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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各位校友，自第一期《电子通讯》试刊后，我们收到了不少回馈，在此由衷地感谢大家花时间
和精力来关心这份刊物。
本期是第二期试刊。新年伊始，各地校友分会都在回顾总结过去的一年，并在此基础上组织更
多更好的活动，欢度佳节、服务校友。本期内容就是以此为主，发布校友活动的预告，交流各分会
的工作经验。
接下来的电子通讯将从试刊步入正式的轨道。它将不定期，不限主题地与北美校友们分享各类
信息、各地活动的情况和校友文稿，成为印刷版《通讯》和网站之外另一个传递信息的窗口和联谊
互助的纽带。
欢迎各位校友不断提供和推荐各类原创文稿、科技人文资讯、学习心得、创业就业活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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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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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各位校友的参与，我们的
《电子通讯》定会更丰富厚实，我们的北美校友家园将更多姿多彩。

本期内容
北美校友会活动集锦
“口述历史、抢救文献”活动及视频短片
欢迎您加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波士顿分会: 波士顿分会 2013 年度工作回顾
北加州分会: 北加州分会的工作回顾和新年祝福
大丹佛分会: 校友 2014 年春节元宵活动通知
大纽约分会: 校友 2014 春节联欢聚会

浙大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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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工研院致校友的新年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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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活动集锦
“口述历史、抢救文献”活动及视频短片
北美浙大校友会于数年前开始了“口述历史、抢救文献”的活动。这一活动抢救了很
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增强了校友的凝聚，提升了浙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北美浙大校友会的
承前启后和发展创新。
这一活动的第一阶段计划对北美所有健在的一百来位曾经参加过“西迁”的浙大老学
长进行采访，并据此编制一部反映、探索历史、办学、教育、人生等为主题的系列片。
几年来，由近五十位校友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与几十位北美老校友或家属进行了接
触，迄今已采访了其中的二十四位，录制了约五十小时的视频影像，翻拍了数百张珍贵照
片。作为一个序曲，2011、2013 年摄制了《35-北美浙大校友会老校友献礼》和《岁月》
两部短片，分别在当年的第 35 届、第 37 届北美浙大校友会年会上播放，取得了感人的效
果，获得了积极的反馈。
以下链接展示的是这两个短片。第三部是为追思赵广绪学长专门制作的。赵学长是这
些学长中最为“年轻”的，我们震惊于他在被采访短短几周后的突然离去，但是我们欣慰
的是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为他留下了珍贵的片段记录，为其家人、同窗、母校留下了难忘的
回忆。
我们欢迎更多校友加入这一活动。有意者请联系 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第 35 届年会视频：《35-北美浙大校友会老校友献礼》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EzNDQxNDY0.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dmeGQyr1S8

第 37 届年会视频：《岁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xNTAwNzg4.html
http://youtu.be/-H_oC5XjqXw

《追忆赵广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zMTc2NjY0.html
[点击回首页]

