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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活动集锦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第 38 届年会通告 -- 日期、地点、筹备组
在底特律召开的北美浙大校友会第 38 届年会日期已正式确定在 9 月 27-28 日，地点为
Embassy Suites by Hilton, 28100 Franklin Rd, Southfield, MI 48034。更多信息及报名登记表
请见网站 zjuaa.org 或与以下工作人员或发电邮到 ncuaa_conference2014@zjuaa.org 联络。
第 38 届年会筹备组成员
年会统筹：陆重庆(NJ)
会务：陈田(MI), 叶继承(CA)，申屠濂(NJ)，张岩(MI)，陆重庆（NJ）
报名登记会员注册：孙淦钊(NY)，吴美良(CT)，于敏(MI)，赵亦木（MI)
分会联络：胡捷(MN), 吕敏伟(NY)
新闻通讯年会手册：沈澜(IL)，徐斌(Vancouver)，叶冠男(MI)，王格睿（MI)
财务：范镇(KY), 王晓丹(CO)，范小蕾(MI)
旅游住宿：叶继承(CA)，陈田(MI)
论坛讲座：（科技人文）陆国震(MI)，段云所(NY)
（求职指导）惠建国(CA)
（创业发展）洪保明(MA)
（养生保健）申屠濂(NJ)
网站网络：叶继承(CA)，许凯(CA)
晚会组织：陈田(MI)
会场后勤：王晓鸣(MI)，冉杉(MI)
会议记录: 何霞云(NY)，陶然(MI)
录像摄影技术支持: 王晓鹏(MI)
交通接送：杨晓光(MI)，陶然(MI)，马杰(MI)
法律顾问：邹书康(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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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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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拉斯分会春季联谊烧烤活动圆满举行
来源：达拉斯分会，包乐乐

北美浙大校友会达拉斯分会经过理事会的精心策划、宣传和筹备，以及多位校友的关
心和支持，于三月二十九日在 Plano Russell Creek Park 成功举行了春季联谊烧烤活动。本
次湖边烧烤活动参与人数超过百人，不仅有德州的各届校友及其家属到场，更有远在加州
甚至加拿大的校友参加，令活动的氛围空前热烈美好，也令众多校友心中充满温暖，怀念
了在浙大求学的青春岁月。
本次活动由王一中理事任总召集人, 自去年十二月起便开始筹备，划分了多个小组，
校友分工明确，以极高的效率和水准完成了宣传、网上注册、Paypal 缴费和食物采购等等
十分琐碎的工作。
烧烤活动当日，天公作美，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碧绿的草地、清澈的湖水与各届校友们
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令达拉斯这个三月略冷的季节仿佛也显得无比温暖。蔡铁翎、王斌
兵、胡文雄、王珂校友带领的“食物烧烤组”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各式美味佳肴，烤肉、
蔬菜、水果，甚至还有家乡味十足的羊肉串，令众校友大饱口福，与此同时，大家联谊交
友交流着各自的工作与生活。随后，校友会组织了丰富多彩别开生面的体育竞技比赛，其
中有成人组和小朋友组的拔河比赛，男女混合的排球比赛以及对抗激烈的篮球比赛。多姿
多彩的活动和校友之间敞开心扉的交谈，令不论是刚毕业的学弟学妹还是五十年代毕业的
老前辈们都仿佛回到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在浙大校园里才有的时光，让此次活
动充满了轻松和幸福感。我们的顾问吕勇哉教授也到场与大家分享快乐并鼓励大家一起做
好校友会工作。在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活动接近尾声时，在蔡谦会长的倡议下集体留影，
看着飘扬的浙江大学校旗下百位校友和亲属脸上的笑容，让人不禁感慨在异国他乡也能如
此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和谐。

本次烧烤活动不仅参与人数众多，而且组织严谨有序，令人拍手称赞。蔡谦会长表
示，今后还会举办更多的活动，为各位校友提供一个交流,娱乐,工作,发展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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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分会换届通告
来源：华盛顿分会， 朱蕴丽

华盛顿分会于三月底进行换届，校友陆杭先生（hanglu6@yahoo.com, 240-715-2383) 当
选为新一届会长。
[点击回首页⇑]

