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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的海外校友组织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清华与法国的交流也可以溯源到上

世纪20年代。在上世纪30年代，国立清

华大学曾邀请多名法国著名科学家到校

兼职与讲学，其中有物理学家朗之万（P. Langevin）、 

数学家哈达玛（J. Hardamart）等。30至40年代之间，清

华校友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等到留学法国经年，师从

居里夫人和约里奥居里（Jolliot-Curie）夫妇，学成后

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那是一段清华人与法国合作

的辉煌历史！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有一些清华

人陆续来法留学。但由于人数较少，至到20世纪末，法国

一直没有清华校友会。进入21世纪，清华大学与法国十几

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培养学生项目，因此赴法国留学的人数

大大增加，成立校友会成了众心所向。2009年10月，在母

校的支持下，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终于在巴黎成立了。法

国校友会的宗旨主要有三条：一是服务广大旅居法国和留

学法国的校友，为校友间的交流和活动提供一个平台；二

是服务母校，加强校友与母校之间的联系；三是为中法交

流、为清华与法国学术界的交流添砖加瓦。 

有了法国校友会，清华学子在法国的生活少的一份孤

单，多了一份温暖。尽管人力物力有限，但凭着清华人的

实干精神，校友会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

动。其中有多项大型活动，如协助母校在巴黎举行建校

100周年大型招待会，协助居里研究所在清华举办«居里研

究所与清华人»展览，更多的是校友聚会，并与多家兄弟

协会举行联欢。这些活动既加强了清华学子之间的感情，

也增添了与兄弟校友的友谊。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校友加入

了校友会的行列，并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值得提

的是，在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的队伍中，还有不少曾经在

清华学习过的法国人，他们中有的已成为校友会的骨干。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经过5年的锻炼成长，清华大学

法国校友会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有经验、有影响力的组

织。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影响在不断

提高，成了中国留法学人最喜爱的校友会之一，清华人的

精神在法兰西得到了发扬光大。今年正值中法建交50周

年，中法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时刻。过去，清华的

校友已在法国留下辉煌的历史；明天，清华校友必将在法

国续写璀璨的篇章！ 

这份纪念册记录了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在过去5年里的

主要活动。衷心感谢过去五年为法国校友会无私奉献和大

力支持的校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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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s relations entr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t la France re-

montent au début du siècle dernier. Au cours des an-

nées 1930, plusieurs scientifiques français renommés, 

tels que le physicien Paul Langevin et le mathématicien 

Jacques Hardamart, furent invités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pour y 

animer des conférences et quelques enseignements. De 1930 à 

1940, de nombreux é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aujourd’hui cé-

lèbres dont M. Shi Shi-Yuan, M. Qian San-Qiang et Mme HE Ze-Hui 

étudièrent plusieurs années en France, respectivement avec Mme 

Marie Curie et M. et Mme Jolliot-Curie. Revenus au pays, ils de-

vienrent des scientifiques majeurs de l’Empire du Milieu. Ce fut 

une décennie fructueuse d’échanges entr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t 

la France !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en Chine en 1966 marqua à coup d’arrêt 

aux collaborations scientifiques entre les 2 pays. Il fallut atteindres 

les années 80 que les échanges académiques reprennent entr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t l’Hexagone sous l’impulsion de la politique 

d’ouverture de Deng Xiaoping, avec l’envoi régulier d’élèves et de 

chercheurs de Tsinghua vers la France, mais les effectifs restèrent 

très limités jusqu’à la fin du siècle dernier. A partir de l’an 2000, 

avec le lancement de plusieurs programmes de collaborations 

entr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t plusieurs Grandes Ecoles françaises, 

le nombre d’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a considérablement aug-

menté. Ainsi, la création d’une 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s’imposait. En Octobre 

2009,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AAEUTF) a vu le jour à Paris ! L’objectif principal de l’asso-

ciation est d’offrir des services utiles aux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 renforcer la communité des élèves d’outre-

mer ainsi que le lien entre ceux-ci et l’Université Tsinghua.       

Depuis sa création en 2009, l’AAEUTF a organisé de nombreuses 

activités pour l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 la célébration des 

fêtes d’anniversaire de l’Université chinoise ; l’accueil annuel des 

nouveaux venus en France ; la fête des lanternes (co-organisées 

avec d’autres Alumni); des voyages et des rencontres « after work » 

entre les membres dans un bar ou café. A noter notamment que 

l’AAEUTF a contribué à l’organisation de deux évène-

ments d’envergure majeure : la célébration du 100ème anniver-

saire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à Paris et l’exposition de « 100 ans de 

coopération entre l’Institute Curie et la Chine »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2011. En effet, toutes ces activités ont permis de créer 

une atmosphère amicale et chaleureuse entre les membres de 

l’association et également d’acquérir une certaine notoriété dans la 

communauté des Alumni en France. 

Cet album rappelle les principaux évènements organisés par 

l’AAEUTF durant environ 5 ans. Le lecteur y trouvera également le 

portrait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qui ont contribué à la vie de 

l’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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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值此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成立五周年之

际，清华校友总会向法国校友会表示热烈

的祝贺，并向全体在法校友致以亲切的问

候和美好的祝福！ 

今年，我们的母校度过了 103岁的生

日。百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是自始至今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与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与担当。

海内外的广大校友，是清华的骄傲。如

今，工作和学习在法国的清华校

友人才济济，活跃在高等

院校、企业等各个

领域。校友们以自己的平凡工作和出色业

绩，为母校赢得了荣誉。 

法国校友会成立五年以来，为旅法校友

作了很多工作，举办了多项具有特色的活

动，起到了团结校友、连结校友和母校的

桥梁作用，成为清华大学五十余个海外校

友组织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同时，法国校

友会在当地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也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 

希望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再接再厉，为

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为支持母校的建设

与发展，为增进中法民间的友谊作出更大

的贡献！ 

愿所有清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事业生活上互助、共赢，与母校共同发

展进步。 

 

清华大学校友总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 

  

清华校友总会贺信 
Voeux de l’association générale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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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也是清华大

学法国校友会成立5周年，我谨代表中国驻

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对清华旅法校友们表示

热烈的祝贺！ 

 

随着祖国的崛起，海外留学人员数量不

断增加，地位也日益提升，各类留学人员

社团蓬勃兴起。中国高校海外校友会是爱

国留学人员社团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其

成员既有学有所成的专家学者和中高级管

理人员，也有在读学生和研究人员，可谓

侨学汇集，人才荟萃，是海外留学人员队

伍中一只重要力量，已成为中法高校之

间、母校与校友之间、使馆与留学人员之

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清华大学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传统。近百

年来，清华为中国培养出大量学术大师、

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对国家与社会的发

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清华大学法国校友

会也继承了母校的优良传统，为旅法校友

作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组织了多项具

有特色的活动，并多次联合其它高校校友

会一起举办讲

座、联欢。在

众多旅法学人

社团中，清华

大学法国校友

会已成为一亮

点。希望清华

大学法国校友

会再接再厉，在

旅法学人社团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增进中法民间友

谊、扩大中国的影响

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驻法国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 马燕生 

二〇一四年七月 

使馆教育处领导贺信 
Voeux du Ministre Conseiller du Service d’Education  

de l’Ambassade de Chine e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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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善进 WANG Shanjin  

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84年毕业。

1985年赴法国留学，就读于巴黎中央理工学

院，1990年获材料科学博士学位。1990年至

2000年，在法国GKN汽车传动轴公司工作，先

后担任科研工程师和课题组长。2000年加盟法

国雷诺汽车公司，从事发动机开发和研究，主

攻发动机的振动和噪音(NVH)，先后担任研究

组长、发动机NVH专家。现任雷诺公司发动机

研发部NVH专家、NVH技术总负责人。  2009

年，在清华校友总会的支持下，与几位校友一

起组建了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实现了多年的

愿望，并担任校友会的创始会长。为母校做点

事，为校友做点事，让校友们更快乐地在法兰

西学习和生活，就是本人的心愿。  

 

Je suis entré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1979 dans le 

Département Génie Méca-

nique et diplômé en 1984. 

