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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刊语 -- 编者的话 
经过反复讨论多方配合，北美浙大校友会第一期《电子通讯》试刊终于制作完毕。在此，编辑

组全体成员要首先感谢各位校友的无私奉献，尤其是各地分会和校友们所提供的许多原创文稿。 

《电子通讯》是北美浙大校友会为提供服务、加强联络、增进凝聚，经理事会决定在今年所推

出的一个电子刊物。它将填补印刷版《通讯》和网站即时讯息的空白，带来交流的热潮，成为传递

信息的窗口、联谊互助的纽带，让校友们更为贴近自己的这个大家庭--校友会。 

鼠标一点，精彩无限！一份好的电子刊物需要在组织、策划、约稿、编辑、出版等方方面面的

大量工作，需要所有校友的共同力量。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不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栏目主题，都

可以发邮件到 NCUAA_Newsletter@zjuaa.org。欢迎各位校友提供推荐各类原创文稿，科技人文、

学习心得、创业就业各类活动信息等等，更欢迎有意发挥自己特长的校友加入到创编队伍中来。众

人拾柴火焰高，有慷慨者的播种和辛勤者的耕耘，明天的《电子通讯》定将绚丽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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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届年会圆满召开 
當金秋的色彩開始讓人陶醉之时，一年一度的北美浙江大学校友會年會又跳躍在求是

人的眼前。2013年 9月 28日，为期两天的北美浙大校友會第 37屆年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

（WshingtongDC）召开。北美各地的 150余名校友前来参會，浙江大學副校長、校友總會

副會長張土喬率母校代表團专程出席，还有来自全球各地兄弟校友会的代表近 20人到会

共襄盛举。 

28 日上午 9时，全场齐唱校歌，拉開了年會的帷幕。本届年会主席朱韵丽校友首先介

绍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北美校友會會長陸重慶为大家回顾了北美浙大校友會的昨天和今天, 

展望了北美校友會的明天。他專門为大家播放了一段由近五十位校友志愿者拜访十五位九

旬校友所精心製作的訪談視頻《岁月》。視頻中，經歷西遷的年邁校友們谈起母校、讲到

校友会时個個精神矍鑠、神采飛揚。他們離開母校已有 70餘年，创办校友会亦近 40年，

可對母校、校友的感情依然无比熾烈，讓与会的代表無不動容。隨後，大紐約、北加州、

南加州、華盛頓特區、多倫多、波士頓、明尼蘇達、底特律等地區的分会會長或代表，申

屠濂、许凯、宋姣、朱韵丽、王晓鸣、洪保明、胡捷、王晓丹、陈田等在现场或网上向大

會報告了各地校友會工作開展情況。大家一致表示要將北美浙大校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

起，將北美校友會的優良傳統不斷傳承下去。代表们指出，難能可貴值得骄傲的是，在北

美地區的中國高校校友會裡，只有我们浙江大學的校友會每年召开年會，從 1976 年堅持

至今，37年風雨从不間斷。這充分體現了浙大人的求是情懷，北美校友会凝聚团结的力

量。浙江大學美國教育基金會主席周青山主席向大會報告了基金會工作情況。 

母校張土喬副校長代表母校和校友總會向北美校友會第三十七屆年會的召開表示衷心

的祝賀。并介绍了母校最新發展概況、辦學水準和目標規劃以及母校校友总会的工作。他

對北美校友會給予厚望，希望北美校友會在母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時期能夠做出更

多新的貢獻。 

远道来自北京、杭州、江阴及比利时、纽西兰等各兄弟校友會的会长及副会长，潘裡

新、馮國震、楊芳菲、單旭、駱俊和林大躍、程雷生等，或登台致辞或会中发言，热烈祝

贺年会的召开。 

下午，“求是論壇”在三个分会场举行。“从美国梦到中国梦”、“科技与艺术”、

“健康人生”，不同的主題吸引着大家，校友们纷纷就择业与创业，项目与合作，成就与

长寿，品质生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交流，切磋探讨。 

晚上，舉行了溫馨別致而热烈的晚宴活動。校友们或弹或唱，或歌或舞。尤其是当张

副校长将那份来自母校的礼物–校友们在校期间的成绩单影印特制纪念品一一发给校友们

时，唤起了大家对往年的回忆，燃起了对明天的追求，将晚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第二天举行了扩大的理事会议，就北美校友会的纵向传承、横向发展进行了广泛讨

论，通过了对章程的修改、创办电子通讯、协调出版工作、加强分会建设及其它相关工作

的决议，还投票確定了将底特律、大纽约、旧金山分别作為 2014、2015和 2016 年北美浙

大校友会的年會舉辦地。 

母校代表团在会议结束后还專程去波士頓看望了年逾九旬的郭以連校友和波士顿分会

的候任會長倪繼紅等校友，并分别前往加拿大，看望了阿尔伯塔省的校友和温哥华分会新

会长姜玮清、前会长徐彬等校友。 

部分校友在会后還參加了巴哈馬游輪之旅。 [点击回首页⇑] 
 