欢迎您加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作为北美浙大校友会成员，除了拥有会章规定的义务及权利外，您将收到印刷版的刊
物《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通讯》，及每年更新一次的《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会员通讯
录》。如果您愿意现在加入本会，请在此点击下载《校友会校友登记表》、或上网
www.zjuaa.org 下载，填好后寄给范镇校友。
您若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告诉我们，分工负责会员及财务事务的理事孙淦钊、范镇
(ganzhao@aol.com, fzjdzzf@aol.com) 和其他学长将尽快与您联系。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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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波士顿分会给校友的新年贺信
亲爱的浙大校友们：
大雪纷飞又一年，2014 新年又来临了。我们波士顿浙大校友会全体理事会成员敬祝校
友们在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吉祥如意！
在即将过去的 2013，波城浙大校友会继在年初举办了新年联谊会之后，又陆续组织了
圆桌讨论系列活动，秋游活动，接待母校访问团和拜访老校友等一系列活动。附件是 2013
年度我们的工作回顾。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家对校友工作大力支持的结果。为此，我们再
次感谢大家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对校友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另外，假如您没有到波士顿校友会网站注册的话，为您能及时收到来自母校和校友活
动的有关信息，请您务必到网站注册（只需 1 分钟）。非常欢迎更多的校友加入校友会来
和我们一起工作。波士顿浙大校友会的网站地址是：http://www.zjuaa-boston.org/。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2013 年度工作回顾
1. 2013 年波城浙大校友新春联谊会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于 2 月 23 日元宵节前夕在剑桥牛文化中心欢聚一堂共度
佳节。本次晚会专门邀请从事教育服务的哈佛毕业 Vivian Wu 和 81 届能源系张力行校友
开设子女教育讲座，另有邀请新英格兰视光学院的贺极苍教授主讲儿童如何保护视力专题
讲座。校友们最期待的晚会表演是由刘茁、刘佳、陈航、林胤榜四位年轻校友带来的自编
自导自演的小品《新白蛇传》。该小品融现代版各类搞笑元素于一体，演绎了一段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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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河畔的美丽传说，在讲述现代版许仙、白蛇、小青、法海之间的爱恨纠葛中，加入浙
大特有元素，如竺可桢校长的两个经典问题，浙大的各个校区特色，以及求是书院的典故
等，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反响，并赢得了阵阵笑声和热烈掌声。 除此之外，正在哈佛
医学院做研究工作的校友杜华华还演唱了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一名晚会参与者还为
大家演唱了京剧，再加上随后的听歌猜歌名的小游戏，使整个晚会气氛异常活跃热闹。
此次晚会还带来了越洋的祝福：去年在 MIT 斯隆管理学院交流访问的浙大公管学院苗
青教授，依然心系校友会，特地为校友会在浙江大学录制了一段拜年视频。同时，在哥伦
比亚大学交流访问且是美东地区校友会联络人的张蔚文教授也特地从纽约赶来，献上对母
校的祝福。

2. 波士顿分会开启圆桌讨论系列活动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于 2013 年开启圆桌讨论系列活动。活动的主旨在于促进
不同年龄段校友之间的交流联系，交流的内容包括求职就业、职业发展、个人理财、移民
身份、回国发展等等。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一共举行了六次这样的活动。这六次活动
中，我们分别邀请到了在咨询行业、制药行业、金融行业、自主创业等方面有丰富工作经
验的六位校友和参加活动的校友一起共进午餐或晚餐，并针对如何进入这些行业，这些行
业的工作性质，以及怎样在这些行业中取得卓越成就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圆桌讨论系列的前三次主题包括有 00 级竺可桢学院经济专业校友谢丽主讲的咨询业
的职业发展，00 级校友计算机专业校友王元介绍的制药行业的职业发展， Boston
Applied Technologies 公司主席 84 届信电系校友邹英寅主讲的创业和企业发展等。圆桌
讨论系列的第四次，第五次以及第六次活动主讲人包括有 06 级工商管理，从 Bentley 商
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 Rainie (Mengyu) Tian 校友， 03 级管理学院，之后从 RPI 取得硕
士学位的 Sujing (Megan) Wan 校友，以及 01 级进入浙江大学，之后从 Sloan 商学院取得
工商管理硕士的 Allen Yao 校友。他们分别向校友们介绍了在市场研究行业，托管银行，
私募基金行业，咨询行业等方面的工作经验。Rainie (Mengyu) Tian 校友曾经在 Louis
Vuitton 工作，她向大家分享了很多奢侈品名牌背后的故事。Sujing (Megan) Wan 校友曾
经在 Goldman Sachs 工作，目前工作于 State Street，她向大家讲述了许多华尔街的经
历。Allen Yao 曾经在国内的咨询行业和私募基金行业工作。圆桌讨论系列活动主要由校
友会成员哈佛博士秦玉琪主持。

