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负责单位

1 5月5-25日 博物馆 吴刚李兴无山水画展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 5月5-25日 同济大厦A楼 心理健康主题月系列活动 经济与管理学院

3 5月5-6月8日 同济大厦A楼 企业社会实践活动（济人济事济天下”系列活动） 经济与管理学院

4 5月7日 四平路校区人工草坪 五月科技节开幕式 团委

5 5月7日 一·二九礼堂 高雅艺术进校园话剧《白蛇传》 团委

6 5月7日 经纬楼演讲厅 《艺览新时代》系列艺术讲座之“传统音乐的新时代之声” 团委

7 5月7日 同济大厦A楼 第二届“超星杯”红色经典共读辩论赛 经济与管理学院

8 5月7-10日 嘉定惟新馆影院 智能汽车HMI设计论坛 艺术与传媒学院

9 5月8日 大礼堂 国家京剧院新编现代京剧《红军故事》 党委宣传部

10 5月9日 一·二九礼堂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勇胜将军“国际变局与中国国家安全”报
告会（同济高等讲堂）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11 5月10日 嘉定校区济人楼101室 嘉定校区毕业晚会 团委

12 5月10日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十四届全国环境友好科技竞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3 5月10日 逸夫楼二楼报告厅 同济高等讲堂-郭雷院士报告 数学科学学院

14 5月10-12日 逸夫楼 举办第二届全国可持续混凝土理论与应用技术交流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5 5月10-12日 同济大厦A楼301报告厅 第十七届MPA“五月”系列讲座 经济与管理学院

16 5月10-13日 汇文楼、同文楼 2019年度大学日语教育与日本学研究国际研讨会 外国语学院

17 5月10-30日 图书馆大厅、十楼闻学堂
“从馆藏文献窥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知识知多少”展览、线装书
装订现场体验活动

图书馆

同济大学112周年校庆活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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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5月10日-6月下旬 博物馆一楼 大风起兮，中国汉画艺术展 图书馆

19 5月10日-6月上旬 博物馆二楼 同济人风采系列展览——李兴武、吴刚书画作品展 图书馆

20 5月11日 逸夫楼113室 “中韩经济关系与东北亚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1 5月11日 汇文楼518室 “你好，明天”校友大讲堂 外国语学院

22 5月11-12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材料学者高端论坛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3 5月11-13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钟庭
报告厅

“城乡共构视野下的空间规划”国际会议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4 5月13日 中德大楼1012室 德研所校庆学术报告会 外国语学院

25 5月14日 嘉定校区人工操场 嘉定校区学生文化节 团委

26 5月14日 一·二九礼堂 高雅艺术进校园歌剧《国之当歌》 团委

27 5月14日 同济大厦A楼 携手同济哥伦比亚大学模拟商业家挑战赛 经济与管理学院

28 5月15日 明净楼121报告厅
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国际高端专家讲座（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张文副教
授）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5月15日-6月15日 德文图书馆大厅 展览:凝固的时间——德籍同济人史图博教授 图书馆

30 5月16-18日 设计创意学院暗房报告厅 体验设计大会 设计创意学院

31 5月17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材料学院校友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5月17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材料学院2019杰出校友见面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3 5月17-19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校友返校接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4 5月18日 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楼展厅 第三届中国战略论坛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35 5月18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2019年度中国欧洲学会年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序号 时间 地点 活动名称 负责单位

36 5月18日 四平路校区 同济创业日 团委

37 5月18日 中法中心C401室 “一流大学一流出版”建设出版学术论坛 出版社

38 5月18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第四届“上海台界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材料知识大赛颁奖仪式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9 5月18日 嘉定校区德才馆 土木工程材料领域杰出教授报告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40 5月18日 附属同济医院学术报告厅 第三届“纪念宝隆”同济管理论坛：同济外科之路大师学术论坛 同济医院

41 5月18日 逸夫楼103室 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对外联络与发展办公室

42 5月18日 中法中心C501室 同济大学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对外联络与发展办公室

43 5月18日 一·二九礼堂 “同”智造，“济”未来—2019同济校友创新创业大会 对外联络与发展办公室

44 5月18日 中法中心 同济大学112周年/EMBA返校日特别活动 经济与管理学院

45 5月18日 医学大楼主3楼
2019上海科技节-上海市信号转导与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公
众开放日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46 5月18日
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报告
厅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校友创新论坛 汽车学院

47 5月18日 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发展咨询委员会 汽车学院

48 5月18日 济人楼101室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卓越·梦想”表彰晚会 汽车学院

49 5月18日
宁远馆科技·人文·艺术
大厅

同济大学汽车学院校友值年返校日 汽车学院

50 5月18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同济大学医学院第九届“研究生科研工作赏评日（GRAD）”——暨同济大
学医学院博思论坛