成功组团参加 2013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缺[点击回首页⇑] 
 

为母校献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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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NCUAA)和浙大美国教育基金会(ZUEF-USA)一年一度的募款活动正在持

续。校友会和基金会成立多年来，旅美校友除了直接捐赠浙大的大笔款项外，还通过基金

会奉献了一百多万美元，在母校建立各类奖助学金，既激励了品学兼优的学生，又为贫困

学子排忧解难，同时也提升了校友自身和校友会的发展。 

近几年我们协助北美浙大校友在母校建立的有人文科学研究基金、计算机学院 ACM 大

学生竞赛基金、沈善洪研究基金、林家俊陈建萍支援贫困地区教育基金、杜汝琎奖学金、

浙大信电大楼基金等，还为即将竣工的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作了很大贡献。我们的竺可

桢杰出学者系列讲座，已经坚持了整整 18个年头，让海外名师名家与浙大师生近距离交

流，成为我们奉献母校的一份珍贵礼物。 

我们希望更多有爱心、有能力的校友参与 2013 募款活动。不管离母校的距离有多远、

离开母校时间有多长，我們都不能错过每一次回馈的机会；无论金额多少，我们的奉献都

是对母校的一份馈赠，能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受益。校友可以指定捐款用途，也可以以父

母、导师的名义设立特定奖学金以报答和感念他们。如使用所在的公司或单位提供的配比

基金(Matching Fund)，则能让同样的捐赠资金发挥更大的慈善效益。 

请有意者前往基金会网站 www.zuef-usa.org，点击 Donate Now with PayPal，把您对母

校的关爱付诸行动！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 Zhejiang University Education Foundation 
(USA) 是在加州注册的非盈利免税募捐组织，您的捐款可以得到免税优惠。 

更多信息请见校友会或基金会网站：www.zuef-usa.org 和 www.zjuaa.org。如有问题请

联系沈澜，Lshen1107@yahoo.com 或 484-467-0792。[点击回首页⇑] 
 

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波士顿分会: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老师拜访郭以连老学长 
（洪保明 无线电 86） 

2013 年 10月 2日，来自母校校友总会的徐瑞君老师和彭真丹校友受张美凤主任和吴

晨付主任的委托， 在参加华盛顿举行的 37届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年会之后，专程赶往波士

顿拜访毕业于 43届电机系已 95岁高龄的郭以连学长。陪同此次专程拜访的有浙大校友会

波士顿分会会长洪保明和专程从康州大学赶来的曹圳以及慕名而来看望郭学长的另外两位

当地校友。   

当我们傍晚时分到达郭老师家中时，她老人家早已准备好刚沏的西湖龙井和自己做的

蛋糕和小点心招待我们。郭老先生对我们的来访非常高兴，并表示衷心感谢。95 岁高龄的

郭老学长，看起来仍然精神矍铄，平时还能保持完全的生活治理，要不是两年前在家中摔

了一跤，到现在可能还不需要助行器帮助走路。 

喝着老学长泡的西湖龙井，听郭老先生讲过去和浙大的故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她承

载着对母校无尽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我们也欣慰地看到，老学长依然思路非常清晰，对在

半个多世纪前的浙大求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忆历历在目，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当年轻的

曹圳校友请教郭老先生什么是求是精神时，老学长用她自己的精彩人生故事讲述了什么是

我们所追求的求是精神。郭老一直关注年轻校友会的发展，很高兴能看到发展到今天这么

规模的北美校友会，并对热情参与校友会工作的年轻校友们给与高度的评价。当我再次邀

请她老人家参加波士顿校友会本周末的秋季野餐联谊会时，她表示非常渴望前往，只是考

虑身体原因，不想因出现意外给大家带来麻烦而无法前往时，看得出她眼神里流露了一种

对校友活动的眷恋之情。她同时对波士顿校友分会的活跃和年轻校友的成长表示极大的欣

慰，并为我们周末的活动祈祷好天气的保佑。   

在交谈中，我们也给郭老师介绍了 37届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年会在首府华盛顿举行的活

动情况， 并特别介绍了北美校友总会在陆重庆老师的组织下进行老校友视频采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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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播放了老校友视频采访的片断。看到视频中的一些熟悉的老学长们，郭老师露出了开

心的微笑。     

拜访结束之际，我们与郭老学长合了影，以纪念今日校友团聚的珍贵时光。郭老学长

也不忘记录每次到访的校友信息，一本记录本上录下的是求是人对母校的眷念和校友间的

深情厚谊。[点击回首页⇑] 
 

