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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活动集锦
理事会换届选举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自 1976 年成立以来，一批又一批热心又富于团结组织的校友组
成了一届又一届的理事会，尽心尽力地为服务校友为校友会的工作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时
间和精力，推动着北美浙大校友会的纵向传承、横向发展。当届理事会自 2011 年 1 月经
选举后就任以来，已成功的完成了使命，现在即将进行换届选举。请大家关切正在进行的
选举。理事会的构成和当届校友会理事会名单请见网站 www.zjuaa.org - [关于我们] [组织架构]。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NCUAA_Election@zjuaa.org)。
[点击回首
页]

职场指导小组
为了落实去年理事会的讨论，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近期将以多种形式举行“专家讲
座”、“团体研讨”、“个人咨询”等一系列活动，与校友们共同探讨，解读职场信息、
解答职场困惑。交流互动，经验共享，共同提升职场竞争力。请有兴趣的校友关注这一系
列的通告，请有经验愿意与大家分享的校友与我们联系(NCUAA_Career@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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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北加州分会春节联欢会通知
来源：北加州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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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浙大校友新春联欢会将於 2 月 1 日周六，在 Cupertino 王朝海鲜酒店举行。
我们邀请广大校友一起欢度佳节，一边欣赏精彩的文艺表演及参与游戏活动，一边新老朋
友共叙友情。
联欢会现在开始报名，同时征集志愿者及各路高手，一起将本次活动做好，您可以
在报名同时勾选相应的志愿者选项，包括
•参加联欢会筹划、组织
•提前及现场服务
•接送年长校友
•节目策划，表演或推荐表演
春节联欢会是北加州浙大校友最大的年度活动，预计当日会有超过 3 百名校友及家
属与会（2011/2012/2013 精彩剪辑）。届时，除了有精美菜餚满足您的味蕾，校友们还准
备了歌舞文艺表演和互动游戏活动，以鼓励校友互动交流。特别的，如果您有任何才艺可
以与校友分享，也请立即联系我们。
午餐前 10:30-11:30 作为专门的交流时间，将提供点心和饮料，欢迎提前到场。正
式活动在 11:30am 开始。午餐及节目表演自 12:00 开始，在 2:30pm 左右结束。交费的参
加者都有一张免费的抽奖券。大家也可以在登记时购买额外的抽奖券，试试新年的运气。
大奖包括 IPad Air, Up 手环，浙大纪念品等等。我们也鼓励校友捐赠奖品，价值不限，
可以是实物，购物券或所在公司的折扣产品。
时间： 2 月 1 日，星期六，11:00am--2:30pm
地点： 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 (王朝海鲜酒家)
10123 N Wolfe Rd，Cupertino, CA 95014
费用： Adult & 12+: $25
65+: $10
6-12: $10
5 and below: free
报名截止日期为 1 月 29 日。请转告您周围的校友周知，谢谢。
[点击回首页]

波士顿分会春节联欢会通知
来源：波士顿分会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光辉灿烂的 2013 年已经过去，充满希望和挑战的 2014 年已
悄然来临。美丽的波士顿，优雅的查尔斯河畔，你我共度岁月几多年。让我们 2 月 9 日中
午，欢聚一堂， 广交朋友，共聚求是情，策马迎新春。
活动形式：自助午餐，交流联欢
活动时间：2014 年 2 月 9 日， 星期天， 12:00-15:30
活动地点：304 Western Ave，Brighton, MA 02134
餐厅名称：MAKI MAKI (Sushi Buffet) 电话： (617) 783-1888
餐费： $25/每人次（税和小费已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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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餐厅门口有大型停车广场， 公交 86，70 路
如果校友您愿意在聚餐时说个笑话，唱个歌，弹个琴拉个曲，玩个魔术什么的，请
发邮件到 zjuBoston2014@gmail.com. 说明一下，餐厅没有音响设备，没有麦克风。
请尽快在此登记，以确保就餐席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_wQYHKQuya3cZJCIKXQ8Y_GBXR4-KZthfHTlB_UvJE/viewform

[点击回首页]

浙大快讯
沉痛悼念邵逸夫先生
来源：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发布：2014-01-08

