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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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邮件或电话告诉分工负责会员及财务事务的理事孙淦

钊、范镇等学长 (ganzhao@aol.com, fzjdzzf@aol.com, opensee@gmail.com)，我们们将尽快与您

联系。           

                                     [点击回首页⇑] 
 

更新邮寄地址的通知 
     

近来我们发现有些邮件因收信人地址不对而被退回。请最近搬迁的校友们将你新的邮

寄地址尽快通过电邮发送到如下任一信箱以便我们更新(ganzhao@aol.com, fzjdzzf@aol.com, 
opensee@gmail.com)，按时为你送上《通讯》、《通讯录》等刊物和各种印刷材料。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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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2014 南加州分会新年聚会报道 
来源：南加州分会，魏乔松（信息 11） 

 
二月十五日的下午，宁静的海边小镇 Irvine 迎来了喜庆温馨的节日： 南加浙大人 2014

年新年聚会在此举行。 元宵佳节的煦暖气息还在心间盘桓，年龄不一，职业各异的 50 多

位浙大校友已陆续从各地赶来，有英气勃发的在校学生，有睿智年长的专家学者，当然也

有尚在幼龄的校友子女。浙大人在南加的大家庭，正在一步步的发展壮大，午后的轻风中

虽还带着几丝冬天的气息，但是新春的气象早已来临。 

会长宋姣和副会长陈潼先后致辞。南加校友分会刚刚在去年完成换届，目前组成为理

事会和执委会，其中执委会又分为：文化部，外联部，财政部，策划部及各地联络人（分

别在 San Diego, LA 和 Irvine）。 

Mr. Boone 关于职场幸福感的主题演讲，拉开了活动的序幕。什么是幸福，怎么平衡工

作和生活，一直是大家苦苦思索，不断探寻的话题。Boone 先生作为一个名满南加的职业

培训专家，生动的分享了自己当初放弃名企高薪工作，选择了作为职业培训师，帮助众多

年轻人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心路历程。选择与失去，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重要的是对

自己长期规划的坚定和豁达的心胸。他的一番讲演，给在场诸多正在苦恼着找工作，换工

作，或者自己创业的校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大家踊跃提问，受益匪浅。 

聚会随着南加职业论坛的开始，达到了高潮。到场的四位嘉宾中有声名显著的学界泰

斗管坤良教授，有精明干练的职业经理人 Clarence Xu，也有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及校友徐

东航和周青山。不管他们毕业于什么时候，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行业，有一点从来没有变

过：那就是浙大老学长对学弟学妹们真挚无间的关心。四位嘉宾风趣又生动的阐述了自己

对如何在职场中脱颖而出，如何拓宽思路跨行业发展等问题的见解。他们的观点不尽相

同，他们的思路各有偏好。而正是这种思辨中夹杂着诙谐，调侃中不失诚恳的求是人风

格，让整个论坛始终热力四射，笑声不断。 
时间在欢快的气氛中过的飞快，很快便到了晚饭时间。校友会在给大家提供丰盛别致

中餐的同时，穿插着各种小游戏。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各大校区看图竞猜。几幅并不常见的

图片取自五大校区不常见的角落，大家绞尽脑汁回想的同时，也纷纷忆起了自己在求是园

中求学的美妙年华。最终，90 年代就读于医学系的丁凌学姐一口气答出了五张照片，获得

了精美的奖品。在聚会的最后，多才多艺的校友们在卡拉 OK 机前竞相献唱，在掌声雷动

的同时，也引爆了大家蕴藏在心里的热情。各位校友们利用会场设备来了一次多人 KTV。

在歌声，笑声和问候声中，南加校友分会的新春聚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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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温哥华分会春节联欢聚会报道 
来源：温哥华分会, 胡卓群（化工 84） 

 