波士顿分会: 中秋聚会 
（高琦，2011届理学院） 

十月，波士顿迎来了绚烂宜人的金秋。浙江大学波士顿地区校友会于 10月 5日在湖光

山色风景秀丽的 Hopkinton State Park举办了一场盛大欢乐的聚会。来自新英格兰各个

地区的近百位校友们欢聚一堂，共度中秋佳节。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令

大家流连忘返。 

聚会首先以会长洪保明的一席充满浙大特色的幽默笑话拉开帷幕：此次校友聚会是连

日阴雨中我们向竺可桢老校长祈祷得来的好天气。亲切的玩笑话让校友们之间一下子拉近

了距离。而后洪会长为大家介绍了校友会的主要成员，以往组织的大型活动以及发展情

况，他还向大家介绍了刚过去的九月份在首府华盛顿举行的北美浙大校友会第 37届年会

的活动情况，并通报了明年年会的选址。随后大家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显

示了各校友不同的专业特色，让继续前往不同高校各个专业深造的同学和在各行各业工作

的校友们之间增进了了解。来自同一学院的校友们还就专业学习和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交

流，分享各自经验。公园里举目层林尽染，绚烂多彩，校友们漫步于湖边，秀美风光令人

心旷神怡，校友间的真情更令人倍感温暖。  

此次聚会采取 Potluck结合烧烤的形式。校友们带来了自己的拿手好菜——梅干扣

肉、水煮鱼、烤鸡翅、寿司等等。大家采用自助的方式，在餐桌旁尽情享用美食，愉快地

交流，很快便彼此熟络起来；聊起在浙大的时光，有着说不尽的话题。 

此次中秋聚会的烧烤是校友会的第一次尝试，校友会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烧烤材料，引

得大家争相“献技”，美味的羊肉串、什锦烤肠堪比专业，公园里一时间香气扑鼻，气氛

异常活跃。 

倪继红校友还为此次聚会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器材。排球场地很快吸引了众多

热爱运动的校友。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校友们一起在球场挥洒汗水，团结合作，其乐无

穷。大家在比赛中充分发挥了个人能力与团队精神。三局比赛下来，校友们结下了团队情

谊，相约着有机会再一起切磋球技，锻炼身体。 

校友会还特别为活动准备了多套高尔夫球杆。在准专业校友的教授和指导下，大家很

快掌握了高尔夫球的基本规则和技巧，纷纷跃跃欲试，潇洒挥杆。另外有丢沙包，羽毛

球，踢毽子等多项活动也让参与的每位校友都乐在其中。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中秋聚会在火热愉快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校友们还感到意犹

未尽，纷纷交换了联系方式，相约今后一起活动。大家还自发创建了微信群、facebook 浙

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公共主业以及网络云盘等共享此次活动的精彩回忆。金秋十月母校所

在地的杭城正是丹桂飘香的时候，这次中秋聚会不仅为校友们提供了更多相互了解和交流

的机会，更让身在异乡的求是人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增强了海外校友间的凝聚力。虽与

母校相距万里，求是人的心依旧紧紧相依。 

为了举办好此次中秋聚会，校友会前后组织了两次电话会议，仔细研究了活动的各项

安排。刘茁、高琦、张克奇、贺极苍、余薇、于欣慰、沈军华、倪继红和洪保明等校友积

极参与了活动的组织与筹划，大家一起出谋划策，推陈出新，为此次活动的成功做了全面

而细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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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筹备聚会的校友会团队部分成员合 影；从左到右：倪继红，余薇，张克奇，洪

保明，贺极苍，沈军华，刘茁，于欣慰） [点击回首页⇑]   
 

北加州分会：捐助余姚慈溪受灾小学 
2013 年 10月，23 号台风“菲特”重创浙江，其中宁波余姚市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之一，70%以上城区被淹。据当地政府通报，全市 83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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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遇特大灾害牵动着海外侨胞的心。 北加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北美慈溪同乡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北加州浙江同乡会和香港慈溪同乡会等组织联合起来进行爱心募

捐。共捐得人民币 12万。为了使大家的捐款落实到具体，我们通过慈溪侨办在余姚和慈

溪各找了一所最需帮助的小学， 尤其是民工子女为主的小学。 

一家是洪灾中受损严重的余姚市梨洲街道姜家渡小学，一家是慈溪市的横河镇梅湖小

学。对余姚的姜家渡小学， 捐了 12台教师办公用联想笔计本电脑和 200套新桌椅 （价

值 864,000）；对横河镇梅湖小学， 捐了 8台联想笔计本电脑和 1万元的书籍 （价值

35,600）。 

捐赠举办了简单的仪式，希望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送来的爱与关怀，从而激励他们

好好学习，长大后能够回馈社会。[点击回首页⇑]   
 

大丹佛分会：Loveland钓鱼活动 / Kenosha Pass 赏秋活动 / 科州风暴 
[大丹佛分会供稿] 

2013 六月 Loveland 钓鱼活动回顾 
无论是“Memorial Weekend”还是我们找到了“hot spots for fishing”.我们都有

足够的理由来轻松一下,享受大自然的温馨.应我们热心的浙大中国朋友邀请,以及校友会

全体理事会成员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 2013 Loveland 钓鱼活动已经成功拉下了帷幕.十

几位校友和家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鱼怎么钓?用什么饵?怎样调漂?线组如何搭配对路?如何抄网?需要什么秘密武器?...一

条，二条,...哇!好多条在这边游呐!线太细,断了,换上粗一点的!"哗啦 ，哗啦",鱼从桶

里出来了。打电话求援，"桶太小了..."  

