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负责单位

1 4-5月 城规学院钟厅报告厅 景观学系2016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 城规学院

2 4-5月 城规学院 校友返校活动 城规学院

3 4-6月 四平路校区图书馆十楼闻学堂 闻学堂传统文化之夜 图书馆

4 4-6月 四平路校区图书馆十楼闻学堂 “营造溯源”系列活动 图书馆

5 4月21日-5月20日 四平路校区 同济大学第五届环境文化节 环境学院

6 5月3日 明净楼 “格物明境 共创未来”格兰富环保创新日 环境学院

7 5月4日 四平路校区 “同济校友创新创业基金会”捐赠仪式 外联办、校团委

8 5月4-22日 博物馆 纪念“五四”运动97周年《问道大师》——张克伟肖像油画展 博物馆

9 5月5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同舟论坛——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我的大学 校团委

10 5月8日 同文楼 第一届华东地区“同文杯”研究生学术节 外语学院

11 5月9日
四平路校区德文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嘉定校区图书馆三楼报告厅

同舟讲坛——从同济到世界 校团委

12 5月11日 逸夫楼103会议室 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在上海－纪念中共诞生95周年 马克思主义学院、文科办

13 5月12日 同济大厦A楼309室 上海青年经济学家第7次学术沙龙 经管学院、城镇化智库

14 5月13-14日 一·二九礼堂 黄梅戏专场演出 《途中》 人文学院

15 5月13日 校史馆 同济大学工科创始人贝伦子照片展 档案馆

16 5月13日 云通楼3楼报告厅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教授讲座《福柯的哲学》 人文学院

17 5月14日 云通楼3楼报告厅 学术会议《技术时代的人文科学》 人文学院

109周年校庆活动一览



18 5月14日 设计创意学院 设计创意学院校友峰会第二次大会 设计创意学院

19 5月16日 云通楼3楼报告厅 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讲座《说有生与无》 人文学院

20 5月17日 城规学院B214会议室 女性视角下的城市与生活 城规学院

21 5月17日 城规学院B218会议室 校友理事会筹备会第二次预备会议 城规学院

22 5月17日 城规学院钟庭报告厅 王伯伟教授专题报告暨50/60/70/80学人学术报告会 城规学院

23 5月19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东篱剧社校庆专场演出 校团委

24 5月19-20日 明净楼121报告厅 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环境学院

25 5月19-20日 明净楼 66届给排水毕业五十周年返校活动 环境学院

26 5月19日 四平路校区德文图书馆 讲座：“不朽的莎士比亚” 图书馆

27 5月20日 大礼堂 同济大学109周年校庆暨2016届毕业晚会 校团委

28 5月20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吉他协会校庆专场演出 校团委

29 5月20日 城规学院D2报告厅 规划系校庆学术报告会 城规学院

30 5月21日 汽车学院 汽车青年说·博世中国总裁陈玉东脱口秀:大学那点儿事儿 汽车学院

31 5月21日 汽车学院 汽车学院科技节 汽车学院

32 5月21日 汽车学院 同济汽车日·校友返校 汽车学院

33 5月21日 城规学院钟庭报告厅及D1D2D3报告厅 第五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 城规学院

34 5月21日 逸夫楼103会议室 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外联办

35 5月21日 中法中心C401会议室 同济大学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外联办

36 5月21日 彰武路校区同济创业谷 同济大学经纬创新创业基金签约仪式 校团委

37 5月22日 外滩源 “城市、青年、梦想”首届同济青年论坛 外联办



38 5月23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109周年校庆暨2016届毕业晚会 校团委

39 5月24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星空社团校庆专场演出 校团委

40 5月24日 城规学院 城乡人居环境研究前沿--暨青年教师科研教学统筹座谈会 城规学院

41 5月24-31日 德文图书馆报告厅 上海市高校爱尔兰戏剧论坛及戏剧展演 外语学院

42 5月25日 综合楼1305 优秀校友职业生涯论坛——“精英法律人的未来在哪里” 法学院

43 5月25日 经纬楼第三会议室 同济医护青年联谊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理事会议 校团委

44 5月26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钢琴协会校庆专场演出 校团委

45 5月26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中华经典·中华梦想”同济大学中华经典诵读大赛 校团委

46 5月27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嘉定校区C4街舞社校庆专场演出 校团委

47 5月27-29日 宜宾李庄 “梦圆李庄、无悔青春”--校友李庄寻根 外联办

48 5月28日 中法中心C201报告厅 “我们共同的职责和使命”论坛
艺术与传媒学院、宣传部
文科办

49 5月28-29日 明净楼 第十一届全国研究生环境论坛 环境学院

50 5月2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黄蕴元先生铜像揭幕及纪念黄蕴元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交流会 材料学院

51 5月2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展历史及成就展 材料学院

52 5月29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60周年纪念大会、校友分会成立大会 材料学院

53 5月30日 同济大厦A楼 从10亿到300亿：环同济知识经济圈的过去与未来发展研讨会 经管学院、文科办

54 5月 城规学院 “漫漫长征路，同筑中国梦”第十三届“学院奖”艺术大赛 城规学院

55 5月 国政学院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与创新研究 国政学院、文科办

56 5月 国政学院 对话主编学术交流会 国政学院、文科办



57 5月 设计创意学院 “设计江湖”系列讲座 设计创意学院

58 5-6月 同济大厦A楼 东方讲坛-同济文柏讲坛：文化中国主题系列讲座 经管学院、文科办

59 5-6月
西苑饮食广场、学苑饮食广场、嘉苑二
期

中国美食文化节 后勤集团

60 6月2日 济人楼101报告厅 零时差音乐节暨留学生告别晚会 校团委

61 6月2日 一·二九礼堂 “一团一品 魅力绽放”--同济大学2016年团支部风采大赛 校团委

62 6月4日 法国 欧洲校友会联盟年会 外联办

63 6月14日 四平路校区音乐广场 同济大学艺术团“同心济梦”毕业季专题演出 校团委

64 6月中下旬 设计创意学院 中美创客大赛·上海站 设计创意学院

65 6月 逸夫楼 国际会议：一带一路倡议连接更好未来——中欧青年论坛 国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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