了诸多感想。此外， 大家分享了各自带来的丰盛午餐, 同时叙旧交友, 为校友会献计献策。 迎春会上，我们还欣赏到来自维省中文教师协会舞蹈队的三位特邀舞蹈嘉宾的精彩献舞！另外，大家还共同参与了张雪花主持的有奖猜谜活动。 迎春会在董小维会员的轻歌曼舞“小苹果”的舞蹈教学互动中结束。 
      此会的成功举办还要感谢理事们缜密的分工合作及捐助和会员们的主动参与协助：纪念笔（祝师杰捐）、新会员纪念品羊皂（方青捐）、收据本（张志颖捐）、对联灯笼及谜语奖品和嘉宾纪念品（王月英捐）。总之，这次活动过得简朴而热闹，总支出为38元（26元场地租用费和12元一次性餐具费）。                       王月英 （副会长） 

谢卫华谢卫华谢卫华谢卫华 1959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西安部分）机械工程系（54级）。1959-1979年任职于西安交通大学。1979年调回新建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
1988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墨尔本大学进行学术访问。1990年回国继续任职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原上海交大分校），从事生产自动化和气动控制领域的教学、科研并兼任行政管理工作。2001年退休，退休前任教授、系主任、院长，兼任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机床与工具专业委员会主任。2001年后，因亲属团聚赴澳定居。 
 

 

张厥张厥张厥张厥樑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77级，1982年毕业留校，先后任院副主任、校行政部门负责人和南洋国际技术公司副总经理。1988年自费留学澳洲，在 Swinburne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随后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2000年起至今任 La Trobe大学国际研究合作部主任，主要负责与亚洲、中国大学和科学院的科技合作交流。1996年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创建起至 2006年任交大校友会会长。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      本简报是校友沟通的桥梁和展示才艺的平台。希望得到校友的积极支持和持续关注。由衷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并积极投稿! 目前简报的发行形式是电子季刊。本期为劳动节专刊。简报的编辑出版主要由王月英负责，由理事会审核通过后电邮给会员。    来稿请电邮给王月英:  
 yueyingw@hotmail.com     

 联系电话：   
          0433 41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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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亿民谢亿民谢亿民谢亿民  1984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为钟万勰教授攻读硕士。
1986年，获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奖学金，经钱伟长教授推荐赴英跟随辛克维奇大师读博士。1991年，任悉尼大学航空系研究员兼有限元分析研究中心经理。1992年，与 Steven率先提出“渐进结构优化法”，在国际上有深远影响。2002 年,成为 RMIT 大学土木工程系终身正教授及系主任。
2011 年，为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2013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现为 创新结构与材料研究中心主任，土木、环境及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 



  

 

