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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 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 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从交大启航



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是怎样的大学？？？？

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 ？？？？

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



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两所大学之一

1896189618961896年年年年，，，，南洋公学诞生南洋公学诞生南洋公学诞生南洋公学诞生

1895189518951895年年年年，，，，甲午战败甲午战败甲午战败甲午战败，，，，民族危亡民族危亡民族危亡民族危亡

“自自自自强强强强首在首在首在首在储储储储才才才才，，，，储储储储才必先才必先才必先才必先兴学兴学兴学兴学”



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枚运载火箭

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第一台中文打字机

第一台内燃机第一台内燃机第一台内燃机第一台内燃机

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核潜艇

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万吨轮

创造了无数第一的大学创造了无数第一的大学创造了无数第一的大学创造了无数第一的大学

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气垫船

第一代战斗机第一代战斗机第一代战斗机第一代战斗机

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

第一例心脏移植第一例心脏移植第一例心脏移植第一例心脏移植

第一艘深艇救生艇第一艘深艇救生艇第一艘深艇救生艇第一艘深艇救生艇

……………………



深海深海深海深海观测观测观测观测系系系系统统统统

深海油气深海油气深海油气深海油气开发开发开发开发

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从水面到深海

秏秏秏

消消消消

声声声声

瓦瓦瓦瓦

结结结结

构构构构

潜潜潜潜艇消艇消艇消艇消声声声声瓦研制瓦研制瓦研制瓦研制

超超超超

空空空空

泡泡泡泡

鱼鱼鱼鱼

雷雷雷雷

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



汽汽汽汽车轻车轻车轻车轻量化量化量化量化

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活跃于科学前沿－－－－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从陆地到空间

中中中中欧欧欧欧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伽利略国际国际国际国际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计计计计划划划划

清清清清

洁洁洁洁

能能能能

源源源源

汽汽汽汽

车车车车

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科技贡献卓著的大学



人文底蕴深厚的大学人文底蕴深厚的大学人文底蕴深厚的大学人文底蕴深厚的大学

唐文治校长亲自编撰的国文课本唐文治校长亲自编撰的国文课本唐文治校长亲自编撰的国文课本唐文治校长亲自编撰的国文课本

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张元济主持译书院张元济主持译书院

交大的文化人交大的文化人交大的文化人交大的文化人：：：：

蔡元培、唐文治、张元济、董寅初、李叔同、

劭力子、邹韬奋、朱屺瞻、戴 逸、洪 深、

傅 雷、宦 乡…



拥有附属医院最多的大学拥有附属医院最多的大学拥有附属医院最多的大学拥有附属医院最多的大学

附属瑞金医院附属瑞金医院附属瑞金医院附属瑞金医院 附属仁济医院附属仁济医院附属仁济医院附属仁济医院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附属国际和平附属国际和平附属国际和平附属国际和平

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妇幼保健院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附属上海儿童附属上海儿童附属上海儿童附属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医学中心医学中心医学中心

拥有瑞金医院等拥有瑞金医院等拥有瑞金医院等拥有瑞金医院等7所综合性所综合性所综合性所综合性，，，，胸科医院等胸科医院等胸科医院等胸科医院等5所专科性附属医院所专科性附属医院所专科性附属医院所专科性附属医院



综合办学实力最雄厚的大学之一综合办学实力最雄厚的大学之一综合办学实力最雄厚的大学之一综合办学实力最雄厚的大学之一

195%就业满意度就业满意度就业满意度就业满意度

3-4本科录取线本科录取线本科录取线本科录取线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生源质量生源质量

3749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专利

390篇篇篇篇SSCI、、、、A&Hci论文论文论文论文

23400篇篇篇篇SCI论文论文论文论文

1762项项项项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

332位位位位973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

149位位位位千人计划学者千人计划学者千人计划学者千人计划学者

314+19位位位位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

国内排序国内排序国内排序国内排序指指指指 标标标标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大学

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加州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

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

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明尼苏达大学

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维多利亚大学

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

……

柏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

斯图加特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斯图加特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

