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公共开放景点 

（一）徐汇校区公共开放景点介绍 

1. 钱学森图书馆 

钱学森图书馆于 2011年

12月 11日钱学森诞辰 100周

年之际建成并对外开放。图书

馆总用地面积 9300 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8188平方米，地

下一层，地上三层，陈展面积

约 3000 平方米。馆内基本展

览分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科学技术前沿的开拓者、人民

科学家风范和战略科学家的

成功之道四个部分。馆藏钱学

森同志文献、手稿和书籍 76000余份，珍贵图片 1500余张，实物 700余件。馆

内设有资料厅、专题展厅、学术交流厅等文化设施。钱学森图书馆是全国爱国主

义教育示范基地，并将建设成为钱学森文献实物收藏管理中心、学术思想研究中

心、科学成就和崇高精神的宣传展示中心。以充分发挥其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以及进一步宣传弘扬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作用。 

 

2. 校史博物馆 

校史博物馆创建于 1996

年学校百年校庆之际，设在建

于 1918 年的具有典型西洋风

格的老图书馆内。校史博物馆

融爱国主义教育与校情、校史

教育于一体，展厅面积有 600

多平方米，内设“校史陈列”、

“交大两院院士图片资料

展”、“林同炎教授展室”三个

基本陈列，以学校建立发展为

主线，分解放前、解放后及校友等部分，展示各历史时期的珍贵文物、图片、史

料等内容。校史博物馆保留了原有的室内建筑风格，以丰富的实物和大量生动的

文字图片向人们展示了学校百余年的办学理念和风雨发展历程，让参观者走近出

自交大的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名人、商业巨匠和文化名流们。此馆是“上海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教育基地”，为全国高校档案界第一个省市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3.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由香港

董氏慈善基金会和上海交通

大学联合创办，设立于新中院

（建于 1910 年的学校早期学

生宿舍）。建筑高二层，西式

建筑，内有天井，充溢着历史

的沧桑况味。展厅面积 600平

方米，内有中国航运史馆和董

浩云陈列室，将作永久陈列。

中国航运史馆通过大量的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模型及航海贸易物品，概括反映

了中国古代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舟船及航运历史。董浩云陈列室用生动的照片、

资料、实物和逼真的场景，浓缩了“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云传奇的一生。

本馆是迄今为止全国高校唯一的航运专业博物馆。 

 

 

 

 

4. 老图书馆 

老图书馆于 1920 的 3月

10日正式开馆。图书馆建筑面

积 2687 平方米，规模在当时

国内高校名列前茅。20世纪

30年代，随着藏书日益增多，

增建了防火书库，最高藏书量

可达 20 万册。1985 年建成包

兆龙图书馆后，老图书馆则改

作档案馆用。内设校史博物

馆、林同炎展室、档案室、校友接待室和校友活动室。老图书馆既是交大人的藏

书、看书之地，也曾是上海乃至全国各种工业展览会的重要展馆。1926年，为

纪念建校 30周年，学校举办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展览会。 

 

 

 

 

 

 

 



 

5. 中院 

中院，环绕上海交大徐汇

校区中央大草坪的北面。这是

一座清水砖墙的西式建筑，也

是学校唯一一幢建于 19世纪

最古老的建筑，是上海交大百

年校园的历史原点。建造中院

的目的是用作中院学舍，故以

院命楼，名曰“南洋公学中

院”。当时的中院集教学、办

公、食宿于一体，如同一个浓缩的新学教育小社会，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曾在此

办公。自南洋公学起，中院变成为孕育英才的摇篮，李叔同、周韬奋、黄炎培、

邵力子，著名学者谢无量，经济学家祝百英，翻译家高尔松等，都在中院学习生

活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中院还是抵不住岁月风霜的侵袭。

1962-1963 年，学校对其进行了大修，此次维修不小心让“南洋公学中院”的楼

铭被石灰覆盖了，直到 1998年，学校对中院再次进行大修的时候，消失的“南

洋公学中院”的石刻楼铭牌，在修房工人榔头的不经意敲打中，才重新显现在人

们面前，令世人得以重温百年风尘的历史信息。 

 