                                  母校母校母校母校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一九二一年，正式更名“交通大学”，遂组建机械、航空、铁路、汽车、造船、纺织、水利诸专业，著称以民族工业教育之脊梁。新中国成立后，应势之需，历经调整，学科遍布九域，开枝散叶，惠泽八方。从自改革开放，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启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之门，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之列。新世纪初，携手二医，强强联合，集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之大成，跻身一流，奋翅而腾骧。及夫演承“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之精神，为国为民、勇于奉献，抱负爱国之志向；求真务实、追求卓越，表树科学之信仰；与日俱进、敢为人先，谱写创新之华章。涉阅岁月沧桑，不负使命；积淀人文底蕴，再铸辉煌。  上海交大将于二○一六年四月八日，迎来一百二十岁华诞。值兹佳日，诚邀寰球历届校友，会集校园，以志庆贺；切盼社会各界人士，莅临盛举，与世尽欢。旧雨新知，寻根溯源，嘉礼何其乐；恩师爱徒，抚今追昔，友情弥足添。襄大业，绘宏图，尽显腾飞之象；续辉煌，追梦想，且呈灿烂之端。                                                                                                                                                                （ 报道来自上海交通大学 网   二○一五年四月八日）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05年划归商部，改名为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改隶邮传部，更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学校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划归交通部管理，遂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道管理学校、北平邮电学校合并成立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战略的需要，国务院决定1956年交通大学的主体内迁西安。1959年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实现合并。2015年 4月1日，西安交大校友、智课教育董事长兼CEO韦晓亮向学校捐赠价值240万元的在线教育课程，作为对母校119周年校庆的献礼。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参加捐赠仪式，感谢校友对母校的热爱和对母校建设发展的关注，表示学校要加强与校友的互动力度，校友与学校形成合力共谋西安交大的发展，让社会也通过校友认识到学校的价值，协同为社会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015-04-08      稿件来源: 西安交通大学网 yangfei2014040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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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1921年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1923年交通大学改组后，北京分校更名为北京交通大学。1950年学校定名北方交通大学，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任校长。1952年，北方交通大学撤销，京唐两院独立，学校改称北京铁道学院。1970年恢复“北方交通大学”校名。2000年与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由铁道部划转教育部直属管理。2003年恢复使用“北京交通大学”校名。学校把加强合作交流作为提高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与美、英、德、法等37个国家的近200所大学及著名跨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比利时鲁汶、美国休斯敦和巴西坎皮纳斯办有孔子学院，积极传播中国文化。主办或承办国际无线通信、信号处理、铁道工程、低碳物流等领域的多个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国际文化节”，促进中外学术文化交流。充分发挥校友会、基金会、董事会的作用，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在海内外成立地方校友会28个，吸纳董事单位77家，与交通、物流、信息、能源等行业企业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领域开展长期、广泛的合作。                                                                                           (报道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网  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 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学校由中央军委铁道部接管，组建中国交通大学，本部在北京，下设唐山工学院和北京铁道管理学院，学校更名为中国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0年8月，学校更名为北方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我校采矿、冶金、化工、建筑、水利、通讯等系（组）师生调整到外校，我校更名为唐山铁道学院。196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建设大三线的精神，铁道部决定我校迁至四川峨眉。1972年，学校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1989年，总校迁往成都，（峨眉成为分校，后改为校区）。2002年在成都犀浦建设新校区，遂形成今日“一校、两地、三校区”的办学格局。学校同国际铁路联盟、康奈尔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慕尼黑工业大学、利兹大学等世界上54个国家、地区的166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与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合作共建了学校第一所也是四川高校在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与利兹大学合作成立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西南交大-利兹学院”。目前，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覆盖所有的年级和各个层次的学生。2014年，学校来华留学生增至359人，其中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219人；出国境交流和访学学生增至341人次，其中国家公派研究生和本科生68人，赴剑桥大学等校开展国际工程实践100余人次。                                                                                                              （报道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网，2015年3月更新）     新竹交通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 (图片来自其校网-图书馆八景） 位于新竹市的交通大学也同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并称“饮水思源 五校一家”，代表五校系出同源。饮水思源纪念碑也为各校的精神团结的象征之一。 （摘自维基百科，国立交通大学注释） 



  

 

                        科技与科技与科技与科技与人文人文人文人文 

                                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生活与健康 

                                                         流言揭秘流言揭秘流言揭秘流言揭秘：：：：直系亲属间不宜输血直系亲属间不宜输血直系亲属间不宜输血直系亲属间不宜输血？？？？ 

            一般来说供血者体内的淋巴细胞会在受血者体内迁移，进而攻击受血者的免疫系统，受血者的免疫系统会将这种淋巴细胞识别成“异体”加以排斥，但是直系亲属间有部分相似的遗传基因，所以在受血者免疫系统低下的情况下极难识别供血者的淋巴细胞，便会导致供血者的淋巴细胞在受血者体内增殖。这种极其严重的输血并发症，被称为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主要发生在输血后4至30天，通常发病率为1%，但在直系亲属间会提高到10至20倍，这也是为什么建议尽量避免在直系亲属间相互输血。目前该病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法，致死率很高。直系亲属血液并不是首选，直系亲属血液相较于其他血液多一项致亡率很高的安全隐患，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能不去选择直系亲属血液的情况下就不要选择直系亲属献血。如果只能输直系亲属的血液的话可以选择成分输血的方式，被输血者血小板低了输血小板，红细胞低了输红细胞，成分输血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小副作用，一样能达到改善病人血样功能的目的。在国内，血液一般都会在血库存放3天以上才会提供临床使用，在美国5天以内的血不会向临床提供。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都要求血液制品必须进行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抗体等多项传染病血清学检测，但是梅毒类螺旋体尽管是经过化验，但是这一类病原体在三天内会释活，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会存在窗口期的漏检问题，存放多天的话就会更加安全。                                                                                                                         （2015年4月13日  北京科技报 ）    
                                                                言出必践言出必践言出必践言出必践，，，，树立威信树立威信树立威信树立威信   我们对孩子承诺的一定兑现，对孩子禁止的一定要坚持。不能因为自己情绪好或者事情小，就迁就孩子。这样才能建立父母的威信以及和孩子相处的规 则，让孩子明确地感到父母言出必践。孩子所以耍赖，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左右大人，如果我们让他确信耍赖无效，他以后就不会耍赖了，没有人愿意做毫无希望的事。有的父母朋友会通过转移注意力来解决，我认为这是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确立规则，让孩子把“哭”、“闹”、“赖”、“搬救兵”等本领都使完，从而发现只有“合理”才能得到支持，其他都无效，是最好的。当然这些是在孩子安全的底线之上。                                                                                                                                                                        相机而教相机而教相机而教相机而教   孩子的很多要求虽然不宜满足，但是并非这样的要求是过分或者不合理的，比如孩子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和探索。这时候，我们正好帮助孩子来增长相关的知识和能力。如果孩子感兴趣的事情有危险，我们正好可以教会孩子如何保护自己、规避危险，比如孩子喜欢按饮水机玩，我们就可以演示苹果被开水烫皱，来告诉孩子热水的危险；如果孩子的尝试，会造成器物的破坏，我们就借机让孩子分辨不同器物的价值，然后帮孩子找到替代品；如果孩子的要求会妨碍他人，我们就借此教孩子“尊重他人”，以及分辨自己和别人的权利。总之，孩子探索的愿望是无辜而健康的，我们要规避相关的危险、不便、损失，又能满足孩子常识、体验的愿望才是最好的。 
                                                                                               （摘自新浪微博 39 健康网 2015年4月17日稿） 