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海德堡大学

里昂中央大学里昂中央大学里昂中央大学里昂中央大学

巴黎中央大学巴黎中央大学巴黎中央大学巴黎中央大学

法国高等矿业大学法国高等矿业大学法国高等矿业大学法国高等矿业大学

伦敦大学伦敦大学伦敦大学伦敦大学

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大学

卡迪夫大学卡迪夫大学卡迪夫大学卡迪夫大学

DelftDelftDelftDelft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马达拉大学马达拉大学马达拉大学马达拉大学

……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

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

东京大学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院

大阪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大学

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横滨国立大学

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

广岛大学广岛大学广岛大学广岛大学

韩国科学院技术大学韩国科学院技术大学韩国科学院技术大学韩国科学院技术大学

汉阳大学汉阳大学汉阳大学汉阳大学

高丽大学高丽大学高丽大学高丽大学

……

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新竹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

……

悉尼大学悉尼大学悉尼大学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德肯大学德肯大学德肯大学德肯大学

塔斯马尼亚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

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昆士兰大学

维多利亚技术学院维多利亚技术学院维多利亚技术学院维多利亚技术学院

麦考里大学麦考里大学麦考里大学麦考里大学

……

与全球与全球与全球与全球100多所著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多所著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多所著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多所著名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2005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与佐治亚理工学院开展全面战略合作2006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与世界一流同步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同步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同步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同步的大学

20世纪世纪世纪世纪30年代的交大被誉为年代的交大被誉为年代的交大被誉为年代的交大被誉为““““东方东方东方东方MIT””””



与上海电气等与上海电气等与上海电气等与上海电气等20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余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英特尔等与英特尔等与英特尔等与英特尔等30余家世界余家世界余家世界余家世界500强企业签订各类合作协议强企业签订各类合作协议强企业签订各类合作协议强企业签订各类合作协议

与苏州市政府等与苏州市政府等与苏州市政府等与苏州市政府等20余家地方政府建立长期全面合作关系余家地方政府建立长期全面合作关系余家地方政府建立长期全面合作关系余家地方政府建立长期全面合作关系

与上海电气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上海电气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上海电气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上海电气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核工业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与中国石油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石油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石油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与中国石油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与苏州市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苏州市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苏州市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与苏州市政府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服务社会力度最强的大学之一服务社会力度最强的大学之一服务社会力度最强的大学之一服务社会力度最强的大学之一



满意度最高的大学满意度最高的大学满意度最高的大学满意度最高的大学

蝉联蝉联蝉联蝉联““““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中国大学满意度排行””””榜首榜首榜首榜首



最受最受最受最受500强企业青睐的大学强企业青睐的大学强企业青睐的大学强企业青睐的大学



就业工作就业工作就业工作就业工作

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研究生的比率为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研究生的比率为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研究生的比率为本科毕业生直接就读研究生的比率为43.9 %（（（（其中赴海外其中赴海外其中赴海外其中赴海外

就读的占就读的占就读的占就读的占19%））））

根据麦可思发布的根据麦可思发布的根据麦可思发布的根据麦可思发布的“2009年度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年度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年度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年度大学生就业能力排行榜”，，，，我我我我

校学生就业能力指数排名校学生就业能力指数排名校学生就业能力指数排名校学生就业能力指数排名全国第二全国第二全国第二全国第二

2009年年年年，，，，毕业生就业满意率毕业生就业满意率毕业生就业满意率毕业生就业满意率96% ，，，，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本科生就业率96.32% 

荣获荣获荣获荣获2009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就业工作全国领先就业工作全国领先就业工作全国领先就业工作全国领先