En 1985, je suis venu en 

France pour poursuivre 

mes études à l’Ecole Cen-

trale de Paris. En 1990, 

après le diplôme de Doctorat, j’ai débuté ma carrière 

professionnelle chez GKN France, successivement 

comme Ingénieur R&D, Chef de projet puis Chef 

d’équipe. En 2000, je suis entré chez Renault en tant 

que Chef d’unité dans le Centre Technique des Mo-

teurs et Transmissions. Actuellement, je suis Expert 

Acoustique et Responsable Technique du Secteur 

Acoustique des Moteurs et Transmissions. Je suis le 

président fondateur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Offrir des 

services utiles aux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t 

rendre leur vie en France plus heureuse, c’est mon 

souhait le plus cher. 

张建宏 ZHANG Jianhong 

1986 年 清 华 大 学 工 程 物 理 系 学 习 , 

1988年来法国留学, 1992 年在巴黎中央理工 

学院 (Ecole Centrale de Paris) 获得材料科学 

博士学位。1994年获巴黎高等商学院(HEC)国际

金融硕士学位。  2001年之前在法国巴黎 

银行BNP PARIBAS工作。现在在安盛投资管理 

公司 AXA Investment Managers基金做管理工 

作。2010年加入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理事会，

负责校友会财务工作。 

 

Entré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1986 dans le Départe-

ment Génie Physiqu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en 1988 et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Doctorat à l’Ecole Centrale 

de Paris en 1992. En 1994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Master 

Finance HEC. Je travaillais 

chez BNP Paribas jusqu’à 2001 et aujourd’hui je 

m’occupe du management d’investissement chez 

AXA. Je suis entré au bureau de l’AAEUTF en 2010 et 

occupe le poste de Trésorier de l’association. 

 

  

校友会现任理事会成员 
Les Membres Actuels du Bureau de l’Association  

现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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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伶 DOU Ling  

1993年入读清华大学自

动化系，2001年工程硕

士毕业。2007年赴法学

习，先后在在法国里昂

商学院EM Lyon和加拿大

蒙特利尔HEC学习，获得

MBA学位。毕业后被一

家国际知名电器设备及

能源管理公司聘用，曾

任职国际技术商务专员和全球销售管理。现在

该公司的巴黎总部工作，负责全球战略客户业

务管理。自2011年开始在巴黎工作后，加入清

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理事会，服务至今。希望能

够借助校友会的平台，和更多的朋友们分享在

法学习、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和经验，让更多的

在法清华校友紧密团结，相互协助。 

Diplômée en 2001 d'un Master d'Ingénierie à l'Uni-

versité Tsinghua avec une spécialisation en Automa-

tique, j'ai ensuite entrepris un programme de MBA 

en France (EM Lyon) et au Canada (HEC Montreal) et 

j'ai diplômé en 2008. Apres avoir obtenu mon MBA, 

j'ai poursuivi ma carrière dans une multinationale du 

CAC 40, spécialisée dans le domaine de l'électricité 

et de la gestion de l'énergie, en tant que Re-

sponsable Grand Compte Stratégique pour cette 

multinationale.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en 2011, 

je suis au bureau de l’AAEUTF. Je souhaite 

maintenant pouvoir partager mon expérience inter-

nationale pour aider les 

é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à travers notre 

réseau. 

倪远 NI Yuan 

2001年进入清华大学基础科学班学习，主修量

子信息。2005年被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录取来到法国就读工程师学位， 

并在巴黎高科电信学院(Telecom Paristech) 

获得信号处理方向工程师的第二学位。 

现 任 法 国 地 球 物 理 总 公 司  (CGG) 

的高级研究员，从事海洋石油勘探相关的研究

。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习期间，我认识了不

少同样来自清华的留学生，并在2009年加入了

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2011年底开始

参与校友会的管理，参与了包括摄影比赛，迎

新活动的组织。目前暂任校友会秘书长。校友

会作为一个平台，以“清华”和“法国”作为

自己的主要元素，我希望能够携手各位同学 

来发展这平台，让曾经或即将在清华或法国学

习工作的同窗找到一个分享自己心路历程的舞

台。 

 

Je suis entré à Tsinghua en 2001, puis je me suis spé-

cialisé en informatique 

quantique. J’ai ensuite 

continué mes études en 

France en intégrant 

l’École Polytechnique en 

2005. Double diplômé de Polytechnique et Telecom 

Paris, je travaille maintenant chez CGG comme cher-

cheur en exploration pétrolière maritime. J’ai ren-

contré beaucoup d’étudiants de Tsinghua en France 

depuis les années à Polytechnique, et adhéré à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en 2009 à sa création. Depuis 2011 j’ai parti-

cipé au bureau de l’AAEUTF pour organiser les activi-

tés. Je suis aujourd’hui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sso-

ciation. Comme indiqué par ces mots clés 

«Tsinghua» et « Franc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propose une plate-

forme d’échange d’expériences pour ceux qui ont 

tenté l’aventure Tsinghua-France. Je suis ravi de par-

ticiper à son développement avec mes cama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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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嘉 KANG Jia 

2001年入学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电子专业，

2005年获得学士学位。2005年通过中法巴黎高

科项目进入ENST – Télécom Paris 法国国立高等

电信工程师学院学习，并于2007年获得工程师

学位。目前就职于法国媒体集团Groupe TDF集

团下属的Mediamobile公司从事技术研发工程

师职务。 

自2011年起参加法

国校友会理事会，

主要负责校友会的

网站建设和内容更

新。 

 

Je suis entrée à Tsinghua en 2001 dans le Départe-

ment d’Electronique en spécialité micro-électronique. 

J’ai obtenu le «Bachelor's degree» en 2005. En partici-

pant au programme « ParisTech – 50 ingénieurs en 

France », je suis entrée à ENST - Télécom Paris en 2005 

et j’ai obtenu un Diplôme d’Ingénieur en 2007. Aujour-

d’hui, je travaille en tant qu’ingénieur d’étude et du 

développement dans la société Mediamobile, filiale du 

groupe TDF, le premier opérateur de services d’infor-

mation trafic routier en temps réel en France, Suède, 

Finlande, Norvège, Danemark, Pologne et Allemagne. 