想了解我们校友的拿手好菜吗? 野生鲜嫩的清蒸鱼； 地道美味的火鸡，牛肉，鸡翅 

和鸡腿；可口的玉米和毛豆； 精致而细嫩的肉包子；醇美的养生粥； 香甜的西瓜... 那

留在唇际间的美味芳香和轻松的氛围,让我们大家都度过了非常愉快而有意义的一天.  

感谢我们朋友 Joe的热情招待和他的精湛厨艺.感谢为这次活动精心策划和无私奉献的

工作人员:方坚,沈冲,朱一波,何春林,王晓丹和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校友和家人。 期待下

一次聚会相见! [点击回首页⇑]   
2013 Kenosha Pass赏秋活动回顾 

追溯丹佛的历史,大家可能还清晰地记得:在 19世纪,第一条横贯美国的东部和西部海

岸的窄轨太平洋铁路频繁地穿梭于 Kenosha Pass之间。在当时屈居第二名的太平洋铁

路，其轨道在海拔 10,000英尺(3,000 米)的 Kenosha Pass上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条轨道。

那时的 Kenosha Pass曾长期担任着通往好运和财富的重要关口... 

尽管交通的延误和大自然的威力隔断了我们现代化的信号传播，十几位大丹佛地区浙

大校友和家人兵分三路于 2013年 9月 21日在 Kenosha Pass 成功而安全地进行了赏秋活

动... 

感谢为这次活动精心策划和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沈冲，朱一波，沈漪，周川东，叶

天俊，王晓丹以及参加这活动的校友和家人. 

走过的是美丽的自然风景，留下的是我们温馨的记忆。让我们在下次活动上相见！[见

下图] [点击回首页⇑]   
大丹佛分会在科州风暴后邮件通知 

亲爱的浙大校友： 

这“毁灭性”的风暴给我们科州带来了惨重的伤害。广泛的山洪冲走了道路，水坝推

到了自己的极限。。。 

希望我们浙大校友，家人和朋友大家平安。 万一有校友等遇到困难，请联系我们 

zjuaadenver@gmail.com 或 电话 720-282-9768.让我们一起互相帮助，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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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丹佛分会 

                                                           2013年 9月 13日 

                                                                     [点击回首页⇑]  
 

西雅图分会：夏日聚餐及关于校友会建设的想法 
[西雅图分会陈志强学长供稿] 

上周末，我们组织了西雅图地区的校友进行了一次聚餐活动。活动地点在地处

BELLEVUE 风光秀丽的 SUMMIT CLUB HOUSE，相比较传统的在餐厅聚餐，CLUB HOUSE让与

会校友更能放得开，畅所欲言，而且也不用担心活动受其他公众的干扰。活动进行得非常

顺利，大家见了好多老朋友，也吸引了好些 2010以后毕业的新校友们，整个校友会的活

动非常有活力，重新唤起了大家在求是园中求学时的种种美好回忆！一共有 67位校友报

名参加，加上家属有近百人，创下了西雅图校友会的一个纪录。当天活动的相片，大家可

以到这个网站链接观看。http://sdrv.ms/19z6Sre。  

通过活动，我们也欣喜的发现西雅图的浙大校友普遍都家庭幸福，事业有成。除了在

微软，GOOGLE，EXPEIDIA有较为集中的校友外，我们还有校友在房地产领域做的非常好，

旗下有超过 200个物业单位，还有校友自己创办了建筑设计工作室，还有校友开办了西雅

图地区的首个中文电台！这将来也是我们推广浙大品牌，吸引校友参加活动的一个良好平

台。西雅图的浙大校友们在不同的领域崭露头角，正是我们所喜闻乐见的。 

会后大家在 WECHAT上建立了一个浙大西雅图校友会的群，将来举办活动或校友之间沟

通，社交都可以借助这个平台。  

另外我们几个组织者在会后也讨论了一下以后的活动组织设想，大概整理成一下几

点，也请学长提提意见。 

1。以后将 SUMMIT CLUB HOUSE作为我们西雅图活动的固定场所，费用部分如果没有校

友捐助，我将承担这个费用。暂且不主张引入外界的赞助。因为我觉得校友会的初衷是建

立一个单纯的同学之间 SOCIAL NETWORK的平台，如果夹杂太多商业的广告或许会引起校

友反感而使得校友会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不知关于这一点两位学长有没有什么建议。 