阳春三月的温哥华，鸟语花香、阳光明媚，时而出现阵阵绵绵细雨，把整个城市洗刷

的更加明亮和秀丽。一年一度的北美浙江大学温哥华校友分会联欢会于 2014 年 3 月 1 日

中午 11 点至下午 4 点在温哥华本那比湖划艇俱乐部大厅召开。生活在温哥华地区的近百

名新老浙大校友，怀着喜悦和期待的心情参加了此次活动。 

聯誼活动由校友会秘书长陈挺校友主持，姜玮清会长先致欢迎词，接著校友会创始

人、 首届会长徐彬学长向大家介绍了本次活动筹备的情况和校友会的歷史和現狀。随

后，山东济南校友会姜宗民会长，83 岁的陈庆生老学长以及中青年校友代表等 20 多人先

后发言，分别介绍了不同的经历和来到异国它乡的前後情况。校友會精心準備的抽奖环节

把活动推向了高潮，總共推出了 5 个级别 17 个奖项，獲得特獎的金雅萍是一家三代來自

浙大的資深校友，她在領獎時表達了她對母校和校友會的深切情感。 

本次活动使不同專業和經歷背景的校友彼此認識，增进了友谊；同时，一大批新来温

哥华留学深造和移民来的校友加入到了校友会中，为本地校友会增加了新的力量。首届会

长徐彬意外地找到他在 1989 年曾經教學過的外語系 89 級學生方小燕，當年課堂一別已經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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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世紀未見，學生居然馬上說起當年對老師的深刻印象，讓徐彬学长感歎萬千。大

家以熱烈掌聲慶祝他們在大洋彼岸溫哥華重逢的這一段師生情誼。  

校友们身居海外，每位校友都有一段难忘的经历，大家在感恩母校培养的同时， 回顾

過去，诉说今天，更期盼着母校明天更好！ 

 

 

 
                                     [点击回首页⇑] 

多伦多分会春节联欢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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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多伦多分会, 周志强 （热能 62）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多伦多地区分会在早春元宵佳节, 联合了浙江同乡会在大多伦多东

的 Scarborough 成功的举办了一次大型迎春联谊会，席开 20 余桌，200 余校友和乡亲欢聚

一堂。过后不少校友感到意犹未尽，于是王晓鸣会长顺承众意，今日（三月八日）委托林

燕全力组织了在大多伦多的最西南 Mississauga 的浙大校友联谊聚歺会。 

大多伦多市东西绵亘近 100KM，校友大多集中在大多的中、东区域，而 Mississauga 地
区的校友相对较少。出乎意枓，今日聚歺假座“巴蜀人家”川菜馆，到了近 50 人，席开

四桌，校友出席人数达到出席元宵活动的一半。有多位家住东边的校友也赶过来。当然分

会头头鉄木耳、王晓鸣也亲莅参加。 

校友边说边吃，兴致很髙。大家都意愿多聚会多交流多沟通，相互提携邦衬。故大家 

建议在地区分会下形成一个地域聚会的召集组织，就叫校友分支会吧。歺聚间就共同推举

赵瑛和林燕来领衔这份需要热忱奉献的密市分支会工作。大家又提议到天气再转暖点一同

去春游，去五指湖东方大峡谷散散心，夏天搞焼烤。大家又提到那一个互联网平台可供校

友相互交流？ 

歺聚一直到近下午三时。结束前大家摄影留念并昐询下一次活动。 

  
                                     [点击回首页⇑] 

 
2014纽约半程马拉松赛 
来源：大纽约分会 

 

近年来，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一直有校友参加纽约及其它城市的半程、全程及

超级马拉松比赛。如往年一样，今年吴美良、邹晨等好几位校友参加了 3 月 16 日的纽约

半程马拉松赛。校友李坤、徐步欣夫妇还参加了赛事的志愿者服务。参加本次比赛的有包

括曾获奥运金牌的肯尼亚长跑选手 Geoffrey Mutai、英国长跑选手 Mo Farah 等来自世界各

地的两万多人。他们从中央公园起跑，向北到哈林区 112 街后折回中央公园，然后经时报

广场往西再沿哈德逊河，一直到华尔街结束。 

今年的纽约全程马拉松大赛定于 11 月 2 日举行，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正在组织