 

 

6. 工程馆 

工程馆是著名建筑家邬达

克的作品，于 1931 年年底落

成，占地面积 6500 平方米。

1926 年，交通大学 30周年校

庆时，由唐文治、蔡元培、叶

恭绰等人募建而成。工程馆建

筑共有两层，为钢筋混凝土结

构，建筑造型，呈“口”字型，

体积庞大，造型平实，细部简

约，渐进形的方框门廊与拱形门窗相互衬映，厚重中又不失轻盈。工程馆底层设

有各种实验室，上层设有教室、绘图室、演讲厅等，集中和包容了课业教学的需

求，称得上当时上海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工程教学楼。在这座以机械、电机工程

为主的教学楼里，钱学森、江泽民曾就读于此。解放后，工程馆主要用作学校的

教学、实验区。1960 年，学校将工程馆加盖为三层，建筑面积达 12898 平方米。 

 

 



 

 

7. 包兆龙图书馆 

包兆龙图书馆是由包玉刚

捐资，以其父包兆龙名字命名

的一座现代化图书馆，于 1985

年 10月 27日竣工落成，它是

当时国内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主体建筑高度为 73 米，居当

年上海建筑高度第四位。建筑

总面积为 25128平方米，占地

面积 5700 平方米。可容藏书

228万册，阅览室 82个，座位 2400个。包兆龙图书馆开创了用赠建者姓氏冠名

图书馆的先河，叶剑英委员长亲笔题写了馆名。它是由邓小平主席亲手接受的第

一个“外资”捐款教育项目，这一举措的影响遍及中国各个领域，向国内外传递

出中国政府摈弃了办教育宁肯落后也不愿接受捐款的僵化政策。 

 

 

 

 

8. 执信西斋 

执信西斋，是为纪念民主革

命战士朱执信先生而命名的交

大学生宿舍。宿舍于 1930年 1

月 22 日竣工，面积为 4362 平

方米，落成典礼于当年 3月 28

日建校 34周年时举行。整幢宿

舍楼呈马蹄形展开，外墙红砖

白缝，中间为三层，两翼为二层，共 152 间宿舍，连同浴室、厕所、储藏间等共

183间。内部设施堪称一流，盥洗室有冷热水供应，厕所有西式马桶，电灯、电

话一应具有。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也在执信西斋住了约两年。经历了

75年风雨，期间多次修缮，最近的一次在 2001 年。现为研究生宿舍，虽然内部

设施早已改变，但仍是老校友回母校必瞻之地。 

 

 

 

 

 

 



 

 

9.文治堂 

文治堂，于 1900 年落成，

以纪念唐文治校长掌校之功

而命名，可容纳学生 500人。

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学生数量

增加，旧文治堂无法满足集会

需要，于是，新文治堂基建于

1949年基本完成。新文治堂位

于徐汇校区西部，坐西朝东，

面对学校运动场。为两层钢结

构，建筑面积约 2913 平方米，最多可容纳近 2000人，这样的规模在上世纪 40、

50 年代居于上海高校首位。不仅历年的开学典礼、毕业欢送大会、教职工大会

以及五四、国庆校庆等庆祝纪念活动大多在此举办，而且还经常举行各类学术演

讲会和先进人物的报告大会。上海民族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等都来此演出过。

新文治堂舞台上先后诞生了交大学生艺术团和上海大学生管弦乐团。 

 

 

 

10. 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墓 

1950 年 5 月 20 日，交大

为史霄雯、穆汉祥烈士建造了

纪念碑，陈毅市长为纪念碑题

词：“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

是值得永远怀念的！”  史霄

雯，1926 年生，1945 年考入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同年

冬，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著

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

使他打破了“工业救国”幻想，投身于学生爱国运动，并很快成为“学运”骨干，

1949年春，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宣传小组，将解放战争形势，编印成《每日文摘》、