2。以后校友会定期组织活动，最近的一次计划在 2014 年农历新年期间举办春节聚餐

活动，夏天可以举行烧烤，HIKING活动。 

3。我们希望在下一次（2014年春节期间）活动之前，能得到一些校友会的印刷品，

比如通讯等。或者是目前的一些纪念品。如果需要支付费用也没有关系。 数量在 60-80

套左右，单价 10USD左右。毕竟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加深校友和母校的感情纽带，比电子

版本更有效果。不知两位学长能不能帮我们联系渠道？ 

4。我们准备在每一次的聚餐活动时穿插一些校友的座谈会，比如请在不同领域的校友

来谈一谈他们的人生阅历或者是工作经验等。给新校友们一些启迪和帮助。 

以上特向学长进行汇报。并祝生活愉快！[点击回首页⇑] 
 

大纽约分会：夏日聚会 / 海外学子座谈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供稿]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2013夏日聚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区 2013夏日聚会已圆满落下帷幕。今年 150多位校友和家

属以及其它兄弟院校的朋友的到来刷新了历年之最，校友的队伍正在逐年壮大，在此非常

感谢您的参与，也特别感谢为聚会提供热情服务的志愿者们。 

6月 22日校友们分别从纽约、新泽西、宾州、康州、纽约上州的奥尔巴尼和密歇根等

会聚至新泽西州的牧羊湖边（Shepherd Lake），共叙校友情。更有九十高龄的曹竹轩老

学长与司徒钜動老学长热情赴约，同年轻校友一起缅怀刚逝世的汤永谦学长，并分享了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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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桢老校长和汤永谦老学长的年轻时代，让校友们由衷地感受到老学长们对母校的那份挚

爱。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两位老学长对年轻校友的关怀和校友会活动的热情支持。 

聚会中，我们还别开生面地举办了单身校友联谊活动——“缘定浙大”之北美专场，

约有 30 名校友踊跃报名参加以 Speed Dating 模式为主的联谊。聊天的主题包罗万象，谈

人生，谈浙大，也谈吃喝玩乐。短短半个小时，每人都和参与活动的所有异性进行了交

流，气氛异常活跃。交流环节结束后，校友会还准备了精美的浙大纪念品，鼓励勇于表白

的校友。会后大家分享了联系方式，希望缘分能够得以延续。 

此次参与夏日聚会的校友中，也有不少是在校学生或者刚毕业的校友。如果正在找工

作的同学需要校友们的推荐，请发邮件至 zjuaagny@gmail.com ，附上您的具体简历信息

和对口工作领域或者公司等。如若能联系上合适的在职校友，校友会会将你的信息转发给

相关校友。如果有校友的公司招人，也可以发 email 告知我们，推荐校友。 

我们已将聚会的照片上传至以下网址，可自行下载： 
https://plus.google.com/photos/100687137355576955319/albums/5893870290375965057?authkey=CJ_U06GMgbb3aQ 
另外，乐意加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正式会员的校友请到 http://www.zjuaa.org 下

载会员申请表 http://zjuaa.org/reg-form.pdf，连同会费支票寄给范镇学长。正式会员

能收到印刷版的《北美浙大校友会通讯》和《会员通讯录》。           [点击回首页⇑] 
海外学子座谈会 

10 月 31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了海外学子爱国报国座谈会，大纽约分会会长段

云所代表大纽约分会与其他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联盟主要成员参加了座谈。详见附件照片

及电视视频链接 http://video.sinovision.net/?id=15164 。 

           [点击回首页⇑] 
 

达拉斯分会：成立贺信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 

欣闻“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成立，值此喜庆之时，我们谨代表所有波士

顿校友向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致以热烈的祝贺！ 

校友会在联络校友、促进交流，以及服务母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既可促进校

友之间的联系，也可加深对母校的感情，为今后校友服务母校打下基础。北美浙江大学校

友会达拉斯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浙江大学在达拉斯的校友们有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桥梁与联谊

平台，必将促进当地校友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感情联络，进而促进事业的合作发展。 我们

相信达拉斯校友会将不辜负母校和校友们的期望，以此为起点，为校友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与帮助。  

衷心祝愿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能充分发挥其窗口和桥梁的作用。让我们团

结在北美校友总会周围，将当地浙江大学校友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为当地社会的建设和发

展，为祖国与母校的建设和发展，为校友们的事业有成和相互交流联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祝浙江大学校友会达拉斯分会越办越好！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www.zjuaa-boston.org 

        2013，10，11 [点击回首页⇑] 
永久的怀念：赵广绪学长逝世 

各位理事、會長， 

趙廣緒學長於十月十二日在家平安去世。享年 88歲。 

趙學長從普度大學退休，十多年前移居北加州和他的兒子為鄰。他太太蘇君瑩也是浙

大人，1948生物，刻也在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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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學長的追悼儀式定於十一月十日在舊金山帕洛阿托舉行。北美浙大校友會和浙江大