校友参加今年年底的全程赛，并组织校友到现场为参赛校友加油助威！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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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篮球赛通知 
来源：大纽约分会 

 

为锻炼身体，增进友谊，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联盟将于近期在大纽约地区举行校友篮

球赛。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将组队迎战几十所兄弟院校的高手。目前在队的有黄华

锋、张哲敏、刘炜、夏磊、刘斌、陈泉宏、张熙等校友，欢迎更多篮球爱好者继续报名，

同时诚征球赛啦啦队和志愿者。具体请来电 zjuaagny@gmail.com。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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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快讯 
 
校友总会桥牌邀请赛通知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各位理事、会长， 

现将校友总会关于桥牌邀请赛的通知转发如下（估计大部分学长已经看到）。 

我们与主办方联络商量网上参赛的可行性。但回答说由于缺少线上比赛的平台、难以

设置线上线下结合流程、可能影响线下参与度，以及身份鉴别等多方面的困难，这一期大

赛不考虑线上结合的形式。因此，有兴趣参加者必须前往现场。 

美加地区如有足够的校友报名，北美浙大校友会将组团参加。我们理事王晓鸣学长热

心表示愿意联络负责。请各地区在转发通知时特别说明一下，在报名时将邮件抄送到

ncuaa_qiaopai@zjuaa.org，以便协调规划。谢谢。 

祝愿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 

Subject: 关于举行“浙大网新杯”第二届校友桥牌邀请赛的通知 
各地校友会： 

今年 5 月，我们将迎来浙江大学建校 117 周年华诞。为加强全球校友和师生员工之间

的交流、共叙情谊，在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浙江大学工会、浙江省桥牌协会和浙江大学体

育运动委员会共同指导下，由华东地区浙江大学校友会联谊会和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

部主办，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和浙江大学桥牌协会承办的“浙大网新杯”浙江大学第二届

校友桥牌邀请赛将于 2014年 5月 31日-6月 1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 

本赛事面向广大浙大校友和师生，现诚挚邀请各地浙大校友、浙大师生员工组队参

加。相关通知详见附件，现予转发。请各参赛单位务必于 4 月 1 日前将报名表以邮件形式

报至赛事组委会。 

 联系人：周玲娇（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 电话：0571-87283527，13505714069 

             符立明 （浙江大学桥牌协会）      电话：13306531139 

    报名邮箱：zjuhz@zjuhz.com 

                                                  校友总会秘书处 

                                                                2014 年 3月 3日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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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蘇君瑩學長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各位理事、會長， 

蘇君瑩學長於二月二十日去世。享年 87歲。 

蘇學長 1948 年畢業於浙大生物系。在其先生趙廣緒學長從普度大學退休後，十多年前

移居北加州和他的兒子為鄰。 

蘇學長的追悼儀式定於三月八日在舊金山舉行。北美浙大校友會今天給蘇學長家属發

去 唁 電 。 追 憶 蘇 學 長 的 網 站 請 見 http://www.forevermissed.com/jiun-ying-
chao/?inv=b324cfb2f19f25d4f0296e64b2e198d7&utm_campaign=FM%2BEmails&utm_medium
=Email%2Binvitations&utm_source=Email&utm_content=Memorial+Friend+Invites#about。 

蘇學長一路走好。 

                                      陸重慶/叶继承                                                        

二零一四年三月一日 

 [点击回首页⇑] 
汪永绪夫人 
来源：劉長庚、申屠濓 

 

From: CK Liu <changliu300@comcast.net> 
To: 申屠濓 <lianshentu@aol.com> 
Subject: Fwd: 汪永绪的電信 

1943 機械系汪永緒的夫人上星期四突然去世。昨天我們去參加她的喪事。汪永緒兄是

老校友中少數創業有成的人。附件是他兒媳的信【编者:该信全文刊载于新一期《北美浙大校

友会通讯》】。華府地區如有對老校友有聯絡的人不妨去看看他。不過他也聾得利害。 

    劉長庚 3/15/14 8:54am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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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与求职 
 