医学院

51 5月18-19日 崇明 物理学科发展研讨会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52 5月19日 逸夫楼一楼报告厅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建院10周年庆典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53 5月19日 中法中心C501会议室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学科建设专家咨询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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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月19日 中法中心C501会议室 “统筹两个大局视角下的中国与世界”全国政治学学科建设院长论坛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55 5月19日 中法中心C401室 “数字化时代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研讨会 法学院

56 5月19日
宁远馆科技·人文·艺术
大厅

同济EP志远车队20周年庆 汽车学院

57 5月19日 中法中心黑厅 环境文化节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58 5月20日 大礼堂 112校庆暨2019届毕业晚会 团委

59 5月20日 逸夫楼 增材制造行业未来发展研讨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60 5月20日 物理馆512室 校友返校活动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61 5月20日
沪北校区泰禾楼一楼院史
馆

同济大学医学院院史馆开幕 医学院

62 5月20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同济大学建筑系青年学者论坛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63 5月20日 逸夫楼410会议室 第一届“中日经济战略对话”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64 5月20-22日 四平校区、嘉定校区 2019年德国波鸿大学同济美食节 后勤集团

65 5月21日
建筑设计研究院一楼报告
厅

“中日经济与世界未来”论坛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66 5月21日 一·二九礼堂 高雅艺术进校园交响乐《启航》 团委

67 5月21日
大礼堂、嘉定校区济人楼
101室

“青春在西部闪光”主题报告会 学生处

68 5月21日 体育馆 “数学文化”趣味运动会 数学科学学院

69 5月21日 致远楼101室 “数学人毕业去哪儿”校友论坛 数学科学学院

70 5月21日 中法中心C201室 同路人校友讲堂第11期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71 5月21日 嘉定校区同心楼224室 同路人校友讲堂第12期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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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5月21日 嘉定校区仰望星空 第八届少数民族学生风采嘉年华 学生处

73 5月21日 汇文楼 “一带一路”大发展大建设背景下“外语人看世界”主题沙龙 外国语学院

74 5月23日 同济大厦A308室 澳门大学学生交流讲座--2019中国经济展望 经济与管理学院

75 5月24日 逸夫楼 航空功能材料和工艺辅材国产化研讨会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76 5月24日 大礼堂 环境之声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77 5月24日 嘉定校区F307室 校友会筹备组成立仪式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院

78 5月24-26日 四平路校区 第五届中国学术英语教学研究会年会暨第四届学术英语亚洲国际研讨会 外国语学院

79 5月25日 四平路校区
第五届大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同济大学首届大学生（多语种）国际学术
论坛

外国语学院

80 5月25日 逸夫楼二楼演讲厅 医学院第三届本科生创新论坛 医学院

81 5月24日 草地音乐节 党委宣传部

82 5月25-26日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十四届全国研究生环境论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83 5月28日 南校区小剧场 纪念五四100周年学生艺术总团系列演出之朗诵大会 团委

84 5月28日 中德大楼 《中国的“德国能力”和德国的“中国能力”》论文集发布会 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85 5月28日 汽车学院 2019届汽车学院本科生毕业季主题活动 汽车学院

86 5月31日-6月1日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中法
中心C401

上海城市传播论坛 艺术与传媒学院

87 5月31日-6月2日 同文楼、汇文楼
“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海上论坛”青年学
者工作坊

外国语学院

88 5月下旬 嘉定校区 2019年嘉定校区十大菜肴评选活动 后勤集团

89 5月下旬 西北二楼 “居百年同济 赏历史谜舟”猜灯谜活动 后勤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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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5月下旬-6月 衷和楼 “法学&城乡建设”学科交叉论坛 法学院

91 5月 同济大厦A楼 “我与祖国共成长，我们都是追梦人”70年影像集（校友访谈） 经济与管理学院

92 5月 同济大厦A楼 MBA校友值年返校 经济与管理学院

93 5月
同济MBA深圳、苏州、宁
波教学点

四地联动校友论坛 经济与管理学院

94 5月 同济大厦A楼 经管校友围棋友谊赛 经济与管理学院

95 6月1日 旭日楼二楼会议室 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学者论坛 艺术与传媒学院

96 6月1日 南校区实验剧场 艺术与传媒学院校友论坛 艺术与传媒学院

97 6月2日 一·二九礼堂 毕业生的毕业声—同济大学校庆毕业晚会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98 6月7日 中法中心 《艺览新时代》系列艺术讲座之“歌声与祝福” 团委

99 6月10-14日 综合楼902室 可持续生产与消费研讨会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0 6月11日 一·二九礼堂 学生社团专场：钢琴也流行 团委

101 6月11日 汇文楼418室 德国Gießen大学Dietmar Rösler教授做关于E-Learning的学术报告 外国语学院

102 6月14日 综合楼十楼报告厅 城市生态与节能论坛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03 6月18日 大礼堂排练厅 《艺览新时代》系列艺术讲座之“舞蹈点燃青春” 团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