Je participe au bureau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depuis 2011 et je m’occupe princi-

palement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a maintenance du 

site web. 

 

范晔君  

FAN Yejun 

2003年考入清华大学

自动化系，2007年获

得学士学位。2007年

入读南锡矿业大学金

融数学。现在在法国

巴黎银行做咨询顾

问。2010年开始进入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理

事会，负责校友日常联络，体育活动组织，

迎接新生以及一日游等活动组织。来自青藏

高原，性格开朗豪爽且不乏细腻。 

 

Diplômé en 2007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spécialité 

automatisme, et ensuite, à l’Ecoles de Mines de Nancy 

en 2010 en mathématiques Financières. Actuellement, 

je travaille en tant que consultant chez BNP Paribas 

CIB. En 2010, je suis entré au bureau de l’AAEUTF. Je 

suis responsable de communication et des contacts 

aves des anciennes élèves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J’ai 

aussi organisé plusieurs évènements tels que l’accueil 

des nouveaux arrivants, Afterwork, visites aux châ-

teaux. Je viens du Plateau Qing-Tibet, je suis donc à la 

fois joyeux, sincère et ne manque pas de finesse. 

 

现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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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萌 WANG Simeng 

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同年进入法

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

rieure)社会科学。2014年获社会学博士学

位。自2011年起曾执教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EHESS）、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十三

大，现执教于南特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与教学

领域主要涉及海外移民社会学、健康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科学方法

及概论。目前已在社会科学核心杂志发表学术

文章、书评、时评多篇，并就中国社会及移民

问题多次受法国媒体采访或报道。自2011年底

加入校友会理事会，负责学术交流和公关事

务。  

 

 

 

 

Diplômée d'un Master 2 de 

sociologie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2010), Simeng 

Wang est docteure en socio-

logie à l’École Normale Supé-

rieure de Paris (2014). Depuis 

2011, elle enseignait à 

l’EHESS, à l’ENS et à l’Univer-

sité Paris 13 Nord et en-

seigne actuellement à l’UFR 

de soci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Nantes. Ses travaux 

portent principalement sur la sociologie de l’immi-

gration, la sociologie de la santé, la sociologie de 

l’institution, stratification sociale et mobilités so-

ciales, théories et méthodologies en sciences so-

ciales. Elle a publié de nombreux articles scienti-

fiques, essais et comptes rendus. Elle est également 

intervenue plusieurs fois dans les presses françaises 

sur des sujets liés à la Chine. Depuis 2011, elle est au 

bureau de l’AAEUTF, chargée des affaires en commu-

nication et échanges culturels.  

汤宇翀   

TANG Yuchong 

 

2003年考入清华大学

生物系生物技术专

业。于2009年在法国

巴黎高科农业学院  

(AgroParisTech) 获经

济与企业管理学位。2010年在巴黎第十二大学

Université Paris Est Créteil 获得经济与国际项目

管理硕士。现在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技术转化

中心(INRA Transfert)工作，欧盟第七框架计划

(FP7)项目经理人。2011年加入校友会理事

会，负责各项活动的宣传工作及部分校友联谊

活动的组织工作。  

Diplômé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2007,en spécia-

lité de biotechnologie, j’ai poursuivi mes études en 

France. J’ai obtenu un diplôme d’ingénieur à l’Agro-

ParisTech (INA P-G) en 2009 et à l’Université Paris 

Est Créteil en gestion de projets en 2010. Actuelle-

ment à l’INRA Transfert, en tant que chef de projets, 

je gère 2 projets européens de grandes infrastruc-

tures de recherche expérimentales en écosystème 

dans le cadre de FP7.   

Depuis 2011, en tant que membre du bureau de 

l’AAEUTF, j’ai contribué à l’organisation des évène-

ments et à la communication au sein de l’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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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顺风 HU Shunfeng 

2007年七月我从清华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随

即来法国公共工程学院（ESTP）继续攻读土木

专业，并于2009年夏天获得工程师学位。完成

学业后，我在石油服务行业工作至今。感谢我

们的校友会让我有机会为清华在法国的新老校

友们服务。从2010年起，我在理事会和大家一

齐组织和参与每年的迎新、元宵等各种活动。

校友会是我们留法清华人相互连接的纽带，希

望在这个平台上，我们互相熟悉互相关心帮

助，让彼此的工作和生活都更加美好。 

 

 

 

 

Après avoir été diplômé 

du département de génie 

civil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juillet 2007, 

j’ai poursuivi mes études 

à l’ESTP (École spécial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bâtiment et de l'industrie) 

et reçu mon diplôme 

d’ingénieur à l’été 2009. 

Voilà 4 ans que je travaille 

dans le domaine du pé-

trole et du gaz. Depuis mon entrée dans l’AAEUTF en 

2010, j’ai eu l’opportunité d’accompagner nos cama-

rades. Je souhaite que notre association puisse réunir 

chacu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现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王继亮  

WANG Jiliang 

2001年走进清华大学工

业工程系，期间两年

（2003至2005）作为4+4项目公派交换生在巴

黎中央理工大学Ecole Central Paris就读并

获得埃菲尔全额奖学金，于2005年获得工业工

程学士学位和法国工程师学位。2007年在清华

硕士毕业后，重回巴黎中央理工攻读工业工程

博士学位，并于2011年底毕业。现就职于OWI 

Technologies公司从事文本自然语言自动分析

方面研发工作，同时也在积极寻找和本专业相

关，促进中法两国文化经济交流的创业项目。

今年刚加入校友会任理事。九年在法国的生活

从未割断我与清华的联系，因为无论我身在何

方，清华都是心中所系。校友会像另一个家，

让我有相见恨晚的亲切，每个成员间是宛如旧

识的默契。它的发展和壮大是我们共同的心

愿。为此我愿尽上一份力。 

Intégré au département Génie Industriel de l’Universi-

té Tsinghua en 2001, j’ai participé au programme 

d’échange « 4+4 » entre 2003 et 2005 à Ecole Cen-

trale Paris, financé par la Bourse d’Excellence Eiffel. 

Après 2 ans de Master toujours à Tsinghua, j’ai com-

mencé une thèse à l’école doctorale d’ECP en 2007 et 

diplômé en fin 2011. Actuellement, je travaille chez 

OWI Technologies en tant qu’ingénieur de recherche 

dans le domaine du Traitement Automatique du Lan-

gage Naturel, tout en recherchant activement les pro-

jets innovants relatifs à ma spécialité d’étude et en 

promouvant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économiques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 J’ai rejoint le bureau de 

l’AAEUTF début 2014. L’AAEUTF est pour moi comme 

une autre famille en France. Son développement et sa 

croissance est notre souhait commun. A cette fin, je 

voudrais y contribuer de toutes mes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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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  

RIAUD Antoine 

我回法国了之后才

认识了清华大学法

国校友会 。我在北

京呆了两年，读研

究生学化学工程。

除了清华，我也是

法国Ecole Centra-

le de Lille毕业的，正在继续读博士。我希

望能有机会回中国，当老师。我觉得现代科

学家就像高技术工程师一样，不仅参加国家

的荣耀，更应帮忙解决世界的技术问题。中

国很热情地欢迎了我，我会很高兴地参加它

的发展与繁荣。 

J’ai découvert l’association Tsinghua Alumni en 

France à mon retour dans l’Hexagone, après 2 ans 

passés à Pékin. Double-diplômé Tsinghua-Ecole Cen-

trale de Lille, je poursuis mes études avec un docto-

rat en physique. J’ambitionne de retourner en Chine, 

et si l’opportunité se présente, y devenir professeur. 