《每周新闻》散发，使广大师生深受鼓舞。同年 4月 26日，国民党军警镇压“交

大”学生，他被列入黑名单的“前茅”，28 日，在外出的电车上遭敌逮捕。在狱

中，他和同校另一位“学运”领袖穆汉祥关在一起，俩人互相鼓励，坚持斗争。

他在牺牲前对穆汉祥说：“我史霄雯的血能够和共产党人，为祖国解放和人类进

步事业而战斗的最坚定的战士的血流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光荣。”  

 

 



（二）闵行校区公共开放景点介绍 

1. 紫气东来门（东大门） 

东大门位于闵行校区历

史文化东西轴线的东部起

点，校门秉承徐汇校区东大

门之传统，以中国古典建筑

形式和现代结构相结合，力

求表现我校继往开来，务实

创新，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的精神风貌。大门主体建筑

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通面

阔五开间，两侧副体各为小三开间，全长 38 米，屋脊高 12 米，前广场宽 100

米，深 30 米，内广场宽 60 米，长 42 米。大门建筑屋顶为九脊顶，威严端庄，

引重致远；飞檐翘角，犹如大鹏展翅；红墙绿瓦、红漆广亮大门、檐下斗影淖淖、

大点金旋子彩画、雕梁画栋，衬托出喜气洋洋、吉祥如意的氛围，预示着学校在

新的百年里将有更大的发展。 

 

 

 

 

 

2. 凯旋门（南大门） 

南大门采用中西结合、传

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设计手

法，建筑造型体现了“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的交大传

统，典雅大气，气势恢弘，

并透露出深厚的人文底蕴。

他如巨人般展开双臂，天下

英才尽纳怀中，为交大闵行

校区校园的标志，成为无数

交大学子的骄傲。建筑主体采用凯旋门的形式，两边配以柱廊，整体坐北朝南，

呈合抱之势；原形来自徐汇校区大门的门框，选取雀替，额枋等建筑构件经抽象

提炼后成为最重要的建筑造型元素；建筑柱式采用的塔斯干柱式来自徐汇老体育

馆，值班室的壁柱及花饰来自徐汇区老图书馆；建筑总高度 18.96 米，纪念交大

创建于 1896年。 

 

 

 



 

3. 成果展示馆（120 周年校庆专题展示馆） 

成果展示馆位于闵行校

区陈瑞球南楼一楼，整个展

厅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

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展，含

各校区电子地图、以及上溯

南洋、海上翘楚、交大之光

和大学气象四个篇章；第二

部分是近年上海交通大学科

研成果展览，展示出大量的

图片和实物；第三部分是上海交通大学办学成果和学生风采展示，充分展示上海

交通大学的历史文化和科技教育成果。 

 

 

 

 

4. 图书信息楼（图书馆主馆） 

图书馆主馆（理工生医

农科综合馆）于 2006 年 3

月 11日奠基，服务面积约为

3.5万平方米，于 2008年 9

月试运行启用，12 月 15 日

正式开馆。新馆在崭新的布

局和设计上将充分体现图书

馆全新的学科服务理念。主

馆座位近 3600 席。采用一门式管理模式，淡化书库和阅览室的界限，推行大开

放、大服务格局。图书馆服务实现“藏、查、借、阅、参” 五位一体的有机服

务机制；延长服务时间，延伸服务场所；增加借还书、复印、扫描、打印等自助

服务；主馆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服务，为全校师生提供安静自习区、小组讨论室、

课题研究室、多媒体试验区、多媒体制作室、多媒体演播室，同时提供外语自主

学习中心，设计和构建具有主动生长特征的智能化综合服务设施，营造身临其境

的学习研究氛围，成为能够容纳不同学习风格、研究习惯和使用需求的学术交流

中心和信息共享空间。 

 

 

 

 

 



 