學美國教育基金會今天給蘇學長發去唁電，並請北加州分會許凱會長作為代表前往參加。 

追憶趙學長的網站請見 http://www.forevermissed.com/kwang-chu-

chao/?inv=be970c515fd526b340c069c397578d0d&utm_campaign=invitation&utm_medium=

email&utm_source=fm_emails#about。趙學長臨行前一個月曾接受北美校友會對他的專訪

，據此剪輯的短片正在作最後編輯並於近日內發布。 

趙學長一路走好。 

周青山/陸重慶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唁 电 

尊敬的苏君莹学长: 

惊闻赵广绪学长辞世，北美浙大校友倍感悲痛、深表哀悼。 

赵学长早年来美，曾任美国竺可桢教育基金会（现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第一任

秘书长和第一任理事会主席，第二十二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年主席。多年来，为联系遍

布北美各地的新老浙大校友，为基金会的创建成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谨致诚挚慰问，并请节哀保重。 

浙江大学美国教育基金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点击回首页⇑] 
 

浙大快讯：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2013年常务理事会会议召开 
2013-12-02 来源：校友总会 

初冬时节，杭城一扫盘踞多日的雾霾，迎来了清新而凛冽的空气，尽管气温随之下

降，却抵挡不住求是园里的一股热情——2013 年 11月 30至 12月 1日，浙江大学校友总

会 2013 年常务理事会会议在紫金港校区浙大校友活动中心隆重召开，来自海外 13个国家

以及国内 22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 50余名常务理事回到母校参加会议，共

商学校及校友总会发展大计。学校党委书记金德水，校长、校友总会新任会长林建华，副

校长罗建红，校长助理张美凤等出席大会。学校发展联络办公室主任金海燕、本科生招生

处处长吴敏、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陈谷纲、外事处处长张明方、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赵荣祥

等参加了会议。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姒健敏主持会议。 

林建华首先讲话。他强调，校友的成就，是学校育人使命的根本体现；校友的口碑，

是学校声誉形象的核心要素；校友的支持，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他认为，学校的

每一步发展，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全校师生的努力，也离不开

海内外广大校友的鼎力支持。他深情地表示，虽然来到浙江大学工作时间不长，但已经充

分感受到浙大校友凝聚力特别强，对母校认同度特别高，和母校联系特别紧密。浙大人身

上，总有一种浓浓的求是情怀，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校友们热爱母校，珍惜母校，回报

母校，向全世界展示着浙江大学的精神风貌和卓越风采。全球 140多个地方校友会，传递

学校资讯，凝聚校友力量，弘扬求是精神，架起了求是学子和母校联系的桥梁。他希望今

后校友总会和各地校友会工作能够进一步开拓思路，创新发展，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努

力，学校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校友工作，努力凝聚最广泛、坚实的校友力量，共同创造浙

江大学事业发展的新辉煌。 

金德水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浙江大学处在加快内涵发展、提高教育

质量的关键阶段，学校的发展前景正呈现四个鲜明特点：一是发展蓝图进一步清晰，建设



 10 

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和路径更加明确。二是开放办学进一步加快，学校国际声誉和影响日

益提升。三是改革攻坚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断完善。四是支撑条件进一

步优化，美丽校园建设更加值得期待。当前，学校尚处于“三步走”的第一阶段，唯有真

抓实干、稳扎稳打才能将梦想变为现实。他强调，校友工作永远是学校的一项基础性、长

期性和战略性的重点工作。对于广大校友和校友会工作，他提出了几点希望：第一，要饮

水思源，为母校发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第二，要牵线搭桥，为母校改革发展贡献智慧

和力量。第三，要凝心聚力，积极宣传和维护学校的品牌声誉。他号召全球浙大校友更加

紧密地团结起来，风雨同舟，携手共进，为实现母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浙大梦”以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大会以视频方式回顾了两年多来校友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情况，一幅幅画面闪回，

一帧帧照片重现，校友总会携手全球 140多个地方校友会以及校内 30余个院系校友工作

小组一起开展了许多具体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生动而详细地体现了服务校友、服务母校、

服务社会的宗旨。 

校友总会副会长王明善受大会委托，宣读了《理事会组织机构人员调整建议方案》，

并经大会全体常务理事举手表决通过。建议方案将以召开通讯方式理事会的形式，交全体

理事审议通过。 

金海燕主持了 11月 30日下午和 12月 1日上午大会的研讨和交流。本科生招生处、就

业中心、外事处和工研院等负责人分别向与会代表们介绍了各部门的相关工作情况。各位

常务理事围绕如何更好地开展好校友会工作，支持学校发展，以及如何迎接母校建设 120

周年校庆等具体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细致、中肯、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和创

新性的思路。 

罗建红作了大会总结。他说，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轨迹来看，办学水平

越高，对校友工作越重视，校友工作的重要性在办学过程中体现程度越大，所以校友工作

是学校的一项战略性工作。他认为，校友活动是校友会存在的基本载体，唯有通过校友活

动的方式，校友会服务校友、服务母校和服务社会的三大功能才能更好地实现。同时，校

友是学校宣传的一个重要路径，对学校的社会声誉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具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最后，他表示校友们的每一条意见或建议都饱含着对母校的热爱和关爱之情，学校