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走起来        
迈开双腿迈开双腿迈开双腿迈开双腿                活动全身活动全身活动全身活动全身    

甩开双臂甩开双臂甩开双臂甩开双臂                协调四肢协调四肢协调四肢协调四肢    

调顺气息调顺气息调顺气息调顺气息                增加氧气增加氧气增加氧气增加氧气    

走正脊椎走正脊椎走正脊椎走正脊椎                挺直身躯挺直身躯挺直身躯挺直身躯    

走活关节走活关节走活关节走活关节                通达经络通达经络通达经络通达经络    

走出汗珠走出汗珠走出汗珠走出汗珠                排出毒素排出毒素排出毒素排出毒素    

 （徐志勇  灵应之 等登山队员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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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种食物别进微波炉六种食物别进微波炉六种食物别进微波炉六种食物别进微波炉                                                                如今，无论加热、解冻还是烹调，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微波炉。近日，有美国媒体最新载文指出，芦笋、母乳、西蓝花、干辣椒、冷冻水果、大蒜等6种健康食物最好别用微波炉加热，否则易导致营养丢失。   朝阳医院营养师宋新提醒，大部分的蔬菜尤其是绿叶菜如果用微波炉加热，都有可能存在营养素流失的问题，因为蔬菜中维生素C等营养素对光热较为敏感。而肉类、蛋类、主食类用微波加热，营养损失较小。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红表示，水、多数新鲜天然食材都是高水分食物，鱼肉蛋奶、水果蔬菜和粥汤，比较适合用微波炉加热。不过，即便是高水分食品，微波加热时间也不能过长。要多试试，看看一碗粥、一杯奶到底用某个火力加热多长时间才正好温度合适，大概加热到60多摄氏度就可以。（2015年4月17日07:46 京华时报）                                                                                        



  

 

会员情况更新 会员情况更新 会员情况更新 会员情况更新      截止至2015年4月，交大校友会通讯录上共登记校友150人，其中18人为
2015年新增会员。会员中已有36人缴纳2015年会费。现有会员主要集中在维省，其中6位会员居住在外省，即：
3位是我们会员表上的金艺（悉尼），王东彦（悉尼），周凯泉（阿德莱德），另外3是位在我们微信群里，即：马敏肖（布里斯班），龚洪昊（布里斯班），王兵（悉尼）。                                   张志颖 （秘书长）      

会员缴纳会费方式： 会员缴纳会费方式： 会员缴纳会费方式： 会员缴纳会费方式：      会员可去银行交费或网上转账：     请标注交费人的姓名及所交费用名称，       如： 小明，Membership Fee)  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校友会账号信息：     银行名称：Commonwealth Bank 分行号(BSB): 063-103 账号(Account No,): 1039 9794 账户名称(Account Title): 
 

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ustralia INC.                                                                                            方青  （财长）     

校友会网站：校友会网站：校友会网站：校友会网站：     建站的目的是在校友、母校、社会间搭建一个更通畅有效的沟通桥梁，也为校友会存储文字图片录像资料，为会员传递和交换信息，    网上目前可查信息:网上目前可查信息:网上目前可查信息:网上目前可查信息:    
-校友会新闻 
-校友会理事介绍 
-校友会会员通讯录 
-会费收交情况  
-校友会活动通知 
-校友会文字和图片资料 
--校友会历史资料 
--校友会简报 
-校友会章程 
-母校网址及信息 
-相关链接    校友会网址:校友会网址:校友会网址:校友会网址:    
www.jtuaaa.org                                               