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

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 ？？？？

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



吴有训吴有训吴有训吴有训

物理大师物理大师物理大师物理大师

唐文治唐文治唐文治唐文治

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国学大师国学大师

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蔡元培

教育大师教育大师教育大师教育大师

黎照寰黎照寰黎照寰黎照寰

教育大师教育大师教育大师教育大师

张廷金张廷金张廷金张廷金

无线电之父无线电之父无线电之父无线电之父

徐名材徐名材徐名材徐名材

化学大师化学大师化学大师化学大师

历史上的大师历史上的大师历史上的大师历史上的大师



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

洪嘉振教授洪嘉振教授洪嘉振教授洪嘉振教授

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

郑树棠教授郑树棠教授郑树棠教授郑树棠教授

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

乐经良教授乐经良教授乐经良教授乐经良教授

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国家教学名师

孙麒麟教授孙麒麟教授孙麒麟教授孙麒麟教授

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教育功臣上海市教育功臣

王振义院士王振义院士王振义院士王振义院士

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师德标兵全国师德标兵

俞勇教授俞勇教授俞勇教授俞勇教授

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

裘兆泰教授裘兆泰教授裘兆泰教授裘兆泰教授

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最受学生欢迎老师

金正均教授金正均教授金正均教授金正均教授

全国名师全国名师全国名师全国名师、、、、师德模范师德模范师德模范师德模范



陈竺陈竺陈竺陈竺

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邓子新邓子新邓子新邓子新

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微生物学微生物学

贺林贺林贺林贺林

遗传生物学遗传生物学遗传生物学遗传生物学

雷啸霖雷啸霖雷啸霖雷啸霖

材料物理学材料物理学材料物理学材料物理学

李家明李家明李家明李家明

物理学物理学物理学物理学

刘永坦刘永坦刘永坦刘永坦

信号与信息处理信号与信息处理信号与信息处理信号与信息处理

张杰张杰张杰张杰

物理学物理学物理学物理学

沈天慧沈天慧沈天慧沈天慧

化学化学化学化学

杨槱杨槱杨槱杨槱

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

颜德岳颜德岳颜德岳颜德岳

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化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14人人人人））））

部分中科院院士风采部分中科院院士风采部分中科院院士风采部分中科院院士风采



曾溢滔曾溢滔曾溢滔曾溢滔

医学遗传学医学遗传学医学遗传学医学遗传学

陈赛娟陈赛娟陈赛娟陈赛娟

遗传遗传遗传遗传

项坤三项坤三项坤三项坤三

内分泌代谢病学内分泌代谢病学内分泌代谢病学内分泌代谢病学

戴尅戎戴尅戎戴尅戎戴尅戎

骨外科学骨外科学骨外科学骨外科学

葛修润葛修润葛修润葛修润

岩土力学岩土力学岩土力学岩土力学

顾健人顾健人顾健人顾健人

肿瘤分子生物学肿瘤分子生物学肿瘤分子生物学肿瘤分子生物学

何友声何友声何友声何友声

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流体力学

饶芳权饶芳权饶芳权饶芳权

电机与电器学电机与电器学电机与电器学电机与电器学

潘健生潘健生潘健生潘健生

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加工工程材料加工工程

王振义王振义王振义王振义

内科血液学内科血液学内科血液学内科血液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人人人人））））

部分工程院院士风采部分工程院院士风采部分工程院院士风采部分工程院院士风采



刘康刘康刘康刘康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杜克大学杜克大学杜克大学杜克大学

杨国源杨国源杨国源杨国源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加州大学加州大学

邵志峰邵志峰邵志峰邵志峰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大学

Parker 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美国先进科学美国先进科学美国先进科学美国先进科学

研究院院士研究院院士研究院院士研究院院士

倪军倪军倪军倪军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大学

倪明选倪明选倪明选倪明选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季向东季向东季向东季向东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马里兰大学

王江王江王江王江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高水平高水平高水平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师资队伍国际化师资队伍

平野真一教授平野真一教授平野真一教授平野真一教授

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

季卫东季卫东季卫东季卫东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神户大学神户大学神户大学神户大学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受聘我校空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受聘我校空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受聘我校空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丁肇中教授受聘我校空间

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技术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受聘我校Bio-X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名誉主任名誉主任名誉主任名誉主任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访问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访问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访问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访问我校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受聘我校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教授受聘我校““““理理理理

科班科班科班科班””””专专专专家家家家组组长组组长组组长组组长

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受聘受聘受聘受聘



遗传学泰遗传学泰遗传学泰遗传学泰斗斗斗斗“DNA双螺旋之父双螺旋之父双螺旋之父双螺旋之父”詹姆詹姆詹姆詹姆斯斯斯斯·沃森沃森沃森沃森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来来来来

校访问校访问校访问校访问

诺贝尔生理诺贝尔生理诺贝尔生理诺贝尔生理和和和和医学奖得主医学奖得主医学奖得主医学奖得主 巴里巴里巴里巴里·马马马马歇歇歇歇尔教授受尔教授受尔教授受尔教授受

聘我校名誉教授聘我校名誉教授聘我校名誉教授聘我校名誉教授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雷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雷恩恩恩恩受聘我校名誉教授受聘我校名誉教授受聘我校名誉教授受聘我校名誉教授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Richard J. Roberts爵爵爵爵士士士士

