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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活动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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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分会春节联欢会报道
来源：西雅图分会, 张正友

北美浙大校友会西雅图分会于 1 月 25 日在 Bellevue 风光秀丽的 Summit Club House
举行了 2014 迎春聚会，42 位校友连同他们的家属朋友共 70 余人参加了聚会。校友中既有
1982 年毕业、事业有成的学长大哥，也有 2013 年毕业、现在华盛顿大学就读博士的小学
妹。聚会从下午 3 点开始，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大家流连忘返，原计划晚上 9 点结束的聚会
结果一直延续到 10 点。
西雅图校友分会刚进行了理事会换届选举。新任会长张正友在活动中首先代表全体校
友感谢前任会长陈志强为校友会的创建和发展多年来所付出的辛勤工作，接着介绍了理事
会成员，他们是副会长岳峰，理事陈志强、李永竹、林娜、单瀛、倪旭东。由于理事名额
有限，理事会特别设立了干事若干名，与理事一起为校友服务。新校友通过成为干事可以
增加认知度，提高组织领导能力，成为今后理事会成员的预备。退出理事会的原理事，也
将成为干事，继续为校友会添砖加瓦。这一届的干事有：苏小元、孟德、陈青妍三人。
为了增加正在各个专业深造的同学和已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校友之间的了解，校友分会
组织大家依次进行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要求每人讲一点自己认为很特别的地方。通过自
我介绍反映了各校友不同的特色和各自特长。有一个校友对浙大特别有缘分，从幼儿园到
大学都是在“浙大”度过的。还有一校友能背负和自身同等的重量一小时跳 800 下。校友
中还有电台主持，学过多年声乐的，参加过浙大文琴艺术团的，真是人才济济。煊然和另
一同学一展优美的歌喉，将聚会推向了高潮。这次聚会的另一大特点是穿插了以下多个主
题座谈：
o 户外活动健身
倪旭东
o 西雅图中文电台
苏小元
o 地产投资
林娜
o 微软/谷歌招聘介绍
岳峰，李永竹
o 如何准备有效的面试 陈青妍
o 微软研究院介绍
张正友
校友们对上述主题座谈反应很好，觉得从中收获颇丰。今后聚会时我们还将通过这种
方法，选择不同的主题继续为校友服务。
这次活动我们还邀请了华盛顿大学的几位单身学生和我们单身校友进行联谊活动。北
大校友会也派了代表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双方讨论了今后如何加强两校校友之间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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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当天活动的部分剪影。更多相片、视频、主题演讲材料，可通过这个网站链接
观看：http://sdrv.ms/1d52b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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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分会春节联欢会报道
来源：大纽约分会, 段云所