                                                

                                      祝师杰 （理事）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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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年度活动通知     

    
     

A. 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春节庆祝会 ：：：：2015年年年年2月月月月28日，日，日，日， 周六；周六；周六；周六；    Ashburton Library        
B. 端午郊游端午郊游端午郊游端午郊游 :      2015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一；  一；  一；  一；  Mt. Dandenong        
C. 中秋节庆；中秋节庆；中秋节庆；中秋节庆；    2015年年年年9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日日日日；    ；    ；    ；    Mt. Danenong                
D. 2015年会：年会：年会：年会：   2015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9日日日日，，，， 周周周周日日日日；    ；    ；    ；    Ashburton Library 

 
                                                                                                                                        
                                                                                         
                                                                                     理事会        

 

                            2015 理事会会议记要理事会会议记要理事会会议记要理事会会议记要            第一次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于2015年元月25日在王月英家举行。与会者有王月英、张厥樑、谢卫华、蒋琴、方青、祝师杰。会上主要讨论了校友会网站建站事宜、银行恢复账号、迎春会活动安排、会员申请表改写，以及以后的活动安排和下次理事会时间地址，并审核通过了第一期校友会简报。  第二次理事会：第二次理事会：第二次理事会：第二次理事会：于2015年4月19日下午在博士山白马路888号举行。与会者有张雪花、王月英、张志颖、张厥樑、蒋琴、徐山清（代谢亿民）、阮冬（代方青）、仲慧（代谢卫华）。会上主要讨论了
2016年恢复会费20元、建立校友会它市分部、建立理事会代理制度、收取赞助的方式、校友会更名重新注册、网站、微信群等问题，以及端午节活动分工。会上审核通过了第二期校友会简报以及第一次理事会的会议记录。                                                                                      王月英  （副会长）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会名会名会名会名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条条条条  本会的全称为“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英文全称为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Australia，英文简称为 JTUAAA。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交通大学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包括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和原上海农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包括原西安医科大学和原陕西财经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包括原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和台湾新竹交通大学。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宗旨宗旨宗旨宗旨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增进澳洲交大校友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促进校友事业上的发展。饮水思源，发扬交大“求实学、务实业”的传统，加强澳洲交大校友与母校的联系和合作，沟通国际间交大校友的信息。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本会是非政治性组织和非盈利性机构。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章章章章   会员会员会员会员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条条条条    曾经在交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均为交大校友。凡是目前居住在澳洲的交大校友，经与本会联系，填写会员登记表，交纳会费，承认本会的章程，即可成为本会的会员。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条条条条    会员的义务： （一）有本会各机构成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参加本会的各项活动，并可提出建议和意见； （三）对母校的各项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条条条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本会章程，关心本会工作，参加本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二）关心母校的发展，促进学术交流； （三）未经理事会授权不以本会名义对外活动。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理事会理事会理事会理事会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本会设理事会，由理事若干名组成。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理事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任期二年，可以连任。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理事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由理事会成员选举产生。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理事会负责制定、修改和解释本会章程，决定本会方针，组织本会活动，关心和支持会员的事业拓展。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关系关系关系关系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本会为交大校友总会所承认的澳洲地区唯一的交通大学校友会组织，对外代表澳洲的交大校友，与总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参与总会组织的国际性活动。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澳洲的各州或领地可以建立分会，分会从属于本会，承认本会章程，其活动相对独立，对外代表本州或本领地的交大校友，与本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经费经费经费经费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本会经费由会员会费、校友捐赠和有关方面资助等组成，其支出由会长和财务共同签字有效。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附则附则附则附则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本章程经理事会于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全体大会产生并实施。二零零七年四月七日经理事会修改，并由全体会员通过并生效。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章章章章   终止活动终止活动终止活动终止活动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必要时由全体会员大会三分之二多数表决通过后终止本会活动。 

 

 

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交通大学章程 
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交通大学澳大利亚校友会章程    

 

Page 5  
 
 



  

 

          赞助信息赞助信息赞助信息赞助信息           Page 6 

    

 

 

 

 

                     

                    www.jwmedia.com.au    0402 211 007 

 

 

 

 

                     

                  

华夏报业 华夏之声电台（am1629频率） 华夏华语电视台 手机：61411 833 988 邮箱：ace8888@vip.163.com 网站:www.huaxia.com.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