来来来来校校校校讲讲讲讲学学学学

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受聘受聘受聘受聘



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济济济济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蒙蒙蒙蒙代尔教授代尔教授代尔教授代尔教授担担担担任任任任

我校我校我校我校现现现现代金代金代金代金融融融融中心名誉主任中心名誉主任中心名誉主任中心名誉主任

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济济济济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保罗保罗保罗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受聘我校受聘我校受聘我校受聘我校

荣荣荣荣誉教授誉教授誉教授誉教授

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济济济济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罗罗罗罗杰杰杰杰·梅梅梅梅尔尔尔尔森来森来森来森来校校校校讲讲讲讲学学学学

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诺贝尔经济济济济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学奖得主格格格格兰杰教授兰杰教授兰杰教授兰杰教授来来来来校校校校讲讲讲讲学学学学

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国际大师来校讲学、、、、受聘受聘受聘受聘



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

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 ？？？？

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



欲成学问欲成学问欲成学问欲成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当为第一等学问

欲成事业欲成事业欲成事业欲成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当为第一等事业

欲为人才欲为人才欲为人才欲为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

而欲为第一等学问而欲为第一等学问而欲为第一等学问而欲为第一等学问、、、、事业事业事业事业、、、、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必先必先必先必先砥砺砥砺砥砺砥砺第一等第一等第一等第一等品行品行品行品行

……………………

唐文治唐文治唐文治唐文治

（（（（1907～～～～1920年任校长年任校长年任校长年任校长））））

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鄙人办学时鄙人办学时鄙人办学时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不自量力不自量力

常欲造就常欲造就常欲造就常欲造就领袖人才领袖人才领袖人才领袖人才

分播吾国分播吾国分播吾国分播吾国，，，，作为模范作为模范作为模范作为模范

……………………



陆定一陆定一陆定一陆定一

国国国国务务务务院院院院副总副总副总副总理理理理

中中中中宣部部长宣部部长宣部部长宣部部长

汪汪汪汪道道道道涵涵涵涵

海海海海协会会长协会会长协会会长协会会长

杰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杰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杰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杰出政治家和国家领导

严隽琪严隽琪严隽琪严隽琪

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常常常

委会副委员长委会副委员长委会副委员长委会副委员长

陈陈陈陈敏章敏章敏章敏章

卫卫卫卫生生生生部部长部部长部部长部部长

陈竺陈竺陈竺陈竺

卫卫卫卫生生生生部部长部部长部部长部部长

江泽民江泽民江泽民江泽民

1947届电机系届电机系届电机系届电机系

两两两两所培所培所培所培养养养养出共和出共和出共和出共和国国国国

主席的大主席的大主席的大主席的大学学学学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丁丁丁丁关关关关根根根根

中中中中宣部部长宣部部长宣部部长宣部部长



黄炎培黄炎培黄炎培黄炎培，，，，教育家教育家教育家教育家

蔡锷蔡锷蔡锷蔡锷，，，，爱国将领爱国将领爱国将领爱国将领

董寅初董寅初董寅初董寅初，，，，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民主人士民主人士

邵力子邵力子邵力子邵力子，，，，爱国老人爱国老人爱国老人爱国老人

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社会活动家



钱学森钱学森钱学森钱学森

1934级机械工程系级机械工程系级机械工程系级机械工程系

茅以升茅以升茅以升茅以升 张光斗张光斗张光斗张光斗

吴文俊吴文俊吴文俊吴文俊 徐光宪徐光宪徐光宪徐光宪

林同炎林同炎林同炎林同炎

王安王安王安王安

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



23位位位位“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两弹一星两弹一星”功臣中交大校友有功臣中交大校友有功臣中交大校友有功臣中交大校友有6666位位位位

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杰出科学家



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培养院士最多的大学之一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中工程院院士中工程院院士中工程院院士中，，，，交大校友超过交大校友超过交大校友超过交大校友超过200位位位位

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科学家——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两院院士



