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 110 周年校庆记略 
作者：高如山          录入于 September 07, 2006 at 07:59:33: 

 

今年是上海交通大学建校 110 周年纪念，4 月 8 日学校在徐家汇老校区和闵行新校区隆重举行庆典，有

四千多海内外校友重返母校共迎交大 110 周年华诞。出席 庆典大会的国家领导人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

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怀西以及上海市党政领导陈良宇、韩正、龚良平等。老校友，

前国家主席 江泽民则在 4 月 6 日，即校庆前两天专访闵行校区，并为母校题了“思源·致远”四个字，鞭

策母校踏上新征程，新辉煌。 

 

出席大会的贵宾有两岸其他四所交通大学（北京、西安、西南、台湾新竹）、国内著名大学清华、北

大、浙大、复旦等校领导，以及英、美、俄、日等有海外校际合 作关系的名牌大学代表等。交大党委书记

马德秀女士在会上宣读了国务委员陈至立和教育部的贺信，校长谢绳武作了题为“薪火相传，思源致远”

的校庆专题报告。 贵宾们也相继发言致贺。庆祝大会开始前播放了介绍交大历史的录像，记略如下： 

1896 年春，晚清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盛宣怀（从一品官衔）在上海捐购基地开办新式学堂，12 月 26 日

清廷正式批准盛宣怀在徐家汇创办“南洋公学”的奏 折，并委任盛为学校“督办”。学校首设师范学院，

招生四十名，于 1897 年 4 月借用上海徐家汇一家丝厂厂房作临时校舍正式开学，并委任何嗣昆为公学总理 

（即校长）。 1898 年 6 月南洋公学选定今日的徐家汇校区作为永久校址，在上海道台的协助下，以每亩官

银 120 元的价格买下临时校舍边一块 97 亩的地皮兴建校舍。到 1906 年，校园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达到

260 亩。  

 

从 1905 年 2 月开始，学校隶属关系及校名屡有更迭，如“商部高等实业学堂”、“邮传部上海高等实

业学校”等。1911 年学校改名为“南 洋大学堂”，唐文治任校长； 1912 年学校改隶交通部直辖，并易名

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堂。1920 年 10 月唐文治校长辞职，由凌鸿勋代理。1920 年 12 月，交通总长叶恭

绰提请 北洋政府通过，将交通部所属四所学校北京铁路学校、北京邮电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和上海工

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成一所学校——“交通大学”，自任校长，并 于 1921 年春正式启动交通大学校名，

它包括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和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三部分。从此，“交通大学”这一校名

虽历经风雨，却传 承不缀。  

 

此后，学校的隶属关系仍时有变动：交通部——铁道部（1928）——教育部（1937）——国防科委

（1961）——六机部（1970） ——上海市（1974）——教育部（1982 至今），历任校长有：蔡元培、孙

科、黎照寰、吴有训、彭康、范绪箕、翁史烈及现在的谢绳武等。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抗日战争爆发

后，学校迁至法租界震旦大学及上海学艺社上课，1943 年交大接管重庆商船专业学校成立造船专业，上海

交大内迁重庆成立总校，抗战 胜利后重庆总校师生在 1945 年 10 月分批复员上海，在徐家汇校区上课。随

后，上海交大较大的变动有： 1、1950 年 9 月航业管理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成立“国立上海航务学

院”； 2、1956 年 7 月与大连工学院造船专业合并成立“上海造船学院”； 3、1957 年 6 月分设上海、西

安两部，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4、1987 年 4 月与水利电力部共同组建“上海交

通大学电力学院”； 5、1999 年 4 月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大； 6、2005 年 7 月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包

括已并入二医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  

 

目前，上海交通大学共有理、工、人文及生命科学方面共 21 个学院，全校共有教职员工 7908 人，其

中：教授 687、副教授 1039、专任 教师 2836、中国科学院院士 14、中国工程院院士 18；学生总数 40906

人，其中：本科生 18552 人、专科生 1991 人、研究生 18354 人。校区 总面积 4413 亩，其中：徐汇校区

350 亩，卢湾校区 113 亩，清华校区 50 亩，上中校区 50 亩，闵行校区 5000 亩。  

 

上海交大建校 110 年以来，培养了大批优秀人士，在政治、经济、科技、工程、文化、体育、军事等各

个方面都有全国甚至世界顶尖的精英，如 （入学或毕业年份为序）：蔡锷（1898-1899）、温应生

（1901，美国西点军校首位中国毕业生）、黄炎培（1901）、邵力子（1901）、邹韬 奋（1912）、茅以升



（1916）、冯筒（1919，到达北极第一人）、陆定一（1925）、汪道涵（1932）、钱学森（1934）、王安 

（1940，研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小型程式计算机）、吴文俊（1940）、许国志（1943，运筹学创始人）、

卢燕（女，1945 年，好莱坞影星）、程心 一（1946，航天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教授）、李天和

（1946，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高级副总裁，维也纳国际系统研究所所长）、江泽民（1947）。 此外，在体育

界有著名运动员陆伟堆、乐靖宜、陶睿均毕业于交大，姚明、曹燕华、龚智超、刘国梁、王励勤等均曾在

或正在交大就读。在我国 23 位“两弹一星” 功臣中，交大校友有六位；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院

士中，交大校友有 200 多位。  

 

上海交通大学 2005 年录取平均分数线为 653.3，全国高校排名第四，学校代表队参加国际大学生计算

机程序大赛，在 2002 年（26 届）和 2005 年（29 届）均获得全球总决赛第一名。近年学校的重大科技成果

有：1、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被成功应用于“神舟”六号宇宙飞船返回地空搜索 行动，2、我国第一台二

甲醚城市客车，3、太阳能供热水、空调、地板采暖、自然通风节能技术应用于住户建筑，4、国内首台基

于 GPS 的智能变量播种、施 肥、旋耕机，5、由欧盟资助、上海交大主持，与法国、葡萄牙有关大学和科

研机构合作的无人驾驶智能车首台样机。上海交大还与 50 多家国际上著名大学、科研 机构、知名企业建

立了联合研发中心，协力科技攻关，合作培养人才，卓有成效。  

 

继往开来,勇攀高峰,上海交通大学正在向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征程上大踏步前进。 

 
笔者与谢绳武校长在欢迎宴会上 

 
笔者与 43 届同班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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