3. 浙大海洋代表团一行访问波士顿
由浙江大学校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海洋学院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子辰教授和海洋
学院陈鹰院长率领的浙大海洋代表团一行，于 5 月 21 日前来波城访问，受到了我们北美
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的热情欢迎。当日晚上波士顿分会会长洪保明，副会长沈军华，贺
极苍，张进和刘佳等校友和代表团在老四川餐馆共进晚餐。代表团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与美
国有关院校探讨在教学援助和师生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建立国际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等领域具体合作的可行性。海洋学院希望在今年再招聘到 50-100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当
天晚上的聚餐会就吸引了多位来自美国各地的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其中有从南卡罗
来纳州大学今年毕业的博士专门赶来波士顿和代表团签约加入海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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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波士顿分会校友出席北美浙大校友第 37 届年会

北美浙大校友会第 37 届年会于 9 月 28 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顺利召开。本次年会有来
自北美各地区的 150 余名校友参会；浙江大学副校长、校友总会副会长张土乔率母校代表
团专程到会祝贺，另外还有来自全球各地校友会的部分代表参加，包括比利时校友会的骆
俊会长和林大跃副会长、纽西兰校友会的程雷生会长、北京校友会潘里新副会长兼秘书长
和冯国震副会长兼站长、杭州校友会的杨芳菲副会长、江阴校友会的单旭会长等国內外校
友近 20 人等。大会由华盛顿特区校友会会长、北美校友会 2013 年年会主席朱韻丽主持开
幕，全场起立，齐唱校歌。北美校友会会长陆重庆随后作了年度报告并播放了采访的北美
若干老校友视频专辑。紧接着大纽约地区、北加州、南加州、华盛顿特区、多伦多、波士
顿、明尼苏达、底特律地区的分会会长或代表先后向大会报告了各地校友会工作开展情
況。发言中大家一致希望能将北美浙大校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将北美校友会的优良
传统不断传承下去。代表们指出，在北美地区的中国高校校友会里，只有我们浙江大学校
友会每年召开年会，从 1976 年坚持至今，37 年风雨从不间断。这充分体现了浙大人的求
是情怀。波士顿分会专程去华盛顿出席第 37 届年会的校友有邹英寅，傅明辉和张力行，
候任会长倪继红和会长洪保明等。为录制波城地区的老学长的视频，校友会秘书长刘茁 2
次登门拜访了已 95 岁高龄的郭以连学长。

5.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老师拜访郭以连老学长
10 月 2 日，来自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徐瑞君老师和彭真丹校友受总会张美凤主任和吴
晨主任的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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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浙大校友
会会长洪保明和专程从康州大学赶来的曹圳校友以及慕名而来看望郭学长的郑欣媛等两位
当地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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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历历
在目。当年轻的曹圳校友请教郭老学长什么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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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学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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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的北美校友会，并对热情参与校友会工作的年轻校友们给予
了高度的评价。拜访结束之际，大家与郭老学长合了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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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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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2013 中秋聚会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于 10 月 5 日在湖光山色风景秀丽的 Hopkinton State Park
举办了一场盛大而欢乐的聚会。来自新英格兰各个地区的一百多位校友们欢聚一堂，共度
中秋佳节。此次中秋聚会首次采取 Potluck 结合烧烤的形式。校友们各自带来了自己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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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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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活跃异常。校友会还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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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套
高尔夫球杆在手，在准专业校友的指导下，大家纷纷跃跃欲试，潇洒挥杆。更有丢沙包，
羽毛球，踢毽子等多项活动让每位校友都乐在其中。中秋聚会在火热愉快的气氛中落下了
帷幕，而校友们还感到意犹未尽，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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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波士顿校友分会换届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日前顺利进行了换届工作。原会长洪保明已任满卸任，候
任会长倪继红（88 届化工）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担当新会长，将全面负责波城浙大校友
会的日常工作。
[点击回首页]