Je vois les docteurs d’aujourd’hui comme des ingé-

nieurs qualifiés : nous ne servons plus la gloire des 

nations, nous aidons simplement à résoudre les pro-

blèmes du monde actuel. La Chine est un pays qui 

m’a accueilli les bras ouverts, et je serais heureux de 

contribuer à la rendre plus belle encore. 

刘大伟  

LIU Dawei 

200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2004年

来法就读于Ecol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 (ENSAM) 。现就职于台湾建准电机

有限公司，负责汽车电子散热器在欧洲的销

售。 

 

在清华学习期间，参加了游泳校队，通过一

池碧水结交朋友，用行动发扬马约翰体育精

神。来到法国参加了校友理事会，也希望能

够继续组织趣味横生的体育活动，丰富校友

的业余生活。 

 

 

 

 

Je suis diplômé dans le Dé-

partement de Génie Ther-

mique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2003. Ensuite 

j’ai continué mes études à 

l'école des Arts et Métiers 

(ENSAM). Aujourd'hui je 

travaille en tant que Key 

Account Manager chez Su-

non Wealth pour les « cooling modules » utilisés 

dans l'industrie automobile. 

Quand j'étais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je faisais partie 

du club de natation de l'école. J'ai construit des ami-

tiés avec beaucoup de camarades à travers de la pis-

cine, ce qui représente l'esprit de John Ma, profes-

seur du sport légendaire de Tsinghua. Aujourd'hui en 

France, j'aimerais continuer à organiser des évène-

ments sportifs et fun ensemble avec les camar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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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历任理事会成员 
Les Anciens Membres du Bureau de l’Association  

历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李敏慧 LI Min-Hui 

1981年考入北京清华大

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系，

1986年获学士学位，

1988年获硕士学位。 

1989年留学法国，获法

国原子能署博士生全额

奖学金，1993年3月获

巴黎第六大学化学及物

理化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1994年在法国石油研

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1994年10月受聘于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1996年成为法国科研

中心终身研究员。1997年调任巴黎居里研究所与

法科研中心联合实验室，从事高分子智能材料及

仿生材料的研究，2005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11

年升任法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2008、2012年曾

任复旦大学、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08-

2014年，先后任上海大学客座教授、中科院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客座教授。2013-2016年，北京

化工大学兼职教授。2009年积极参与了清华大学

法国校友会的组建工作，2009年10月7日主持了

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的成立大会, 并担任校友会

理事至2013年。 

J’ai été admise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1981 dans le 

département de chimie et génie chimique.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ingénieur en 1986, et le diplôme de 

« Master of Science » en 1988. En mai 1989, je suis 

venue en France pour préparer une thèse doctorale au 

CEA.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doctorat en 1993. Après 

un an de stage post-doctoral à l’Institut Français du 

Pétrole, je suis entrée au CNRS en 1994. En 1997, j’ai 

été mutée à l’Institut Curie à Paris et travaillé au Labo-

ratoire Physico-chimie Curie (CNRS UMR n°168). J’ai 

été promue directrice de recherche (DR2) en 2011. J’ai 

été invitée comme «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 à l’Uni-

versité Fudan en 2008, et à l’Univeristé Tsinghua en 

2011. J’ai été nommée « Visiting Professor » à l’Univer-

sité de Shanghai en 2008-2011, et à l’Institut de Chimie 

Organique de Shanghai (Académie de Sciences de 

Chine) en 2013-2014. Je suis « Adjunct Professor » à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de 2013 jus-

qu’à 2016. En 2009, j’ai participé activement à la créa-

tion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AAEUTF). J’étais membre du bureau de l’asso-

ciation dès sa création et jusqu’en 2013. 

魏南枝 WEI Nanzhi 

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就读，2003年获得

法学硕士学位。2007年赴巴黎学习，2011年获

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政治学博士学位。

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

员。2009年，我积极参与了清华大学法国校友

会的组建工作，并担任首届理事。 

 

 

Je suis entrée dans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l’Uni-

versité Tsinghua en 

2000 et 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Master en 

2003. Arrivée en France en 2007 pour poursuivre mes 

études à Sciences-Po,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Docto-

rat en 2011. Actuellement je travaille en tant que cher-

cheur à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 Institut des 

Etudes sur les Etats Unis. En 2009, j’ai contribué active-

ment à la création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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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建颖  

CAI Jianying 

2000-2004年于清华就

读电机系电气工程化专

业。2004-2006年就读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

学校工业工程 专业。

2012-2013年在欧洲工

商管理学院INSEAD读MBA。目前在麦肯锡公

司（上海）做咨询顾问。 

校友会创始成员之一，自校友会筹备之始便

在其中尽一份绵薄之力，历任校友会理事、

秘书长，与热心校友们一起，发展壮大校友

网络，努力让校友会成为校友们在异国他乡

的坚实后盾，彼此连接的纽带。  

2000-2004, Génie Electrique à Tsinghua.  

2004-2006, Arts et Métiers Paristech, Génie Indus-

triel.  

2012-2013, INSEAD, MBA.  

Poste actuel: McKinsey & Company Shanghai, Asso-

ciate. 

Je suis un des membres fondateurs de l’AAEUTF,  et j’y 

ai travaillé depuis sa création.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de 2011 à 2012, je m’efforce avec d’autres 

membres de développer le réseau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Tsinghua en France de renforcer les liens entre les an-

ciens élèves via l’association. 

 

顾功尧 GU Gongyao 

2001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在车辆

工程专业本科学习。2012年6月，在清华大学

汽车工程系获得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2

年9月至2014年2月，在Ecole Polytechnique

进行固体力学方向的博士后研究。2014年3月

至今，在大众汽车（中国）集团工作。2013年

6月至2014年2月，在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担任

理事，负责组织出游联谊活动。 

我在法国的学习和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加

入校友会，让我有机会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使

我的留学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能够参与一点

校友会的组织工作，为大家服务，更使我感到

荣幸。希望今后还能和校友会中结识的朋友保

持联络，祝愿我们的校友会人气越来越旺！ 

 

 

 

 

 

 

 

Admis à la faculté d’ingé-

nierie automobile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2001. Doctorat scienti-

fique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dans le do-

maine de l’ingénierie mé-

canique en 2012. Cher-

cheur postdoctoral à l’École polytechnique, dans le do-

maine de la mécanique des solides de septembre 2012 

à février 2014 : . Depuis mars 2014, je suis employé de 

la société Volkswagen (Chine). Membre du bureau de 

l’Association des Anciens É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et organisateur de voyages fe juin 

2013 à février 2014. 