哥大求贤 
来源：岑晓腾 (公管 10)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CIESIN)需要招聘网络和移动应用程序员。其

主要职责包括基于 HTML, CSS, JavaScript, JSP 等技术的网络和移动应用的设计、开发

和维护；协助科学家、研究人员、GIS 分析师等开发相应的网络和移动应用；参加技术会

议，设计解决方案及建模。对其最低要求包括计算机科学或相关领域的本科学历，最低 3-

5 年的程序和应用开发经验；基于 Java/J2EE 或 JavaScript 网络开发框架的实际能力；

最好拥有数据可视化或者地图制图方面的经验。 

CIESIN 是哥大的一个研究机构，位于纽约 Palisades 的 Lamont 校区。专业从事在线数

据和信息管理，致力于桥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将成果转化，提供政策咨询。中

心与 NASA、NSF、Google 基金会、Gates 基金会、世界银行、联合国、肯尼亚大学机构、

海地首相府等均有密切合作。 

申请网址为 https://jobs.columbia.edu/applicants/Central?quickFind=139496。职位编号是

Programmer - CU Job Req. #072132。 

[点击回首页⇑] 

 
 

创业活动汇总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编者按：以下选摘部分人才交流项目对接需求及近期访问考察交流活动信息。有兴趣的校友可在

北美浙大校友会网站 www.zjuaa.org 上或给编辑部来电获取更多详情。】 

 

A. 项目与人才 

2014 年舟山群岛新区科技创业领军人才项目申报公告 

自即日起开始通过舟山群岛人才工作信息网 www.1000rc.gov.cn 在线申报。按要求填写

申请表，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申报条件、项目评审、协议签订及扶持政策等细节均可在

该网上查看。联系人：舟山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王雄军，86-580-228-1009/2537，

zsrcyj@vip.163.com。www.1000rc.gov.cn。 

 

2014 年度第一批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项目评审公告 

根据前期人才、项目的招商、洽谈与对接，对意向入驻浙江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

的创新创业项目，在近期将进行评审，项目申报截止期是 3 月 31 日，评审日是 4 月 19

日。联系人：冯俊峰（驻美办事处）, fjfalbert@gmail.com, feng@zjfuture.gov.cn, 408-
386-5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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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杭州市萧山区关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5213”计划项目征集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向全球征集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创业项目。申报条件、材料、方式及优惠

政策等详情可见 http://www.ldbz.xs.zj.cn/ 和 www.xshr.com。“5213”计划项目常年

受理，本次征集项目截止日为 3 月 31 日。联系人：詹银江，a2007529@hotmail.com，86-

571-8386-9825。 

 

杭州西湖区引才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着力打造全国文创产业第一区、旅游休闲示范区、科技创新先导区、都市

农业精品区、楼宇经济高端区、股权投资集聚区，全面建设美丽幸福的首善之区。入选西

湖区“325”人才计划的，可获最高 500-1000 万创业启动资金、500 平方米 的办公用房补

贴、500 万元的银行贷款全额贴息资助等资助。对尖端优质人才项目实行“一事一议”。

联系人：俞鸿/沈婕 86-571-8793-5180，8793-5170，2331335786@qq.com。 

 

浙江富阳市人才项目征集公告 

富阳市位于“长三角”南翼，沪杭甬“金三角”交汇点上，是杭州的西大门。富阳留创

园已经升级为浙江省级留创园。最近富阳发布了海外引才“5110”计划、征集项目、民企

民资招商的近百项需求信息，有 900 余亩土地，6 亿多民间资本，欢迎海外专家去实地洽

谈对接。联络人：金俊熙，86-571-8719-6586。http://www.fylcy.com/index.php。 
 

浙江桐乡市申报“千人计划”公告 

桐乡市邀请海外专家依托桐乡大型企业共同申报国家及浙江省“千人计划”。桐乡位于

上海、杭州、苏州之间，是中国百强市，在纺织新材料、涤纶长丝、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等方面在中国名列前茅，其它如机电、环保、新能源等产业也有一定的基础。其申报条