李叔同李叔同李叔同李叔同（（（（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弘一法师））））

文化大师文化大师文化大师文化大师

卢燕卢燕卢燕卢燕，，，，第一位好莱坞第一位好莱坞第一位好莱坞第一位好莱坞

华裔影星华裔影星华裔影星华裔影星

文化名家文化名家文化名家文化名家

傅雷傅雷傅雷傅雷，，，，翻译巨匠翻译巨匠翻译巨匠翻译巨匠

邹韬奋邹韬奋邹韬奋邹韬奋，，，，文化战士文化战士文化战士文化战士 洪琛洪琛洪琛洪琛，，，，戏剧家戏剧家戏剧家戏剧家



茅道临茅道临茅道临茅道临 沈南鹏沈南鹏沈南鹏沈南鹏杨元庆杨元庆杨元庆杨元庆

姜建清姜建清姜建清姜建清

钱智民钱智民钱智民钱智民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中国广东核电集团董事长

姜建清姜建清姜建清姜建清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

陆益民陆益民陆益民陆益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总经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总经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总经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总经理

凌凌凌凌 文文文文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茅道临茅道临茅道临茅道临新浪网首席执行官新浪网首席执行官新浪网首席执行官新浪网首席执行官

杨元庆杨元庆杨元庆杨元庆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

沈南鹏沈南鹏沈南鹏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

赵建军赵建军赵建军赵建军普瑞尔普瑞尔普瑞尔普瑞尔（（（（TP-Link））））创始人创始人创始人创始人

谭海音谭海音谭海音谭海音易趣网创始人易趣网创始人易趣网创始人易趣网创始人

……………………

凌凌凌凌 文文文文

钱智民钱智民钱智民钱智民

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

陆益民陆益民陆益民陆益民

赵建军赵建军赵建军赵建军 谭海音谭海音谭海音谭海音



乒坛名将乒坛名将乒坛名将乒坛名将 —— 刘国梁刘国梁刘国梁刘国梁

桌球王子桌球王子桌球王子桌球王子 —— 丁俊辉丁俊辉丁俊辉丁俊辉

“东方巨人东方巨人东方巨人东方巨人” —— 姚明姚明姚明姚明

体坛精英体坛精英体坛精英体坛精英



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怎样的大学？？？？

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拥有怎样的老师 ？？？？

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培养出怎样的学生？？？？

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学生在这里怎样成长？？？？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传授传授传授传授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培养培养培养培养

人格人格人格人格

养成养成养成养成

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三个结合三个结合三个结合三个结合

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科技与人文相结合

以以以以““““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体系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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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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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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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各
项
教
学
工
作
同
步
改
革

传承优秀教学传统传承优秀教学传统传承优秀教学传统传承优秀教学传统

““““起点高起点高起点高起点高、、、、基础厚基础厚基础厚基础厚、、、、要求严要求严要求严要求严、、、、重实践重实践重实践重实践、、、、求创新求创新求创新求创新””””

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人才培养理念与特色



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新生研讨课

“创新与创业创新与创业创新与创业创新与创业

大讲堂大讲堂大讲堂大讲堂”课程课程课程课程
创新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实践创新实践 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毕业设计

开设开设开设开设71717171门次门次门次门次，，，，由各学由各学由各学由各学

科领域中有影响的资科领域中有影响的资科领域中有影响的资科领域中有影响的资

深教授授课深教授授课深教授授课深教授授课，，，，参与新参与新参与新参与新

生生生生1350135013501350名名名名

设立设立设立设立“PRPPRPPRPPRP”项目项目项目项目，，，，五五五五

年多来年多来年多来年多来，，，，开展开展开展开展12121212期期期期，，，，

累计执行累计执行累计执行累计执行2800280028002800多个多个多个多个，，，，

参加学生参加学生参加学生参加学生8000800080008000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余人次

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一年级 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二年级 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三年级 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四年级

“名家论坛名家论坛名家论坛名家论坛”、、、、“小小小小

班精讲班精讲班精讲班精讲”、、、、“创业大创业大创业大创业大

赛赛赛赛”三个板块三个板块三个板块三个板块。。。。每每每每

期有期有期有期有700700700700多人选修多人选修多人选修多人选修

启蒙阶段 发展阶段 提升阶段 综合提升

85858585％％％％理工类学生理工类学生理工类学生理工类学生

的毕业设计的毕业设计的毕业设计的毕业设计（（（（论论论论

文文文文））））选题来自高选题来自高选题来自高选题来自高

水平的科研项目水平的科研项目水平的科研项目水平的科研项目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核心，，，，实现创新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覆盖实现创新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覆盖实现创新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覆盖实现创新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覆盖