北加州分会的工作回顾和新年祝福
尊敬的广大校友和各界朋友
值此 2014 新年来临之际，北加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向广大校友及您的家人送上最美好
的新年祝福！恭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事业有成，龙马精神！
2013 年对校友会来说是忙碌却充实的一年。这一年中，随之有更多的浙大校友来到湾
区工作或学习，北加州的校友大家庭继续壮大。我们在理事会和北美校友会领导下，在校
友会团队、志愿者团队以及广大校友的参与和支持下，各项活动有序地开展，先后组织了
20 余场各种形式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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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友联络，生活服务方面，校友会作为校友沟通联谊的的平台，以多种多样的活动
拉近了校友的距离。传统的校友春节联欢和 BBQ 活动作为老少咸宜的年度盛事获得了越
来越多校友的关注和参与；小规模的运动休闲活动如乒乓、排球、爬山、打靶等都在校友
中自发的开展，校友乒乓球队也在湾区的传统赛事中重新杀入 4 强。
校友会的企业家及创业俱乐部在硅谷和国内热心校友的帮助支持下，先后举办了多场
讲座及座谈，涉及技术、创业、海归等多个领域，参加人数近 200 人次；校友职场俱乐部
也于下半年正式成立，开展了与找工作有关的 Mentorship Program，以及第一次网络招聘
经验交流会，希望能够为广大校友顺利找换工作尽一份心力。
2013 年，我们发挥集体的力量，完成了两项有特殊意义的事：老校友访谈及余姚大水
募捐。在北美校友会的协调组织下，我们探望采访了 20 余位在北美已经八、九旬的老校
友，其中北加州 10 余位志愿者访问了 10 位老学长。这些活动全程录像，制作成了短片在
北美年会及浙大校友总会年会播放，获得广泛好评。在浙江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之际，我们
联合北加州浙江同乡会，北美慈溪同乡会，共征集捐款$12,000 美元，向余姚和慈溪受灾
严重的两所小学对口捐助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师生桌椅、各类设备仪器等，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
过去一年中校友会总共发出 28 期校友通讯，向广大校友介绍报道校友会活动及旧金
山湾区其它重要活动，并为校友争取了各类热门活动的优惠折扣票。网络平台方面，我们
发挥硅谷的近水楼台之便，使 email group，Facebook 群, linkedIn 群都得到继续壮大，微信
群作为新兴 social 平台也开始聚集人气；校友会主页的改版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展望 2014，我们将继续本着服务校友，服务母校，服务华人社区的宗旨，为促进北加
州校友以及北美校友的沟通和联谊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感谢您一年来对本校友会的关
心和帮助，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各位校友能一如既往地支持本校友会的建设和发展，相信有
您的友持，我们会做的更好！
祝您新年快乐!
北美浙大校友会北加州分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一日
[点击回首页]

大丹佛分会 2014 年春节元宵活动通知
尊敬的浙大校友：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丹佛地区分会即将迎来它 2 周岁的生
日，又值农历甲午马年新春元宵佳节，故校友会特此决定举办联欢活动，以期共聚同欢。
活动日期：2014 年 2 月 15 日（星期六） 11:00AM-4:00PM
活动地址：Mr. Panda Super Buffet
2852 S Havana St, Aurora, CO 80014
(303) 338-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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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形式：自助午餐，交流联欢，活动回顾。其中包括穿插校友捐赠闲置物品的拍卖活
动，以及各位校友通过不拘形式和内容的（1-2 分钟）发言谈谈自己 2013 最难忘的一件
事，另还有有幸运抽奖,打牌，搓麻将等，也欢迎您出谋划策。
活动费用：自助午餐（buffet）成人(11-59 岁) $7.89 + Tax,
Senior（60 岁以及 60 岁以上）$7.49+ tax，
小孩 2-10 岁(每一岁为$0.70 + tax)
小孩 2 岁以下（不包括 2 岁）免费
饮料另付，付款以家庭为单元直接付给餐馆，免费停车。
为了搞好闲置物品捐赠拍卖活动，如果您有不用的物品，请点击 drive.google.com/(用
户名:zju.denver@gmail.com,密码:zjudenver2013)上传物品的图片并提供您买来时的物品价
格等信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活动时购买刮刮乐($2/张)等，具体详情将继后提供。所有的
拍卖活动和刮刮乐所得将全部用做丹佛校友会今后的活动资金。
为统一安排和定位，请校友们在 2013 年 2 月 13 号中午前点击这里注册登记，谢谢！
欢迎邀请您的家人和朋友参加. 如果需要搭车,请提前和我们协调。您的参与就是对我们校
友会工作的最大支持！
活动详情请联系:王晓丹 720-282-9768，方坚 720-936-5188, 周川东 720-347-5059
物品捐赠拍卖活动详情请联系：沈冲 720-532-5133，黄腾 720-409-2942
有关刮刮乐详情请联系：徐斌 720-217-2338，俞薇薇 720-231-4078
或 email to zjuaadenver@gmail.com
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期待您,您的家人和朋友的光临!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丹佛分会
2013 年 12 月 29 日
[点击回首页]