件、程序、待遇及奖励等请与联络人接洽：卜掌浩 86-573-8811-2181，136-5673-7788，

txbzh@163.com。 

 

浙江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 

给予创业启动资金 100 万、200 万、300 万；进一步申报省千人计划，国家千人计划，

进一步享受扶持资金；提供 100 平米办公场所和 100 平米住房，3 年免租金；创办企业自

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当年上缴税收地方所得部分首次超过 100 万元的，给予 100 万元一次

性奖励。联系人：陈孙阳, 86-186-2157-1635，chensunyang@gmail.com，详情可见

http://www.nantaihu.gov.cn/website/web/Default.aspx。 

 

B. 访问考察交流 

第七届中国留学人员南京国际交流与合作大会(OCP) 

本届大会将于 4 月 25 日至 26 日在南京举行。大会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科技部、外国专家局、江苏省政府、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南京市政府承办，北京中

关村、广州市以及来自泛长三角地区的 13 个城市联袂协办。参会单位包括开发园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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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各类创业载体，企事业单位，高校及科研院所、投融资机构、

各大媒体等。详见 www.naiep.org/qyzysc/15919.htm。报名截止日为 3月 30日。 

 

2014 中国宁波“海智宁波之旅”和“科技创业计划大赛” 

为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推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3315 计划”和“海

智计划”，宁波将于 5 月 7 日至 10 日举办“海智宁波之旅”活动。重点为新装备、新材

料、节能环保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设计和高科技服务业等领域。

“3115 计划”可上网 www.3315.gov.cn 申报，截止日为 5 月 31 日。“海智宁波之旅”报

名请于截止日 4 月 1 日前发送至宁波市科协联络人王双玲 hznbzl@126.com，86-574-8774-
2218。宁波根据申报项目的对接情况于 4月中旬确定邀请人选。 

 

2014“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江苏行”活动 

江苏省侨办将于 6月 23至 26日举办 2014“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江苏行”活动。欢

迎博士毕业在海外工作三年或硕士毕业在海外工作五年以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或专

利技术，且有意到江苏创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报名。根据申报的项目和选择的考察地市，

经对接后确定参会人选，于 4 月中旬发出邀请函。并给予适当国际旅费补助。报名截止日

4 月 10 日。报名联系人，江苏省侨办经济科技处 吴新华/陈锋，86-25-8963-8821/8834, 
jsqbjkc@126.com。 

 

2014 年海外留学博士海峡西岸行装备制造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拟于 2014 年 6 月下旬举办“2014 年海外留学博士海峡西

岸行装备制造人才与项目对接洽谈会”。报名截止日为 2014 年 4 月 15 日。详情可见如下

网站： http://www.fjrs.gov.cn/xxgk/cszy/slxrycyyglzx/gwgb/201403/t20140312_703372.htm。

联系人：罗文芳，86-591-8802-7747、138-0697-1719。 

 

第六届中国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 

天津市政府、国侨办将于 7月 10日-11日联合举办以汇集侨资侨智，深化合作共赢为主

题的洽谈会。以东疆自由贸易区转型为契机，以创新科技成果为抓手，以万企转型升级为

重点，通过合作研讨、洽谈对接、项目路演、项目签约、实地考察等活动，搭建海外侨

商、尤其是高端科技专业人士与天津合作、对接、交流的平台，促成高新技术企业落户，

吸引人才创业发展。联系人：廉峰/矫磊，86-22-2303-0698/0717。 

 

“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系列活动（2014 年春夏场） 

海外人才网将于 2014 年 4-7 月期间，举办“海外学人归国创业行”系列活动。活动包

括南京市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南通市江海英才创业周、大连海创周、日照/威海考

察、江浙考察、苏州精英周、投资对接会等多个版块的创业活动。有意参加者可提交一次

报名材料，同时报名参加 7 个活动，与 10 余个江浙地区政府以及投资公司进行交流对

接，寻求创业合作机会，并获得相应的旅费补贴。联系电话：86-21-5047-7780/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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