一定会认真对待，细致归类，逐一分析研究，并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布署完善，落实体现

到位。希望广大校友和学校一起携手创造，为把浙江大学早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共

同努力。 

11 月 30日下午，还举行了江西校友会、赣州校友会认捐紫金港校区体育馆座椅的简

短仪式。江西校友会积极响应学校倡议，通过广泛宣传和大力发动，共有 129名江西校友

参与认捐 16张座椅，实属不易，这次专门赶来向母校表心意，正如钱梓弘学长代表江西

校友会所讲话的题目“江西校友报恩泽，认捐座椅表真情”，充分体现了浙大校友们的爱

校荣校之情，令大家为之感动。 

[点击回首页⇑] 
 

来鸿摘录：校友创业联盟的设想 

[波士顿分会会长洪保明提供]  

陆老师和各位学长，节日好！  

关于波士顿浙大校友会的创业活动有关的信息， 没有问题，我可以整理一下。 

至于您在杭州会议期间谈到的关于筹备北美校友会创业联盟之事，我可以负责把波士

顿地区的创业资源和和国文负责的北加州创业信息汇集一起， 因为这两地的校友创业活

动最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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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创业联盟的宗旨， 我认为 是为有创业想法的校友搭建合作的平台，并

致力于嫁接北美地区创业人才与国内园区的创业资源。 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北美浙大校

友创业交流平台，先把北加州和波士顿的有意创业校友的资源整合一起；通过注册方式，

再把分散在各地的创业校友资源并入到这个组织。在建立的平台上大家相互交流联系，共

享创业信息和资源，并建立与国内创业园区的联系和帮助他们宣传推荐等活动。在北美校

友总会领导下， 共同推动创业资源的整合，帮助北美地区创业校友回国发展等。 

不知我的想法是否合适？我这里提出来只是供大家探讨。谢谢！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洪保明 

zjuaa－boston 

[点击回首页⇑] 
 

创业与求职：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招聘启事 
Ocean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s established under the authorization of Nation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Zhejiang province and based on the previous Department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Zhejiang University. Upholding the motto of “High starting poin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ing sustainable and international”, Ocean College utilizes the 
favorable policies of New Marine Economic District in Zhoushan and multi-disciplinary 
resourc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o establish an unique training system containing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ontinue education of high-level 
scholars, and to form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s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marine 
science and ocean engineering. 

Ocean College has owned 2 primary disciplines of “Marine Science” and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and 1 secondary discipline of “Port,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It consists of 5 departments, 1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and 1 joint research institution, 
which are the Department of Ocean Science, Department of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hip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Offshore Logistic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Marine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tate and Local Collaboration Laboratory of Ocean 
Engineering Equipment, and Zhoushan-Zhejiang University Ocean Research Center”. It can offer 
7 undergraduate programs containing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Port,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Marine Science, Underwater Technology and Ship Engineering, Offshore 
Logistics Engineering, Marine Economy, and Marine Law. The college has collaboration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C-Davis,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and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in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has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with other famou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Kiel University, SINTEF of Norway, Taiwan 
University,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etc. 

Located in the National New District --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District, a beautiful 
seaside city, Ocean College has a total area of 58 hectares with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240,000 m2. The campus is now under construction and will be completed June, 2015. 

Ocean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s now inviting applications for the faculty positions of 
marine science and ocean engineering at all professional levels. The candidate must have a strong 
record of research and a Ph.D degree. by the time of appointment. The candidate is expected to 
conduct both research (50%) and teaching (50%).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andidate has an interest 
in engaging in existing research projects and can demonstrate the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a 
strong externally funded research program. The candidates are expected to have expertise i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with Openings：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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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Science: 
Marine Chemistry, Marine Geology, Marine geophysics, Marine Biology, Ocean 

Engineering, Physical Oceanography, Fluid Mechanics/Fluid Dynamics, Marine Remote Sens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Atmospheric Sciences, Applied Mathematics, Natural Product 
Chemistry, Marine Microbiology, Chemical Ecology, Molecular Pharmacology, etc.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Ship Structure Engineering, Ship Outfitting Engineering, Ships and Marine Engineering 

Equipment Technology, Marine Structural Engineering, Ship Test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Technology of Ship Engineer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quipment Technology, etc.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Underwater Technology, Underwater Vehicle Technology, Underwater Acoustic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nderwater Optic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nderwater 
Wireless,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rine 
Renewable Energy, etc.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Port, Coastal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Hydraulics and River Dynamics, Fluid Dynamics, 

etc. 
Offshore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Marine Economy, Marine Law, Marine Archaeology, Logistics Management, Maritime 

Management, etc. 
Qualifications and Requirements： 
(1). Applicants should hold a doctoral degree. 
(2).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strong teamwork spirit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3). Candidates who apply for senior faculty positions should comply with qualifications of 

associate professor or profess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Documentation Details: 
(1). A complete curriculum vitae. 
(2). Advanced degrees certificates and certification of present employment. 
(3). Research and teach plan in Ocean College. 
(4). List of publications and other outcomes of scientific work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contain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hosted or mainly participated in by applicants,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ademic papers, and academic awards, etc). 