En dépit du peu de temps que j’ai passé à étudier et 

travailler en France, j’ai pu rencontrer de nombreux 

amis en entrant dans AAEUTF et ma vie d’étudiant 

étranger s’est beaucoup enrichie. C’est principalement 

pour cette raison que je me suis investi dans cette asso-

ciation au service des autres étudiants. J’espère à l’ave-

nir continuer à faire des rencontres via l’association et 

que celle-ci va prospér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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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佶 LI Ji 

2001-2005年就读清华土

木系本科。2008年在法国

巴黎中央理工学院获硕

士。2008-2013就职于法

国布衣格建筑集团公共工

程设计院。2013年-至今

就职于天津市政工程设计

研究院。2009-2013年间

作为校友会副会长负责外联及活动策划。 

2001–2005, Université Tsinghua, Département 

génie civil,Licence.  

2006–2008, Ecole centrale Paris, Master. 2008–

2013, bureau d’étude de Bouygues Travaux Pu-

blics.  

2009–2013, vice-président de l’AUEETF en charge 

de relation avec les 

entreprises et orga-

nisation des activi-

tés. 

潘伯良 BENICHOU Yannick 

2010 至2011年期间担任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秘

书长。 

我2004年在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学汉语，而从一开始就对中文有了特别大

的兴趣和激情。从此在攻读传统"X"理工科课程

的同时，我花了大量的尽力努力学习汉语，然

后快毕业的时候自然而然选择了到中国继续读

书，也很自然地选择了到中国最好的大学，清

华大学。我在清华的核研院读了两年核能方面

的硕士，在此期间享受了清华的活力、美丽的

校园和热闹的五道口一区。2008年毕业之后，

我为了获得自己国家的工作经验，回到了法国

工作了三年，然后2011年带着全家定居在中国

了。我目前和我来自湖北的妻子和我们的中法

小孩住在河北邯郸，在那儿住负责法国圣戈班

集团一个生产高功能材料的工厂。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l’AAEUTF de 2010 à 

2011. J'ai commencé à 

apprendre le chinois 

au début de ma deu-

xième année à l'Ecole 

Polytechnique en 2004, et m'étant passionné tout de 

suite pour cette langue, j'ai suivi des cours intensifs à 

l'X même, en parallèle du cursus scientifique tradition-

nel. Au moment de choisir une orientation pour la 

suite de mes études, c'est avec beaucoup d'enthou-

siasme que je me suis tourné vers la Chine, et sa meil-

leure université, Tsinghua. J'ai suivi un master en éner-

gie nucléaire pendant deux ans, profitant du dyna-

misme et du cadre attractif du campus dans le quartier 

animé de Wudaokou à Pékin. Puis, je suis retourné en 

France en 2008 pour acquérir une première expé-

rience professionnelle dans mon pays natal, avant de 

finalement revenir m'installer en Chine avec ma fa-

mille en 2011. Je suis actuellement responsable d'une 

usine du groupe Saint-Gobain à Handan (province du 

Hebei), où je vis avec ma femme originaire du Hubei et 

notre enfant.  

历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 19 - 

 

肖乾 XIAO Qian 

2002 年 本 科 入 学，

2006年研究生入学，

机械学院工业工程系 

2004 年，参 加 中 法

4+4交流项目来到法

国里昂中央理工大学 

2008年， 通过THALES项目回到法国，参加

ESSEC高商专业硕士项目，完成ESSEC学业

后，加入达能中国工作3年半，任职于工厂

绩效管理、生产管理及包装材料采购，2013

年9月迁至达能俄罗斯，在其工程投资部门

任职项目管理。 

2009年，与几位同在巴黎的好友一起参与了

校友会的筹建工作并协同组织校友交流网

络。2010年初我便离开法国回国工作。 

 

Je suis entrée à tsinghua en 2002, puis j’ai enchaîné 

en 2006 sur un Master en génie mécanique. En 2004 

j’ai participé au programme 4+4 et j’ai intégré Cen-

trale Lyon. En 2008, le groupe THALES m’a offert l’op-

portunité de retourner en France pour suivre des 

cours en grande école de commerce ESSEC.  Suite à 

cela, je suis rentrée en Chine où j’ai travaillé durant 3 

ans et demi, à améliorer la productivité des usines, à 

manager la production et la l’approvisionnement lo-

gistique.  Je suis partie en Russie en septembre 2013 

pour superviser un projet d’investissement. En 2009, 

j’ai participé avec quelques amis à la fondation de 

l’association Tsinghua Alumni en France,  mais j’ai dû 

retourner travailler en Chine au début de l’année 

2010.  

阮曼奇 RUAN Manqi 

2003年于电机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毕

业。2008年在高能物理研究中心（TUHEP）

获博士。2005年，以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生身

份来到法国，2008年博士毕业，获清华大学

及巴黎十一大物理学双博士学位。2008-

2013年，在法国高等理工学校（Ecole Pol-

ytechnique）从事粒子物理及探测器研究。

2013年以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国，加入高

能物理研究所。目前工作于环形正负电子对

撞机（CEPC，Circular Electron Positron 

Collider）项目上。2009年加入清华大学法

国校友会校友会理事会。 

 

 

 

 

En 2003, j’ai obtenu mon 

diplôme «Bachelor's de-

gree»  à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génie élec-

trique, spécialité bio-

ingénierie. En 2005, je suis 

venu en France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e 

doctorat conjoint Tsinghua 

- Paris XI, et en 2008, j’ai 

obtenu le diplôme de doctorat au centre d’études de 

physique des hautes énergies. Puis, j’ai fait des re-

cherches sur la physique des particules à l’Ecole Poly-

technique de 2008 à 2013. En 2013, le programme des 

cents talent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m’a 

donné l’opportunité de rentrer en Chine pour travailler 

dans l’Institut de recherche des hautes énergies. Je 

travaille aujourd’hui sur le CEPC, un collisionneur élec-

tron-positron. J’étais membre du bureau de l’AAEUTF 

de 2009 à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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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
任
理
事
会
成
员 

孙晶 SUN Jing 

校友会创始会员 

2003年入学清华大学精仪& 工业工程系，2007年毕业。 

刘万年 LIU Wannian 

校友会创始会员，校友会第一任秘书长 

1999年入学清华大学精仪系，2003年毕业。 

尹庆冬 YIN Qingdong 

校友会创始会员 

1999年入学清华大学精仪系，2003年毕业。 

时贵敏 SHI Guimin 

校友会创始会员 

1984年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研究生，1985年留法。 

蒲石 PU Shi 

校友会创始会员 

2001年入学清华大学电子系，2005年毕业。 

 



- 21 - 

 

 

- 21 - 



- 22 - 

 

校友会 历年活动 
介绍  

Les évènements organisés par l’AAEU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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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