2014 年 1 月 26 日，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在法拉盛牡丹宴会厅举办春节聚会，热
烈欢庆马年的到来。尽管当天极度寒冷，冰雪地滑，但大家的热情丝毫不减，来自纽约、
新州、康州、宾州等地的 180 多人，有刚毕业的年轻校友、也有年近期颐的前辈，有来自
附近周边地区的、也有来回需跋涉百哩的，纷纷赶来欢聚一堂。
聚会开始，北美浙大校友会陆重庆会长回顾了上下三十八年横盖美加二十多地的北美
浙大校友会的历史和今天，当介绍到九旬老人姚文琴学长和曹竹轩学长也在现场与大家共
度新春时，全场顿时掌声雷动，许多年轻校友久闻资助创建浙大文琴艺术团的姚学长，今
天能得以相见，激动不已，争先恐后拥去合影交谈。期间播放了校友会采访九旬学长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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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制的又一部视频短片《岁月》，片中耄耋老人回忆西迁、赴美、创建校友会的往事，带
着微微颤抖声音中传来对母校、校友会和校友的深情寄语，催人泪下，深深打动了在场的
每位校友。随后，来自母校的张蔚文教授向大家拜年送上了新春美好的祝福和问候。
大纽约地区分会会长段云所随之又将每位参会的校友们推上了前台，让每桌代表依次
介绍了各自学习、工作、生活的昨天和今日。介绍未毕，发现了旧雨新知的校友们，忙不
迭地起身离席，各自簇拥，相谈甚欢。以往从不拉下校友会活动的九旬老学长陈意子此刻
虽然远在海外，不能亲身亲历，但心挂校友，特地赶在会前将她外孙--NBA 明星林书豪的
记录片寄来，在聚会中放映，使大家一睹为快。校友们听着影片中她外孙的感言、看她外
孙的球艺，启示匪浅。老学长养子带孙育人才，殷殷之情念浙大，让大家倍受感慨。这次
聚会得以在当地最具规模之处举办，席间还有精美挂历、美酒琼浆、珍藏茶砖、乃至豪华
旅游等各种抽奖，受惠于章磊、周晓平、卢宁建筑事务所、美国浙江商会、宁欣大型综合
诊所、百強壽險、彩虹之旅国际旅行社等许多校友朋友提供的大力赞助。
盛会吸引了众多兄弟社团的兴趣参加，上海财经大学李争争会长和浙江工商大学沈德
新前会长专门携校友兴致勃勃加入。美国浙江商会会长曹胜华先生，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
联盟副理事长、中山大学美东校友会会长陈峰教授也都到场祝贺。
聚会的成功来自于大纽约分会全体理事历经两个月忙碌而有序的组织筹划，除了会前
数百封理事会工作电子邮件，五轮校友会通知，多次当地华文媒体和网站论坛上发布消息
外，大纽约地区分会会长段云所，副会长吴美良、单雷，前会长申屠濂、吴亿慧，理事凌
建平、孙淦钊、陆重庆，还有校友侯小彤、韩雨婷、骆心怡、Harry Luo 等许多志愿者还
参与了现场协调和服务。

聚会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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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一角

宴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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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分会春节联欢会报道
来源：北加州分会，许凯

2014 年 2 月 1 日，农历马年大年初二，北美浙大校友会北加州分会春节联欢在
Cupertino 王朝海鲜酒店盛大举行。来自北加州旧金山湾区的 300 余名校友和家属，以及领
馆及各华人社团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 -春节。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教育参赞徐永吉首先代表总领馆致辞，向湾区的广大浙大校友拜
年。然后北加州校友分会会长许凯向大家介绍了过去一年来的校友会的工作进展。接下来
校友们及小朋友们带来了丰富精彩的文艺节目和游戏活动。其中，牟文妮小朋友带来的舞
蹈《孔雀飞来》曾获 2013 全美舞蹈大赛亚军。刘筱宁/石广宇两位年轻校友表演的相声
《新年新气象，我要找对象》，韩百鹏/王丽媛深情演唱的歌曲《被风吹过的夏天》赢得
众人的掌声。新年联欢的筹备团队一起登台为大家献唱《愛因為在心中》，向校友们展示
了一个年轻团结而有活力的团队。互动游戏环节的“浙大知识抢答”激起了校友们的强烈
兴趣。题目“1952 年前的浙大校址”，让校友们几乎列出了浙大曾经的所有校区。专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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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互动设计的萝卜蹲游戏，不但考验参赛家庭的反应和默契，而且还妙趣横生。最后在
赵东婉校友及校友子女朱梓熹的带领下，一曲《最炫民族风》将整场联欢带进高潮。小朋
友们也纷纷上台参与舞蹈并领取春节红包。
在联欢活动过程中，北加州分会许凯会长还向校友们介绍了在 2013 年校友会组织的老
学长访谈活动，并播放了访谈视频，同时一一介绍了参加访谈的志愿者并向他们赠送了纪
念品。之后大家一齐邀请与会的十余位年长学长（趙清源夫婦、劉長庚/吳梅生夫婦、趙
清源夫婦、劉步達夫婦、康志良夫婦、黃文慰夫婦、孙常炜学长、徐拔和学长等）上台，
为他们庆生，祝福他们健康长寿。老学长孙常炜校友还向校友们赠送了他的亲笔签名的著
作。
此次联欢活动中间还穿插着大小 10 余个奖品的抽奖活动，为各位校友在新的一年中带
来好的运气。最后的大奖 iPad Air 花落在 Facebook 工作的吴佳惠校友囊中。
感谢校友会及联欢策划团队的卢国文、叶继承、鹂志坚、成玉娟、劳靖源、王彬成、
钱光辉、吴文轩、应雯雯、刘筱宁、杨旸、郑美赞、Danci Huang 等校友为整个联欢会筹
备所付出的心血, 也感谢所有参与表演的校友及亲友们,以及数十位志愿者为联欢会成功举
办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并特别感谢王扬斌校友对联欢会的慷慨赞助以及所有到场校友对校
友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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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波士顿分会春节联欢聚会报道
来源：波士顿分会, 张骋宇