5. 李政道图书馆 

李政道图书馆是一座以

图书馆、档案馆为主，兼顾

博物馆、科技馆、艺术馆功

能的综合性场馆。其建筑面

积为 6,500平米，由主体图

书馆与诺贝尔山两部分组

合而成，诺贝尔山代表着李

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辉煌

成就，含激励青年学生和科

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之意。李政道图书馆由“李政道图书馆（实体建筑）”和

“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两大部分组成，实体建筑已于 2014 年 12 月 28 日正式

落成；“李政道数字资源中心”于 2013 年 4 月 13 日正式开通上线。馆内陈列布

展主题为“以天之语，解物之道”，共分为问道、悟道、传道及超弦四个展区，

体现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展陈理念。问道展区总体展示李先生的科学精神、赤

子之心和人文情怀；悟道展区重点展示李先生求学、成才、获奖以及在物理领域

中的卓越成就；传道展区主要展示李先生对祖国教育事业和科技发展的重要贡

献；超弦展区取物理领域中“弦理论”无处不在之意，主要展示李先生的随笔画

及科艺画作。李政道图书馆既是李政道先生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国际化研究交

流中心，更是弘扬科学精神、展示人文素养、激励后学的科普教育基地和开展高

能物理研究的工作基地。 

 

 

6. 程及美术馆 

程及美术馆为已故旅美

画家程及先生于 1995 年捐

助 50 万美元建造，保存其

不同时期创作的水彩画原

作 35幅、复制品 38幅。程

及美术馆面临思源湖和菁

菁广场，背靠绿树成荫的坡

地，与包玉刚图书馆、教学

楼围合呼应，浑然一体。程

及美术馆建筑面积 1200 平方米，集教学、展览、办公等功能。整个馆体错落有

致，依次迭重，有棱有角，既富有西方建筑的粗狂热烈，又蕴涵东方屋舍的细腻

神韵。美术馆也为学校提供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为交大学子搭建了一个

展示自我的平台。美术馆在校庆期间将举行程及先生及交大师生作品等一系列展

览活动。 



 

7. 园林植物标本园 

园林植物标本园位于新

图书馆北侧，于 2011 年 4

月 8日建成并对外开放，其

前身为闵行二期建设时期

的景观苗圃（始建于 2004

年 10 月）。园区占地 52000

平方米，是一座融科研、教

学、科普、景观、休憩为一

体的综合性植物园，也是我

校农林、园艺、药学、生态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教学、科研、引种

及实训基地。由五林三区构成（环园海棠林、校友银杏林、香樟林、果林、乔灌

木林、园林植物标本栽植区、芳香植物栽植区、城市常用树种栽植区），共收集

了 80 个科、240 多个属的 500 余种木本植物，并按照科学的方式进行标牌记录

展示。园区内蜿蜒的河流与多样式的小桥、园路、亭台、廊架、置石及色彩斑斓、

姿态各异的植物组成了草木葱茏、果木满岛、荷塘红鱼、湿地水禽、蛙声鸟鸣的

景观，充满了自然、古朴、生态的江南水乡风貌。随着梅香樱艳、海棠醉春、浣

溪叠石、凝霜秋色、绿荫廊架、竹径幽香、丹枫栖霞、栈桥生趣、柳风石影、香

远益清等十大主题景观的建成，园内自然的生态景观和丰富的植物景观吸引众多

访园者驻足流连。 

 

 

8. 撷英园 

撷英园由日本昭荣化学

工业株式会社捐资 3000 万

日元兴建，值中日恢复邦交

40周年暨交大建校116周年

之际落成于闵行校区。该园

选址于闵行校区思源湖畔，

光明体育场东隅，占地三万

平方米，共植珍贵樱花品种

十余种，为学校首个专题类

景区。樱花红陌上，杨柳绿

池边，繁华璀璨、生机勃勃。“撷英”一词意为“采择精华”，“英”亦为“樱”