浙江大学名誉博士、著名慈善家、大英帝国勋章、大紫荆勋章
获得者邵逸夫先生，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在香港家中安详辞世，享年
107 岁。
邵逸夫先生坚信“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
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早在 1973 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致
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尤其是教育界的慈善事业。1985 年，年近
八十的邵逸夫先生向浙江大学捐资 1,000 万港币，开始了他在内地
的慈善之路。此后，他每年向教育部（当时的国家教委）捐赠 1 个
亿，支持内地的教育事业，到 1992 年后更是每年捐赠 2 个亿。
邵逸夫先生是香港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正是他的善举，使得
他受到了世人广泛的尊重和敬仰，获得了中华慈善奖终身荣誉奖等
诸多荣誉。1994 年，邵逸夫先生与浙江大学结下“求是”缘，浙江大学授予先生名誉博士称
号。
邵逸夫先生对浙江大学的捐赠项目多达 8 个，捐赠额共计三亿元人民币之多。其中邵
逸夫医院是先生在内地捐建的第一个医院，2013 年 9 月，邵逸夫基金再行善举，捐赠 2 亿
港元支持浙江大学建设“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和“邵逸夫医疗中心”。这也是他生前捐
赠的最后一个项目，也是目前为止，邵先生及其邵逸夫基金向内地捐赠的单笔资金最大的
捐赠项目。
邵逸夫先生生前曾多次亲临浙江大学考察，学校发展委员会主席张浚生（原校党委
书记）曾多次陪同邵先生到内地参观、访问，包括以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身份，
并“终于在 1997 年香港回归后全程陪同了一次邵先生到内地的参观访问”，2007 年 5 月
还专程赴港看望邵逸夫先生。浙江大学历任领导，路甬祥、潘云鹤、张曦、杨卫、金德水
等都先后亲自接待或拜访、问候邵逸夫先生，和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先生逝世后，金
德水书记、林建华校长第一时间发去了唁电，并向其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斯人已去，风骨长存！邵逸夫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企业界、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也是
所有求是学子和浙江人民的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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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逸夫先生千古。求是学子，永志铭记。
邵逸夫先生捐赠浙江大学的项目：
１、逸夫科学馆（1985 年 10 月 18 日奠基，1987 年 10 月 26 日落成，捐赠 1000 万港币）
２、玉泉校区逸夫体育馆（1990 年 10 月 16 日落成，捐赠 715 万人民币）
３、华家池校区逸夫体育馆（1990 年 9 月 15 日落成，捐赠 500 万人民币）
４、逸夫工商管理楼（1991 年落成，捐赠 494 万人民币）
５、逸夫艺术中心楼（2002 年落成，捐赠 500 万人民币）
６、逸夫科教楼（1993 年 5 月奠基，1994 年 11 月落成，捐赠 500 万港币）
７、邵逸夫医院（1994 年落成，捐赠 7,000 万港币、400 万美元）
８、邵逸夫医学研究中心、邵逸夫医疗中心（2013 年 11 月奠基，捐赠 2 亿港币）
[点击回首页]

程开甲校友获 2013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来源：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发布：2014-01-10

2014 年 1 月 10 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向获得 2013 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
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程开甲颁发奖励证书。同时获得
该项殊荣的还有浙江大学名誉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存
浩。
程开甲，男，1918 年 8 月出生，江苏吴江人，194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
年留学英国，1948 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
员。1950 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主任，二机部
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
令员，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0 年当选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9 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程开甲院士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是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上世纪
40 年代初，程开甲先后在自由粒子狄拉克方程严格证明、五维场论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
作，与导师波恩共同提出了超导电性双带机理，在 Nature、Physical Review 等杂志上发
表多篇论文。50 年代，他在国内率先开展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在多年教学和研究
工作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第一部《固体物理学》。
上世纪 60 年代，程开甲建立发展了中国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
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中
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以该理论为指导，创立
了核爆炸效应研究领域，建立完善不同方式核试验的技术路线、安全规范和技术措施；领
导并推进了中国核试验技术体系的建立和科学发展，指导建立核试验测试诊断的基本框
架，研究解决核试验的关键技术难题，满足了不断提高的核试验需求，支持了中国核武器
设计改进和作战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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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80 年代，程开甲开创了中国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领域。在他领导下，系统开
展了核爆辐射环境、电子元器件与系统的抗辐射加固原理、方法和技术研究，利用核试验
提供的辐射场进行辐射效应和加固方法的研究；指导建设先进的实验模拟条件，推动中国
自行设计、建造核辐射模拟设施，开展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促进了中国抗辐射加固技术
的持续发展，为提升中国战略武器的生存与突防能力提供了技术支撑。90 年代以来，他不
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等方面继续进行研究。
程开甲院士在国防科学领域辛勤耕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严谨求实，崇尚科
学，无私奉献，勇于登攀，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存浩，男，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山东无棣人，1928 年 2 月出
生。他是中国著名物理化学家，中国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分子反应动力学奠基人之一，
长期从事催化、火箭推进剂、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多项国际先
进成果。