大纽约分会 2014 春节联欢聚会通知
各位亲爱的校友：您好！
金蛇狂舞辞旧岁，骏马奔腾迎新春！ 在 2014 春节来临之际，我们祝福您和家人新
春快乐、万事如意！
去年春节，在各位的热情参与下，我们成功举办了热烈而欢快的校友春节联谊聚会，
大家玩得非常开心，吃得特别尽兴！以下照片摄于 2013 年春节联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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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将继续举办春节联谊会。让各位校友共享年度大餐，让喜欢歌舞表演的您
一展身手，让单身校友倾情相诉！我们也鼓励各位校友分享您的人生经验，为年轻校友引
航！
非常欢迎您为活动建言献策，出点子，上节目，提供志愿服务，齐心协力共同办好我
们自己的联谊会。
聚会时间： 2014 年 1 月 26 日，星期日，10:00am
聚会地点： Mudan Banquet (牡丹宴会厅)，Queens Crossing，136-17 39th Ave，
Flushing, New York 11354。
参见 http://www.queenscrossing.com/index.php/dining-c/mudan-banquet-hall-c
聚会费用：提前报名$35/位（儿童$25/位），现场报名$45/位。费用均为现场收取。
报名方式：请将您和家人朋友的参加人数、能否提供 carpool、你想表演的节目、以及你
联系到的赞助等信息发 email 至 zjuaagny@gmail.com 或与以下联系人联络。
联系人：段云所 917-379-2569，吴美良 646-942-1187，单雷 914-815-1267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2013 年 12 月 29 日
[点击回首页]

浙大快讯
来自浙江大学书记、校长，和校友总会的圣诞&新年祝福

Best regards for you from ZJU and ZUAA
亲爱的校友：
衷心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浙江大学的关心和支持。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恭祝您：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
金德水 林建华（签字）
二 O 一三年十二月

亲爱的校友：
忙忙碌碌中，即将告别 2013 年，迎来 2014 新年！我们的祝福也如期而至——
祝您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我们深信，有您的支持，学校前景更加喜人！惟愿您和您的亲人朋友健康、平安和富
足！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2013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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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umni，
Our blessing is coming with the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We are absolutely sure that our Alma Mater will develop faster and better with your help and
supports. Best regards and appreciation for you, wishing everyone healthy and wealthy!
Zhejia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2013-12-24
[点击回首页]

浙大工研院致校友的新年祝福
尊敬的校友：您好！
凯歌送旧岁，骏马迎新春。硕果累累的 2013 年即将过去，充满生机的 2014 年即将到
来。在新年来临之际，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http://www.itri.zju.edu.cn/chinese/）向您
致以节日的祝福，感谢您心系母校的发展，关注我院的进步。
工研院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院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支
撑，产学研平台载体构建，科研推广队伍建设及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浙江大学工作驿站
引才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新的一年里，工研院将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协同创新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在
此，我们诚挚地希望您在以下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1、推介国内外与产学研相关的信息。
2、推荐可产业化（或有产业化前景）的高新技术（项目）。
3、引荐创新创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我院将充分发挥学校产学研合作平台资源优势,在政府支持、团队建设、企业承接等方
面给予配合， 与您共享推进产学研合作事业的成果与喜悦。
再次祝您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浙江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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