的谐音，同时取“樱花”花语之一“善良的教育”，寓意百年交通大学，汇四方

精英，育兴邦才俊，钟灵毓秀，一代代品德高尚、出类拔萃的社会栋梁辈出于此。 

 

 



 

9. 思源林 

思源林地处南洋南路

与元培路交叉路口，东上

院教学楼畔，由 1953 届校

友毕业五十周年返校之际

捐赠栽种，学校常年以来

悉心维护，树木葱茏鲜花

环绕，捐赠校友在 2013

年毕业六十周年再次返校

活动时，得以重见思源林

风貌，深感欣慰。 

 

 

 

 

 

10. 校友林 

校友林位于闵行校区

宣怀大道与思源东路的交

叉路口，是校友年度捐赠

的冠名项目，其所筹得资

金全部用于校园环境的建

设与维护。校友林项目个

人认捐额自三千元人民币

起，集体认捐额自一万元

人民币起，在校友林中以

个人或班级名义冠名树木一棵，弘扬交通大学“饮水思源”的优良传统，学校在

所认捐树木之上悬挂铭牌以作标识。校友林项目推出以来，受到广大校友的热情

关注和大力支持。目前校友林中认捐的香樟树已有 26 棵。学校在闵行校区植物

园开辟了二期的校友银杏林，继续接受校友认捐。 

 

 

 

 

 

 

 

 



 

 

11. 莲菁荷怡捭阖塘 

2012 年 4月 7 日，近

1800 名 77、78 级暨 82

届本科、研究生校友相聚

闵行校园，纪念毕业三十

周年，共话思源情怀。其

中，900 余名校友捐赠设

立了 77、78级校友基金，

当年捐赠总额达 50 余万

元人民币，其中部分款项

用于捐建同德湖荷塘，别名 “莲菁荷怡”，以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

不妖”的高远品格表达对母校的拳拳之心，献上最诚挚的感谢与最深沉的祝福。

2014年 11月，为答谢 77、78级校友的慷慨捐赠，学校在同德湖中树立太湖石，

与荷塘相得益彰自成一景。张杰校长为该捐赠景观题名“捭阖塘”，谐音“佰荷”，

不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荷花之繁茂，还寓意着 “纵横捭阖”——望此地成为师

生进行学术交流、思想交锋之处。 

 

 

 

12. 唯实亭 

唯实亭为 1956 届毕业校

友在母校 110 周年校庆之际

集资捐赠，由我校媒体与设计

学院老师亲自设计所建。该景

观矗立在闵行校区涵泽湖畔，

远眺图书信息楼、逸夫楼与两

岸学生宿舍，视野开阔，交大

美景尽收眼底，亭内镌刻有校

友寄语：求真知灼见缜思学问

才华方显峥嵘 ，善融会贯通勤练技艺功夫日臻深厚，寄莘莘学子勿忘师恩发展

源自继承，期芸芸众生报效中华实践重在创新，是在校师生晨读纳凉的绝佳去处。 

 

 

 

 

 

 



 

 

13. 包玉刚图书馆 

包玉刚图书馆，坐落于美

丽的思源湖畔，是人文社科综

合类图书馆，总藏书量约为

72万册，阅览座位约 1200席。

1992 年，为适应上海交通大

学办学规模的迅速发展，学校

用包玉刚先生赠款建造包兆

龙图书馆的节余部分及中国

建设银行的资助，在闵行校区

景色宜人的思源湖旁建造了

一座新图书馆。正当学校筹备落成和开馆仪式之际，包玉刚先生不幸病逝。为对

包玉刚先生表示永久的纪念，特将新落成的图书馆命名为包玉刚图书馆。包玉刚

先生是浙江宁波人，曾在上海求学（非交大校友），是世人公推的华人世界船王，

1978 年，包玉刚的海上王国达到了顶峰，稳坐世界十大船王的第一把交椅，香

港十大财团之一，创立了“环球航运集团”。 

 

 

 

 