附 1：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State Supre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创办于 2000 年，由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主办，奖金为 500 万元。450 万元由获奖人自主选题，用作科研经费，50 万元
属获奖人个人所得。 每年不超过两名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从 2000 年度
首届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评选以来，共有 24 位著名科技专家先后获此殊荣。
附 2：
历年获得全国最高科技奖的浙大校友：
吴文俊荣获 2000 年度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叶笃正荣获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徐光宪荣获 2008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谷超豪荣获 2009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程开甲荣获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点击回首页]

“缘定浙大”第三届校友集体婚礼报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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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14-01-20

编者的话：去年，一对北美校友专程从纽约赶往母校参加了第二届“缘定浙大”的集体婚礼，与所有
116对校友伉俪一道，在求是园见证了人生幸福庄严的一刻。今年，将有117对新人参加。我们欢
迎更多北美校友尽早报名，让求是园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广大校友和同学们，为你们共同见证一生一
世的恒久爱情。请有意愿者及时与编辑部联系以便协助组团参加。

暮春三月，情人坡上……此去经年，求是园中……
老和山下十指相扣，你可曾再次忆起？启真湖畔莞尔一笑，你是否一直珍藏？
短暂的大学时光已然偷偷从指缝溜走，留下的是你们午后漫步的美丽足迹，留下的
是你们双手相牵的幸福味道。
在浙里，你们相遇相知相爱。
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当年他帮你修电脑时的青涩？
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那天在食堂同吃一碗米线的欢愉？
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考试周到，她默默陪你复习直到夜深？
多年以后，你是否还记得，毕业季节，你们一起跑遍了求是园中的每一个角落？
时光从来不等人，岁月如今，亲爱的你们是否还常常想念浙里，想念浙里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想念早已深深烙印在浙里的专属爱情故事？
2014 年，是母校 117 周年华诞。母校诚邀相爱于浙里的新婚伉俪们回到母校的怀
抱，让母校的老师为你们送上真挚的祝福；让有着百年历史的伟大母校，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广大校友们，为你们共同见证一生一世的恒久爱情！
一、 活动时间
2014 年 5 月 17 日（周六）下午
二、 活动地点
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三、 活动目的
服务年轻校友、传承求是精神。寻找幸福的起点，回到梦想起航的地方，在母校 117
周年校庆之际，真正为校友定制一份人生的珍贵回忆，将师生情、同窗情、爱情、亲情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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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在这难忘的时光里。通过最具纪念意义的集体婚礼形式，共同庆祝母校 117 周年华诞，
展现浙大风貌，弘扬求是精神。
四、 报名方法
1、夫妻双方至少有一人为浙江大学校友；
2、在 2013 年 3 月 30 日至 2014 年 3 月 30 日期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3、自愿报名，且夫妻双方届时能到现场参加仪式；
4、报名时间：截止 2014 年 3 月 30 日
5、报名入口（请点击）
五、 活动组织及有关说明
1、主办方不收取任何费用；
2、如报名成功的校友新人超过 117 对，则以公开投票方式来确定最终参加校友集体
婚礼的最终名单；
3、新人参加婚礼的服饰、妆容及住宿自理，要求女士着白色婚纱，男士着深色西
服；
4、活动前期将推出集体婚礼相关活动，欢迎各位新人和广大校友积极参与；
5、活动相关情况请关注浙大校友网集体婚礼专区，校友总会官方微博。
六、 活动咨询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
电话：0571-88981225（周老师）0571-88981461（彭老师）
传真：0571-88981461
E-mail：zuaa@zju.edu.cn
QQ：2251528951
备注：
1、报名系统中，上传新人展示照片建议尺寸：800*600 ；
2、学校寒假期间（1 月 24 日~2 月 20 日），活动相关事宜请通过邮件、QQ 联系咨
询，若相关回复略有滞后敬请见谅。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2014 年 1 月
活动 FAQ：
1 、活动当天的化妆是否能统一安排？
活动的服饰、妆容要求自理。主办方也会尽量争取造型、妆容的赞助作为大家的备选方案，
具体事宜会另行通知。
2、对服饰有何要求？
仪式要求女士着白色婚纱（建议及地或小拖尾的简洁款婚纱）、男士着深色西服（以黑色、
深蓝等色系为宜）。
3、是否安排更衣室？
我们将为新娘提供更衣室作为应急之用，建议能预先换好服装。
4、校内车辆停放如何安排？
我们将统一发放活动当天的停车券，进校领卡、离校还卡，车辆停放请遵循校内保安的指引
和安排。
5、是否有安排物品寄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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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尽量不要携带过多物品，如确有需要，烦请交亲友代为保管或交由工作人员寄存，请务必
保管好寄存号码。
6、是否可以安排摄影、摄像随行拍摄？
出于现场秩序及活动效果的考虑，不建议校友个人另行安排摄影、摄像。
[点击回首页]
往届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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