终生难忘。” 10月7日晚上，清华大学法国

校友会在巴黎宣布成立。成立仪式在巴黎塞

纳河畔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礼堂举

行。正在法国访问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

平，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旭，理学院

院长朱邦芬院士，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

等出席，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朱

小玉等也专程与会。清华留法学子代表、法

国各高校的教授、学者和学生代表，共约

2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据介绍，目前已知在法国各地的清华校

友有160多人，其中130人是2000年以后才来

法国的。他们中有研究员、工程师、大学教

师和企业高管等，更多的是还在求学的学

生。  

在成立仪式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

平和清华大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陈旭向清

华大学法国校友会赠送了校旗。胡和平向校

” 
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2009 

成立大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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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介绍了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的宏伟蓝图，他说，再过两年，清

华大学就将迎来百年华诞。在近百年时

间 里，学 校 培 养 了 成 千 上 万 的 优 秀 人

才。他祝愿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能够成

为中法友谊的桥梁。 

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汪善进是

1984年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毕业生，现在

法国雷诺公司工作。他在发言中对校友

会组建的情况、成立的宗旨和未来的目

标做了介绍。他说，中法之间的交流源

远流长，清华老学长熊庆来、钱三强、

严陆光等都在法国留下了求学的足迹。

近 年 来，清 华 大 学 和 巴 黎 综 合 理 工 大

学、巴黎高师等二十多所法国著名高校

签订了合作协议，年轻的清华籍学生纷

纷来法留学。成立校友会的宗旨就是要

加 强 校 友 间 的 联 系，为 母 校 建 设 做 贡

献，促进清华大学和法国科研教育界的

合作。 

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衔教育参赞朱

小玉向校友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她说，

名 酒、时 装、奢 侈 品 并 不 是 法 国 的 全

部，这个国家在航空航天、能源和医学

等领域同样有着雄厚的实力，她希望能

有越来越多的清华学子到法国留学，同

时也有更多的法国学生前往中国就读清

华。 

 清华大学校友代表、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西欧区总裁蔺成先生表示，

要继续发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行胜

于言的清华精神，在各个岗位上做出成

绩，以报效母校和祖国。 

历
年
活
动
介
绍 

 

2009年10月7日清

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举行成立大会，校

领导与法国校友会

全体理事合影。 

前排右起：杨志刚

，陈旭，胡和平，

朱邦芬，郭樑，李

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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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巴黎虎年元宵联欢会 

2010年2月27日晚，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在巴黎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虎年元宵联欢

晚会。清华校友与其他中法朋友共100多人参

加了这次盛会。 

这次晚会是与同济大学法国校友会和巴

黎高科中法友好协会联合举办的，在巴黎市

中心著名的川外川餐馆举行。当晚正值虎年

的正月十四，川外川店里张灯结彩，一串串

大红灯笼散发着节日喜庆的气息。晚会在中

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朱小玉女士的祝词

中拉开序幕。朱公参热情幽默地给大家讲解

了元宵佳节的典故，博得在场校友的普遍兴

趣。随后，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汪善进

与其他两协会的会长分别为大家致辞。汪善

进说，清华校友会自从去年10月在巴黎正式

成立后，得到了使馆教育处及多家兄弟协会

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这次清华校友会提

出举办元宵联欢会，立即得到了同济校友会

和巴黎高科中法友好协会的积极响应。很多

校友为这次活动献计献策，付出了辛勤劳

动。三位会长一致表示，希望以后能够更多

地组织协会之间的联谊活动，各取所长，共

同进步，为探索协会发展与中法交流做出更

多的贡献。 

丰盛的晚餐过后，元宵晚会的联欢节目

在川外川董事长何跃的一曲慷慨激昂的《精

忠报国》中正式开始。多才多艺的同学们献

上了精彩的黄梅戏和京剧选段，还有朝气蓬

勃的街舞表演，将晚会的活动现场打造成了

一片欢乐的海洋。朱公参在元宵佳节的一轮

满月与巴黎的浪漫气氛中，给大家演唱了一

首幽美的《最浪漫的事》。教育处一等秘书

戴天华也兴致勃勃地为大家献上了现代京剧

《红灯记》选段。大家边吃着甜美的汤圆边

欣赏精彩的节目，其乐融融，一片欢喜。晚

会的灯谜和知识问答部分是由清华校友刘万

年和孙晶精心准备的。三家协会组成的队伍

相互比拼，扣人心弦又妙趣横生，不仅在比

赛的过程中增进了友谊，也加深了对法国历

史文化的了解，丰富了中法交流历史上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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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知识。接下来，由三位年轻校友表演的雷人

舞将整场晚会引入了高潮。观众们笑声不断，

掌声雷动。最后，伴随着优美的旋律《难忘今

宵》，晚会也进入了尾声。全体与会人员共同

合唱这首歌曲，在歌声中热情交流，共叙情

谊，在这美好的元宵佳节纷纷合影，并期待着

下一次的相会。 

本次元宵晚会是在法的校友会团体第一次

联合举办的大型联欢活动。不仅汇聚了各个年

龄阶段，各个行业之间的华人校友，同时吸引

了不少曾在国内各高校交流的法国友人。本次

联欢活动三协会通力合作，集各家之所长，达

到了精彩纷呈的效果。校友们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元宵节夜晚。 

历
年
活
动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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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参观居里实验室  
2010年3月27日，在大地复苏，生机盎然

的春色里，在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的组织

下，久负盛名的居里博物馆做了一次特别的

开放，接待清华大学在法国的校友。居里博

物馆的馆长Renaud HUYNH先生周末专门赶

来，为大家进行了热情洋溢，深刻而又生动

的讲解。在居里研究所工作的李敏慧学长

（清华大学1981级校友）则全程为大家提供

精彩的中文点评。同济大学校友会和巴黎高

科中法友好协会的多名校友也加入了参观的

行列。 

走出了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法国居里实

验室，培养了我国核物理先驱施士元学长

（清华大学1925级校友），中国的“原子能

之父”钱三强学长（清华大学 1932级校

友），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何泽

慧学长（清华大学1932级校友）；中国现代

物理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严济慈先

生；我国“放射化学之父”杨承宗先生等前

辈。 

居里博物馆位于居里研究所居里物理化学

实验室的一层，建于1911-1914年间，与居里

夫妇（Pierre Curie 和Marie Curie）发现

钋与镭时使用的小棚屋只相隔几条街。居里

夫人在这里度过了20多年的时光。这里也见

证了约里奥-居里夫妇（即居里夫妇的女儿和

女婿Irene Joliot-Curie 和 Frederic Jo-

liot-Curie）对于人工放射性的发现，该发

现获得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HUYNH馆长耐

心地为大家讲述着居里夫人办公室里所陈列

的一件件物品，一张张照片，为我们揭开那

段尘封的往事。他甚至兴奋地念起居里夫人

办公桌上的一封家书，这是在她的大女儿2岁

时的新年写下的；信的正文部分是对家人新

年祝愿，而信的结尾部分又出现了她正在思

考的数学公式。转入隔壁的实验室，HUYNH馆

长对着墙上居里夫人一个多世纪之前曾经使

用过的实验记录本的一页纸，用现代的放射

检测器当场为我们做实验，向我们显示纸上

仍具有放射性。他又演示了用居里先生当年

设计的一套实验装置，来定量表征被测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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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的大小的科学实验。博物馆的第三部