二零一四年二月九日，岁在甲午，正值新春。正月十五未至，浙江大学大波士顿地区
的广大校友已在“豆城”相聚，忙不迭共庆元宵佳节。在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的倾
力组织下，共九十九名校友到达位于波士顿的 Maki Maki 自助餐厅聚首。到场的上至前
辈，如贺极苍教授，下至尚在美东各大名校深造或新近毕业的青年才俊，正所谓群贤毕
至，少长咸集。
成立于一八九七年的浙江大学是中国著名学府之一，曾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
剑桥”，在各权威中国大学排行榜中，长年位居前三，正在力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规模庞大的海外校友网遍布全球各地，校友们或求学开拓，或成家立业，仍然心系母校，
积极参与各地校友会工作。
聚会伊始，校友会现任会长倪继红女士和前任会长洪保明先生先后致辞。倪校友为浙
大 88 届化工系校友， 一直热心校友会工作，在服务数年之后，刚刚接任会长一职。她在
向大家致新春祝福之后, 介绍了波士顿校友会近年来的发展历程与近期计划；同时表示，
本次活动的成功得益于一众热心校友的协助：如张克奇为这次聚餐联系餐厅，“文艺部
长”刘茁和“浙大歌星”路宜博士制定活动节目，朱莉和王同益搞定了聚餐注册统计，以
及于欣慰、刘青、陈航，胡悦等校友，都出工出力，现场帮忙。
新老会长语毕，联谊活动开始。两位新生代主持人，同样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访问学
者路宜与硕士生何柳明月妙语连珠，多才多艺的校友们献上节目精彩纷呈，再加上层出不
穷的花样游戏与各式奖励齐飞，整个聚会始终热力满格，气氛居高不下。
来自哈佛大学的李沐曦与刚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张骋宇，用民谣吉他二重唱的形式
演绎了经典作品《梦田》。击鼓传花猜数字的创新游戏，配上“吃死你”、“整死你”、
“憋死你”等令人捧腹的惩罚形式，令全场笑声频频。应元宵之名，中西结合的一个个灯
谜让众校友绞尽脑汁，但是每每总有伶俐者抢先一步喊出正答，令脑快嘴慢者顿足连连，
气氛着实火爆。灯谜的热度尚未散去，一架电钢琴伴着双姝倏然出现，陈歆孜与唐杨杨的
两双巧手廿个手指往返交错与黑白琴键之间，徐徐流出了美妙的《卡农》乐曲。一曲终
了，又引出一个注重团队合作的集体游戏“五毛与一块”，众校友争相参与，相互拥抱完
成任务，情谊无疑又加深一层。
一个刚组建不久的校友乐团的表演将聚会推向了高潮。多才多艺的主持人路宜摇身一
变成为主唱，携二位吉他手张骋宇与刘思源，激情唱响《海阔天空》与《夜空中最亮的
星》两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引得在场尖叫声不断。表演行到酣时，驻足已久餐厅华裔服务
人员配合地撤去灯光，所有人掏出手机左右摇摆，开口合唱，俨然已是一场小型演唱会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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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抽奖环节，在校友们的翘首企盼下，主持人根据每个人手中的号码抽出了各级
奖励的获得者，得到大奖的幸运儿获得了由校友邹英寅提供的高级天文望远镜。邹先生毕
业于浙大信电系，目前经营一家跨国的光学器材公司，天文望远镜就是这家公司的拳头产
品。
最后，校友全体起立，齐唱《浙江大学校歌》。“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熟悉
的旋律把众人的心带回老和山下郁郁葱葱的玉泉，启真湖畔阳光明媚的紫金港。气氛陡然
升温，个别校友甚至不自觉涌出热泪。曲毕，众校友收拾情绪，纷纷合影留念，相约再
聚，久久不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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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丹佛分会春节联欢会报道
来源：大丹佛分会 王晓丹