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培养--------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具体做法

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突出知识传授到重视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的转变



目前目前目前目前，，，，交通大学已经与世界交通大学已经与世界交通大学已经与世界交通大学已经与世界100多个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多个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多个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多个著名大学建立合作关

系系系系，，，，参与海外游学的本科生比例逐年增加参与海外游学的本科生比例逐年增加参与海外游学的本科生比例逐年增加参与海外游学的本科生比例逐年增加，，，，2010年年年年,本科海外本科海外本科海外本科海外

游学比例已达到游学比例已达到游学比例已达到游学比例已达到29.2%

学校力争于学校力争于学校力争于学校力争于2013年实现海外游学本科生人数超过年实现海外游学本科生人数超过年实现海外游学本科生人数超过年实现海外游学本科生人数超过40%

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

在沃顿商学院交流学习在沃顿商学院交流学习在沃顿商学院交流学习在沃顿商学院交流学习 在在在在UCLAUCLAUCLAUCLA取得成绩认可单取得成绩认可单取得成绩认可单取得成绩认可单



在在在在韩国韩国韩国韩国教授家中做客教授家中做客教授家中做客教授家中做客

在在在在法法法法国国国国南特高南特高南特高南特高矿学矿学矿学矿学院上院上院上院上课课课课

密西根教授在上海交大授密西根教授在上海交大授密西根教授在上海交大授密西根教授在上海交大授课课课课

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



学学学学生在生在生在生在国国国国外生活外生活外生活外生活

学学学学生在加拿大生在加拿大生在加拿大生在加拿大UBC交流交流交流交流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学学学学生在生在生在生在国国国国外外外外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跨国文化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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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2222

1111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银奖银奖银奖银奖

金奖金奖金奖金奖

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大学萨拉托夫国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

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

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

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第第第第26届届届届ACM大赛决赛大赛决赛大赛决赛大赛决赛

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2002））））

8888

7777

6666

5555

4444

3333

2222

1111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银奖银奖银奖银奖

金奖金奖金奖金奖

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

挪威科技大学挪威科技大学挪威科技大学挪威科技大学

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

圣彼得堡光机学院圣彼得堡光机学院圣彼得堡光机学院圣彼得堡光机学院

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滑铁卢大学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复旦大学

波兰波兰波兰波兰WroclawWroclawWroclawWroclaw大学大学大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第第第第29届届届届ACM大赛决赛大赛决赛大赛决赛大赛决赛

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高校排名情况（（（（2005））））

在这项被称为在这项被称为在这项被称为在这项被称为““““最聪明人的竞赛最聪明人的竞赛最聪明人的竞赛最聪明人的竞赛””””的大赛中的大赛中的大赛中的大赛中，，，，我校是历届唯一我校是历届唯一我校是历届唯一我校是历届唯一

获得过冠军的亚洲高校获得过冠军的亚洲高校获得过冠军的亚洲高校获得过冠军的亚洲高校，，，，更是全球三所取得更是全球三所取得更是全球三所取得更是全球三所取得““““三冠王三冠王三冠王三冠王””””的高校之一的高校之一的高校之一的高校之一

8888

7777

6666

5555

4444

3333

2222

1111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银奖银奖银奖银奖

金奖金奖金奖金奖

东京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大学东京大学

国力萨拉托夫大学国力萨拉托夫大学国力萨拉托夫大学国力萨拉托夫大学

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

““““国立国立国立国立””””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台湾大学

基辅国立塔拉斯基辅国立塔拉斯基辅国立塔拉斯基辅国立塔拉斯·
舍甫琴科大学舍甫琴科大学舍甫琴科大学舍甫琴科大学

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

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第第第第34届届届届ACM大赛决赛高大赛决赛高大赛决赛高大赛决赛高