分，主要展示了居里夫妇、约里奥-居里夫妇

所发现的放射性治疗法对人类医疗领域所产

生的革命性影响。同时也展出了早年人们对

放射性元素危害性忽视的一些实例。目前在

居里研究所的医疗部，有两个中心（巴黎和

巴黎南十一大）为法国患者提供现代化的放

射性治疗。活动的结尾，HUYNH馆长赠送给校

友们一张张由居里夫妇的老照片所制成的纪

念明信片。随后，大家一起在居里研究所小

花园的居里夫妇铜像前合影留念。 

在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居里博物馆，居里夫

人及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办公室的历史原貌被

很好地保存下来。曾经在居里研究所里工作

过的世界各地的学者的档案至今也依然保存

完好。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即将来临之际，

居里博物馆也在积极整理与清华、与中国相

关的各种历史文件（包括钱三强、 何泽慧夫

妇1948年回国前夕在法国的留影，施士元学

长作为居里夫人的学生所做的博士论文的手

稿等等）。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以及清华大

学理学院也在协助居里博物馆进行这些珍贵

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希望能够在2011年清华

百年校庆之际，在清华大学举办“居里实验

室与清华”的展览，并将部分文献副本赠送

给清华校史馆。 

历
年
活
动
介
绍 

 



- 29 - 

 

2011 
“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              
            展览在清华开展 

2011年4月11日上午，由法国居里研究

所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法国校

友会协办的“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

在清华图书馆新馆二层大厅举行了开展仪

式。此次展览是为了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

周年和纪念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

周年而举行的，也是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为母校百年校庆献上一份不寻常的礼物。 

开展仪式上，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

平首先代表学校表达了对居里研究所客人

和出席开展仪式嘉宾的欢迎。他同时回顾

了国际著名的居里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学

术交往渊源，回顾了居里研究所培养的施

士元、钱三强、何泽慧、严济慈、杨承宗

等著名的理学泰斗，特别是被誉为“中国

的居里夫妇”的钱三强和何泽慧校友。并

希望双方能展开更加密切深入的合作。 

从1928年至1951年，至少有八位中国

学生曾进入巴黎的镭学研究所（现已并入

居里研究所）学习，其中两位在居里夫人

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两位师从Irène和

Frédéric JOLIOT-CURIE（居里夫人的女儿

和女婿。在这四位学生中，施士元和钱三

强是清华校友。中法两国的学术交流传统

从未中断，直至今日，在居里研究所仍可

看到诸多中国科研人员和中国医生的身

影。 

开幕仪式由居里研究所研究员李敏慧

胡和平书记在仪式上发言 JOLIOT院士在仪式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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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华大学理学院副院长薛平主持。法国

大使馆科技处参赞Norbert PALUCH先生，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薛其坤院士，居里研

究所所长顾问Pierre BEY教授，居里夫人

的外孙、法兰西科学院院士Pierre JOLIOT

先生, 施士元先生的长女、北京大学教授

施蕴陵也先后在开展仪式上发言。 

出席开幕仪式还有居里研究所研究部

主任Daniel LOUVARD院士,居里博物馆馆长

Renaud HUYNH先生，展览总策划、居里研

究所研究员Jacques MALTHETE先生, 清华

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汪善进。清华大学相

关部处和院系的师生以及施士元、严济

慈、杨承宗等老学长的家人参加了开展仪

式。 

此次展览包括100年中法科技合作的历

史介绍、居里夫人生平介绍、清华人中的

“两弹一星”元勋介绍、居里研究所现状

介绍等四部分，展品还包括“两弹一星”

元勋钱三强在居里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原稿

等珍贵史料。 

本次展览由法国居里研究所和清华大

学主办，清华大学物理系承办，清华大学

法国校友会协办，并得到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法国欧洲事务和外交部、法国驻

中国大使馆等单位支持。 

参加仪式的中法方代表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胡和平向居里所赠送礼物  

参加仪式的中法方代表 “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现场  

历
年
活
动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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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在巴黎举行迎新活动 

巴黎的秋天，红叶布满枝头，美丽之都显

得更加迷人。就在这个金色的季节，清华大

学法国校友会在巴黎举行活动，迎接新来的

校友。今年来法深造的校友有数十位，他们

中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访问学者，更多的

是来读法国著名的工程师学位。 

2011年10月22日，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聚

会于巴黎南郊的«国色天香»餐馆，迎接今年

来法的校友。会长汪善进和秘书长蔡建颖首

先代表校友会欢迎新校友的到来，并向他们

介绍了法国校友会主要成员和活动情况，特

别是今年2月份接待由胡和平书记率领的清华

代表团访问法国，并协助母校在巴黎成功地

举办了«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招待会»。老校友

们感慨地说，今天这么多校友在一起，让我

们想起了在清华时的毕业聚会，仿佛回到了

清华园。新校友们也纷纷发言，他们说，找

到了校友会，就像找到了家，非常亲切。新

老校友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 

2011年10月22日清华校友欢聚于巴黎南郊的«国色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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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举办 

«居里研究所 

与清华人»展览  

2011年11月12日清华校友会在巴黎举办 « 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 

2011年11月12日，全法学联在中国驻法使

馆教育处举办学联开放日暨校友会迎新日，清

华大学法国校友会被邀请开设迎新站台。借此

机会，清华校友会在教育处与全法学联联合举

办 « 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受到了在场

众多学生的关注和好评。回顾老一辈学界泰斗

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严济慈、杨承宗的

留法生涯，为年轻的留法学子们增添了不少自

豪和信心。 

实际上，« 居里研究所与清华人»展览的

图片是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协助法国居里研究

所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和纪念居里夫

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而精心准备的礼

物，为此清华校友李敏慧(居里研究所主任研

究员)和魏南枝(现为清华教师)做了大量的工

作。此展览已于2011年4月在清华图书馆新馆

二层大厅展出，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

大力支持，党委书记胡和平出席了开展仪式并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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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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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0日清华大学在巴黎举行百年校

庆招待会，校务委员会主任胡和平向法国

校友会赠送礼物 

百年校庆 

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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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通过图片真切的记录生活的瞬间，将动

人的场景变为永恒的画面，拿起相机把目睹

和感受的美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一同品

味那一幕幕美好的瞬间，让所有爱生活爱生

命的人一起来发掘美的片刻。在清华大学法

国校友会和马赛学生联合会的共同组织下，

一场别开生面的摄影比赛激发了众多在法国

的清华校友的创作热情。摄影比赛得到了中

国银行巴黎分行的支持和赞助，因此被冠名

为“百年中行 印象欧洲”摄影大赛。 

经过历时三个月的网络投票和专家评

选，本次摄影大赛评选出了人物类、风光

类、纪实类的摄影作品一等奖和二等奖共计6

件。2012年9月22日下午，摄影比赛颁奖仪式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大厅里热烈举行,