14. 思源门（拖鞋门） 

思源门，名字来源于交大

校训“饮水思源”。它的设计

理念是模仿汉字八的造型，

当中有七根柱子，是为了纪

念闵行校区在 1987年正式开

放。它的造型远看很像海鸥，

但更像人字拖，所以现在师

生都喜欢亲切地称之拖鞋

门，是闵行校区人气最旺、

人流量最大的一个校门，连接附近生活区以及地铁交通要站。 

 

 

 

 

 

 



 

 

15. 留园 

留园，是交大师生们聚会

用餐以及海内外学者、友人

联谊的场所。它是由著名爱

国华侨盛毓度先生捐赠的。

盛毓度是交通大学创始人盛

宣怀先生之嫡孙，早年就读

于我校附小，后留学日本。

1961 年盛先生在东京创建留

园，其园成为闻名遐迩的大

型中餐馆。1986 年，交通大学九十校庆之际盛毓度先生偕夫人专程莅校祝贺，

1987 年 7 月，盛毓度与学校商定在闵行赠建上海留园，并将东京留园的部分装

饰材料移赠交大，用于上海留园的建设。 

 

 

 

 

16. 菁菁堂 

为加强中日文化交流，日

本昭和女子大学捐赠一亿伍

千万日元，我校投资 500 万

元人民币在闵行校区建造了

一座中日文化交流中心。经

昭和女子大学人见楠郎校长

和上海交通大学翁史烈校长

依据《诗经》的典故共同商

定将该建筑命名为“菁菁

堂”，寓友谊与事业并茂。菁菁堂于 1992 年 11 月奠基，1994 年 11 月竣工，建

筑面积 5202 平方米。现在是我校举办各类大型娱乐文艺活动或重要讲座的主要

场所，话剧、电影、晚会、音乐会等等都能在这里看到，大大丰富了同学的课外

娱乐生活。 

 

 

 

 

 

 



 

 

17. 光明体育场 

光明体育场是由交通大

学香港校友会长、香港菱电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法

光先生捐资修建，在 1998 年

4月 8日母校 102周年校庆日

正式落成于闵行校区。体育场

占地 63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5711 平方米。胡法光先生

1944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机械工程系。在母校百年华诞

之际，在闵行校区捐建了该体育场，并亲自定名为“光明”，既取了他名字中的

“光”字和其子胡晓明的“明”字，又寓意了母校教育事业光辉灿烂，前程似锦。 

 

 

 

 

18. 铜鹰雕塑 

该铜像名为“百岁雄风”，

是由中央美院曹春生教授雕

塑，1986 年完成，1987 年获

上海文化科技进步奖。上海交

通大学中华青铜艺术工程公

司前身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

司与上海船厂艺术铸造联合

体采用整体铸造工艺，一次铸

成，其展翼十米，高五米七，

重七吨，为当今世界之最。铜

鹰留驻交大徐汇校区大草坪中央，历时十年之久，成为交大改革腾飞的象征。时

值 1996 年交大百年校庆，业主中建总公司以原价转让交大，移址闵行校区，《百

岁雄风》由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书题，作为交大百年校庆的永久纪念雕

塑，象征百年交大，重振雄风，再铸辉煌。 

 

 

 

 

 



 

 

19. 致远游泳健身馆 

致远游泳健身馆于 2014年

10月 18 日正式落成开放，总建

筑面积 10422 平米，馆内还有

各种健身房。其表面有一些倒

锥体的元素，用以表示冰川消

融的形态，冰也是水的另一种

表现。它不仅对广大师生开放，

也对社会市民开放。 

 

 

 

 

20. 霍英东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 

霍英东体育中心（综合体育

馆）为位于校区西北角新建的

现代化综合体育馆，可容纳

7000 余人，室内训练馆和室外

场地都为学生提供了很好健身

活动条件。它是 2007 年上海特

奥会的篮球比赛用馆，也是交

大平时举办体育比赛、集会、

典礼、文娱演出等大型活动的

场所，近几年来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均在此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