校排名情况校排名情况校排名情况校排名情况（（（（2005））））

科技竞赛摘金夺银科技竞赛摘金夺银科技竞赛摘金夺银科技竞赛摘金夺银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学学学学院胡院胡院胡院胡姗姗姗姗姗姗姗姗同同同同学获学获学获学获2006年年年年
“上海旅游形象大使上海旅游形象大使上海旅游形象大使上海旅游形象大使”冠冠冠冠军军军军

自自自自编编编编自自自自导导导导自演相自演相自演相自演相声剧声剧声剧声剧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学学学学院朱惠芳成院朱惠芳成院朱惠芳成院朱惠芳成为为为为瑞典帆船瑞典帆船瑞典帆船瑞典帆船“歌德堡歌德堡歌德堡歌德堡”上的上的上的上的
女水手女水手女水手女水手

学生自己的舞台学生自己的舞台学生自己的舞台学生自己的舞台

管管管管乐团获乐团获乐团获乐团获首首首首届届届届瑞士少女峰音瑞士少女峰音瑞士少女峰音瑞士少女峰音乐节竞赛乐节竞赛乐节竞赛乐节竞赛金金金金奖奖奖奖



享受校园的美丽享受校园的美丽享受校园的美丽享受校园的美丽



研讨功能教室研讨功能教室研讨功能教室研讨功能教室、、、、实时录播功能的教室实时录播功能的教室实时录播功能的教室实时录播功能的教室、、、、卫卫卫卫

星双向实时授课教室星双向实时授课教室星双向实时授课教室星双向实时授课教室

独立的大学生活动中心独立的大学生活动中心独立的大学生活动中心独立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光彪楼光彪楼光彪楼光彪楼））））和科技和科技和科技和科技

活动中心活动中心活动中心活动中心（（（（逸夫楼逸夫楼逸夫楼逸夫楼），），），），其中其中其中其中，，，，逸夫楼为全逸夫楼为全逸夫楼为全逸夫楼为全

国最大的学生科技活动中心国最大的学生科技活动中心国最大的学生科技活动中心国最大的学生科技活动中心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



体育场馆总面积体育场馆总面积体育场馆总面积体育场馆总面积15.515.515.515.5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生均生均生均生均5.65.65.65.6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平方米

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2222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共有共有共有共有7500750075007500个观众席个观众席个观众席个观众席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



图书馆建筑面积图书馆建筑面积图书馆建筑面积图书馆建筑面积4.624.624.624.62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阅览座位约阅览座位约阅览座位约阅览座位约5500550055005500个个个个

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图书信息楼图书信息楼图书信息楼图书信息楼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建筑面积5.75.75.75.7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万平方米

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纸质图书308308308308余万冊余万冊余万冊余万冊，，，，电子图书电子图书电子图书电子图书305305305305万册万册万册万册，，，，电子数据库电子数据库电子数据库电子数据库200200200200多个多个多个多个，，，，电子期刊电子期刊电子期刊电子期刊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3333万余种万余种万余种万余种

引进的国外数据库数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三引进的国外数据库数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三引进的国外数据库数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三引进的国外数据库数量在全国高校中位列第三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



2003200320032003年建成全国高校第一个万兆校园网年建成全国高校第一个万兆校园网年建成全国高校第一个万兆校园网年建成全国高校第一个万兆校园网

2004200420042004年年年年，，，，CNGICNGICNGICNGI核心网核心网核心网核心网CERNET2CERNET2CERNET2CERNET2主干网开通主干网开通主干网开通主干网开通

所有学生宿舍都已免费接入国际互联网所有学生宿舍都已免费接入国际互联网所有学生宿舍都已免费接入国际互联网所有学生宿舍都已免费接入国际互联网

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平台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平台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平台成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学校教学管理的重要平台

校园主干网拓扑结构校园主干网拓扑结构校园主干网拓扑结构校园主干网拓扑结构 校园无线网拓扑结构校园无线网拓扑结构校园无线网拓扑结构校园无线网拓扑结构

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现状现状现状现状----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校园设施



放飞梦想放飞梦想放飞梦想放飞梦想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责任责任责任责任、、、、梦想梦想梦想梦想、、、、激情激情激情激情感恩感恩感恩感恩、、、、责任责任责任责任、、、、梦想梦想梦想梦想、、、、激情激情激情激情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交通大交通大交通大交通大学学学学

选择选择选择选择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