优雅的大厅里挂满了参赛作品。出席颁奖仪

式的有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会长汪善进、使

馆教育处代表陈丹妮老师、中国银行巴黎分

行代表方伟宇经理、获奖选手以及数十名清

华校友。颁奖仪式由清华校友窦伶、李佶主

持。主持人首先回顾了本次摄影大赛的目的

及规则，并介绍了所有获奖选手。接着，清

华校友会会长汪善进、使馆教育处代表陈丹

妮老师、中国银行巴黎分行代表方伟宇经理

分别致辞，并为六名获奖选手颁发了奖品。

最后，获奖选手相继介绍了他们的作品，把

每件作品的构思、背景

与意境讲得娓娓动听。

原来在一张张美丽的照

片的背后，还有一个个

动人的故事。 

颁奖仪式结束后，与会

者们又一同在使馆教育

处大厅里参观了所有展

出的参赛作品。 

摄影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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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在巴黎南郊 Parc de Sceaux 公园举行庆祝校庆活动。 

庆祝校庆 

迎新聚会  

2012年金色的秋天，为迎接今年来法的校

友，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又一次聚会巴黎。校

友会自从2009年成立以来，本着为校友服务的

宗旨，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新年联欢

、校庆联欢和迎新聚会是校友会每年必不可少

的项目。10月20日，8名新来的校友和众多老

校友们欢聚一堂。会长汪善进首先代表校友会

欢迎新校友的到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法国校友

会主要成员和活动情况。随后新老校友们纷纷

发言。新校友们说，在巴黎能找到校友会，就

像找到了家，看到这么多学长学姐，感得格外

亲切。看到新来的校友，老一代清华人仿佛回

到了年轻的时代，回到了清华园。新老校友尽

管年龄相差很大，但聚在一起犹如同学一般。

大家感慨地说：只要是清华人，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多大年纪，都有一种共同的精神，那就

是清华精神！踏踏实实做事，不计个人利益，

清华人把这种精神带到了法国，法国校友会的

队伍因此在不断壮大。 

历
年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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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祝清华102年校庆 

人间四月，万物复苏，更是全世界清华人为母校

祝福，与校友共叙同窗情谊的时机。2013年4月

28日，在法兰西的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的清华

人相约在著名的子爵城堡，共同庆祝清华101年

校庆，为母校献上自己的祝福。 

子爵城堡 (Chateaux de Vaux le Vicomte)位于

巴黎南郊，由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尼

古拉- 富凯(Nicolas Fouquet)所建，堪称是法

国十七世纪城堡建筑的杰作，其花园由著名的法

国园林设计师勒诺特(Le Notre)设计。后来勒诺

特又为路易十四设计了凡尔赛王宫花园，继承了

子爵城堡花园的设计理念。 

当天的校庆游园活动由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组织，有二十多位在法校友参加。其中有80

年代出国深造并已在法国成家立业的老校

友，也有正在法国高校攻读学位的年轻学

生，还有两位可爱的清华校友«接班人»也加

入了参观队伍的行列。参观了华丽的城堡，

品味了城堡主人那段传奇的人生，大家一起

来到了后花园。花园布局严谨、壮观大气，

草地、森林、喷水池、运河，让漫步其中的

人感觉到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校友们有幸在

这个美丽的花园里野餐，一边交流在法国学

习、工作、生活的感受，一边欣赏城堡、花

园的美景。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

天，一个难忘的清华校庆日！ 

2013 

法国校友聚会巴黎子爵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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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6日清晨，在法国工作、学习的

的清华校友和兄弟院校校友汇聚在巴黎，大家

从四面八方赶来，为的就是参加这天由清华大

学法国校友会组织的的兰斯一日游活动。 

兰斯是法国著名的香槟酒产地，位于法国

东北部香槟阿登大区马恩省。这个古老的城市

在法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里曾

经是法国第一位国王克洛维接受洗礼的地方，

也是历任法国国王举行加冕仪式的之地。 

校友们依次参观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兰斯大教堂、塔乌宫、

圣雷米修道院和圣雷米博物馆。清华建筑系校

友王若凡同学为大家讲解了兰斯大教堂的建筑

特色。这座从13世纪便动手修建的教堂，更是

哥特式建筑鼎盛时期的杰作。毕业于北京大学

，目前在索邦大学进行法国宫廷研究的张怡同

学，为大家介绍了法国宫廷历史和宫廷轶事。

校友们对教堂的雕刻以及玫瑰花窗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并提出问题。此外，同学们还从体内

干净和外表干净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认知，来解

读路易十四为什么不洗澡的宫廷轶事。 

下午时分，校友们参观了创立于1856年的

Vranken-Pommery香槟酒厂，了解到香槟酒与 

葡萄酒不同之处的独特的二次发酵技术和酿造

气泡的过程。酒厂的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了香

槟酒如何根据口味和糖度进行分类以及这个著

名酒厂的发展历史。最后，大家还对不同口味

的香槟酒进行了品茗。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

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回程的途中郑文然 

同学唱起了悠扬的清华校歌；在巴黎政治学院

进行研究的清华公管学院吴亮博士说：“到了

巴黎，我很想念北京，我就给大家唱一首‘北

京欢迎你’吧”。最后，大家共同唱起了“难

忘今宵”，旅游大巴在“共祝愿祖国好”的歌

声中驶回巴黎。 

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组织，共

计四十余人参加。由校友会理事范晔君、顾功

尧等五位校友负责。范晔君校友说，清华大学

法国校友会理事会希望此次活动能够加强校友

之间的联系，了解法国的本土文化，丰富在法

学习、工作的华人生活。 

东西文化  
  荟萃一堂 

兰斯一日游活动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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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友
会
主
要
负
责
人 

姓名 

Nom 

校友会 

职务 

Fonction 

电子邮件 

E-mail 

清华系别 
Département 

à Tsinghua 

清华毕业年份 
Promotion à 

Tsinghua 

在法就读学校 

Ecole en France  

汪善进 会长 shanjin.wang@free.fr 机械工程 1984 Ecole Centrale Paris 

倪远 秘书长 seanniyuan@gmail.com 基科 2005 Ecole Polytechnique 

窦伶 理事 lingdou.duoduo@gmail.com 自动化 1998 EM Lyon 

范晔君 理事 fanyj03@gmail.com 自动化 2007 
Ecole des Mines de 

Nancy 

康嘉 理事 jia.kang.1982@gmail.com 电子工程 2005 ENST–Télécom Paris 

刘安RIAUD  

Antoine 
理事 Antoine.riaud@gmail.com 化工 2013 Université Paris 6 

胡顺风 理事 firestorm.mh@gmail.com 土木 2007 ESTP 

王思萌 理事 simeng.wang1017@gmail.com 
人文学院 

社会学 
2010 

Ecole Normale Supé-

rieure Paris 

王继亮 理事 wangjiliang@tsinghua.org.cn 工业工程 2007 Ecole Centrale Paris 

汤宇翀 理事 yuchong.tang@gmail.com 生物 2007 
INA P-G  

AgroParisTech 

张建宏 理事 jh.zhang@voila.fr 工物 1986 CEA Saclay 

  

校友会主要负责人 
Contacts princip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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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国校友会 

Association des Anciens Elèves de l’Université Tsinghua e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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