(5). Three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renowned experts in the specific field. 
Contact: 
Ocean College, Ocean Hall 317 
Zijingang Campus, Zhejiang University 
No. 866, Yuhangtang Road,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acts: Liu jing 
Tel: +86-571-88208890 Fax: +86-571-88208891 
E-mail: lj2009@zju.edu.cn 
Contacts: Qian Zhigan 
Tel: +86-571-88206528 E-mail: qianzg@zju.edu.cn 
Ocean College, Zhejiang University 
2013-03-18                                                                                                    [点击回首页⇑] 
 

波士顿地区创业与求职 
波士顿地区： 

6/12（周三）21:00，广东省创业与就业网络洽谈会，音频网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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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周日）12:00，校友圆桌会-咨询行业面面谈，波士顿蓝亚咖啡 

9/22（周日）12:00，波士顿分会 4th 校友圆桌会  

1. ZJUAA Boston round table discussion event series [NEW] 
Dear ZJU Alumni, 

ZJUAA Boston has started a special round table discussion event series! Each time, we will 
invite a speaker to share his/her experience about job hunting, career development, personal 
investment, immigration, etc. with other alumni.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support this series of 
event as speakers, as long as you think you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our community! 

Our speaker for the first round table discussion event is Ms. Sherry Xie. Sherry currently 
works as a Senior Consultant - Transfer Pricing at Deloitte. Sherry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Chu Kochen Honors College in 2004. After graduation, Sherry came to the States and 
obtained her master's degree in Economics from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Before 
joining Deloitte, Sherry worked as a senior analyst at Analysis Group. Sherry would like to 
kindly share her experience in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with ZJU alumni. 

Event time: June 16 12:00pm 
Event location: Blue Asia Cafe, 113 Brighton Ave (between Linden St & Harvard Ave), 

Allston, MA 02134 
Participants Limitation: First 5 people who reply to the notification. 
Please reply to this email and leav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by Jun. 15. Thanks. 

[点击回首页⇑] 
2. 广东省创业与就业网络洽谈会 

主办：广东省外国专家局 

承办：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北美工作站, 美中商务与文化交流中心 

演讲嘉宾：广东省外国专家局副局长 温则伟 

会议时间：2013年 6月 12日 9pm-10pm（美东时间） 

会议形式：Webinar (音频网络会议) 

会议注册：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GxsZWlaY3ZVcThMck5ja3lTV2RYVnc6MA#gid=0 
参会链接：会前一小时将以邮件形式发送 

会议内容： 

9:00pm-9:20pm: 广东省创业与就业人才引进政策介绍 

9:20pm-10:00pm: 自由问答 

注意事项： 

1.联系邮箱: GuangdongWebinar@gmail.com 
2.为保证会议质量，将限制参会人数，注册满即截止。 

3. Webinar参会链接将在会前 1小时，发送到您的注册邮箱。 

4.根据您的创业或就业意向，我们可能会在会前或会后联系您。 

美中商务与文化交流中心 

US-CHINA BUSINESS & CULTURE EXCHANGE CENTER (UCBCEC) 
电话：703-934-4620 (美国) +86 10 65184233 (中国)  

传真：1-866-380-8981 

网址：www.ucbcec.com 
地址：3900 Jermantown Road, Suite 300, Fairfax, VA, 22030, USA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www.zjuaa-boston.org 
[点击回首页⇑] 

3. 波士顿分会的 4th校友圆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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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ZJU Alumni, 
We hope you have had a great summer. 
ZJUAA Boston invites you to the 4th roundtable discussion. 
In 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 event, we will invite a speaker to share his/her experience about 

job hunting, career development, personalinvestment, immigration, etc. with other alumni.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support this series of event as speakers, as long as you thinkyou have 
something to share with our community!  

We have covered topics in economic consulting,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computational 
biology as well as entrepreneurship in our previous events. Our topic for the 4th round table 
discussion event is marketing analysis and our speaker is Rainie (Mengyu) Tian. Rainiegraduated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with a BA in business in 2010. She obtained her Master's degree in 
Marketing Analytics from BentleyCollege - Elkin B. McCallum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Currently, Rainie is a Market Analyst in Harte-Hanks, Inc. She used to work forHenkel and Louis 
Vuitton, and she is specialized in the luxury cosmetics industry. 

Event time: Sept 22nd 12:00pm 
Event location: Mulan Restaurant : 228 Broadway  Cambridge MA 02139. 
Participants Limitation: First 5 people who reply to the notification. 
Please reply to this email and we'll notify the first 5 respondents.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ZJUAA Boston Chapter 

www.zjuaa-boston.org 
[点击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