2 月 15 日，北美浙大校友会大丹佛分会 2014 春节元宵联欢活动在 Mr. Panda Buffet 成
功举行。40 多位浙大校友及家人和朋友们欢聚一堂，度过了一个祥和欢乐、美好幸福的马
年新春元宵佳节。
活动由主持人叶天俊理事的开场白拉开了帷幕。大丹佛分会王晓丹会长首先代表理事
会所有理事向到会的校友，家人和朋友们拜晚年。她简单回顾了过去校友会的工作情况并
简短介绍了这次活动的内容，特别强调这次拍卖和彩票纯属于一种自愿活动，所有的拍卖
和彩票活动所得将全部做为今后丹佛校友会的活动资金。王晓丹会长进一步表示，任何活
动的成功背后都得益于一批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热心校友，呼吁大家为上台的理事和其
他几位热心校友用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希望有更多的热心校友在下一届理事会选举时加
入到理事会里来。
与会校友们先集体合影留念，之后大家开始各自作简单自我介绍。尽管人们一下子无
法消化所有的信息，但校友们幽默的微信内容分享，不时提出的令人深思的问题，久久萦
绕在校友的脑海里。
拍卖和彩票的活动接着展开。这边周川东理事说：“要买彩票的校友到我这里来”；
那边沈冲和黄腾主要负责的拍卖活动也不示弱。在沈冲理事就拍卖事项向大家介绍以后，
校友们对我们的捐赠的物品开始分析起来了：零售价是多少? 物品的状况如何? 最低出价
是多少? 出这价能拿到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热心捐赠者徐纯一学长为校友会捐赠并介
绍了一枚从科州矿址上来的清乾隆通币。通过他的 PPTS 介绍，我们了解到了早期华工在
丹佛的足迹和辛酸的谋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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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欣赏由徐斌理事精心制作的由历来丹佛校友活动和校歌组合的小型视频同时，在
房间的那一角，有几位校友已经忍不住在拼杀着 2013 春节元宵活动遗留下的棋牌追逐胜
负……
“$5?”沈冲理事指着手上拍卖的物品吆喝。原来 Silent Auction 已经结束，Live
Auction 又开始了……
“582763”，“582563”，“582……”，小朋友们用中文宣布着颁奖号码，恭喜中奖
的幸运儿。其中一位获奖幸运得主还透露：“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大家都为他的妈妈
献上了生日祝福。
时间过得很快，就在聚会高潮之际，我们不得不向大家说再见了！
这次联欢活动有幸得到了徐纯一学长，叶春芳学友，徐斌学长，俞薇薇学长，沈冲学
友等的慷慨捐赠。还有几位学长和学友原已登记或准备捐赠的，但在仓促之间给忘了的，
我们欢迎他们下次带来。恭喜我们的拍卖赢家徐纯一学长，周川东学友，张曙华学长和赵
品晶朋友首次掌锤就获得成功。谢谢他们的大力支持！谢谢买彩票的校友和朋友，并希望
他/她们中大奖！
感谢为这次活动精心策划，无私奉献，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沈冲，周川东，黄
腾，叶天俊，俞薇薇，朱一波，方坚，徐斌、王晓丹以及参加这活动的校友，家人和朋
友。
金蛇狂舞辞岁去，骏马奔腾迎新春。北美浙大校友会大丹佛分会祝大家身体健康，马
年大吉，马到成功！

[点击回首页⇑]
编辑: 吕敏伟 许凯 徐彬 沈澜 铁木尔 申屠濂 叶继承 陆重庆 发行: 孙淦钊 范镇 吴美良 韩燕
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WWW.ZJUAA.ORG
（园地公开 文责自负 内部刊物 版权所有）

北美浙大校友会电子通讯
2014 年第三期（总第 4 期）

2014 年 2 月 16 日

第 12 页

创业与求职
奥斯汀分会求贤: java/javascript developers needed
A group in Paypal is expanding. They are focusing on the solutions for Latin American
(Brazil, Mexico) market. If you know someone who wants to try new opportunities in
Paypal, please forward resume to chunliang_xi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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