波士顿龙船比赛报名通知
来源： 波士顿分会， 倪继红

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将在 6 月 14、15 日举行。今年希望我们浙江大学的校友们能够组
成一支队伍出赛。这是我们联系校友，增进感情的良好时机。
这次比赛，一条龙舟的报名费用是 900 美元，一共需要 18 名水手。其中一名舵手，一
名鼓手，十六名划船的伙伴。实际训练从五月份开始，每次都在 MIT 船坞进行。训练次数
最少需要三次，最多不超过六次。训练时的用船费用也已经包括在注册费里面。报名参赛
每人$50, 自费。
这次是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第一次尝试组队参加，希望各位校友踊跃报名。
Early registration 在 4 月 11 日截止。希望各位有兴趣参加龙舟比赛的校友在 4/18 前尽快联
系校友会。联系人和组织者：雷晓宇，邮箱：lei.xiaoyu@outlook.com。
这次参赛，我们还需要一位船长还有一位后勤负责人。希望大家主动参加到这次活动
中来，一起在查尔斯河上展示我们求是人的风采。
[点击回首页⇑]

大纽约分会篮球队首战北大联队、校友啦啦队助赛高潮迭起
来源： 大纽约分会，段云所

4 月 26 日，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联盟杯篮球联赛在哥伦比亚大学体育馆拉开帷幕。首
场比赛有六支队伍展开厮杀。比赛精彩纷呈，非常激烈。我们大纽约分会的求是雄鹰队首
战由北大、北邮等校友联合组成的小强队。这两支队伍都以二十多岁的年轻校友为主力，
比赛异常胶着，比分几度逼平。下半场求是雄鹰队一度领先五分，直至最后 17 秒达到 22
平，此时小强队获得一个罚球，抓住机会两投两中，最终以 24:22 微胜。小强队长期在一
起打球，技术好，配合默契，是一支劲旅。我队能在有限的三次训练后与对手作势均力敌
的对抗，说明我队实力不俗，前景光明。
作为唯一登场表演的浙大啦啦队让观众大开眼界，她们漂亮洒脱排练有素的热劲舞
蹈，把大赛推向又一个高潮，展现了浙大的另一面实力。
目前我队队员达 14 名，志愿者/啦啦队员也有 10 余名。包括（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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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员：张哲明(队长)，夏磊,刘炜，黄华锋，刘斌，陈泉宏,徐江，杨鑫涛，蒋振华，
刘宗元，曾力，李竹，夏伟其，谢景文。
志愿者：包璟，博览，王幽，孙颖涛，侯达俊，夏伟奇，王震泽，刘雨佳，姜锐，潘
逸鑫，王一，郑梦莲，曾力等。啦啦队队长为潘逸鑫。
值得一提的是，曾力学长(87 届)虽然比大多数队员年长，但多年坚持打球，十分关心
校友球队建设。王幽学妹曾是浙大篮球女队队员，经验丰富。潘逸鑫学妹曾是浙大文琴艺
术团主力舞蹈演员，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华人学生舞蹈队领舞。他/她们都十分热情参与活
动。
欢迎广大校友继续报名队员或志愿者。欢迎赞助。具体请联系段云所（微信 duanny）。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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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纽约夏日公园烧烤预告
大纽约分会将于 6 月 21 日（周六）在新泽西州州立自由公园举办 2014 年度烧烤联谊
活动，敬请关注后续相关通知。
[点击回首页⇑]

第九届“春晖杯”留学人员创业大赛（纽约首届）
各位校友：
4 月 21 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九届“春晖杯”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大赛纽约赛区正式启动。自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与国内赛区同步进行网络在线报名。
如果您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资源与环境、新能源与高效
节能、科技农业、文化创意及其它高新技术领域有创业项目，欢迎上网查询信息、登录网
站 http://cyds.cscse.edu.cn 进入“纽约赛区”窗口在线报名。5-6 月份将举办商业计划
书培训。9 月 30 日前项目在网站上公示，结束后产生入围项目，并从中评选一、二等奖若
干。入围项目代表将获得全程资助于 12 月赴广州参加“留交会”，进行项目对接洽谈。
如有问题，请与总领馆教育组傅博、丁捷领事联络（212-244-9392x8007，8011，电邮:
sinofubo@gmail.com,dingjiejia@gmail.com）。祝您成功！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2014 年 4 月 22 日
[点击回首页⇑]

大丹佛地区分会 2014 夏日郊游活动通知
来源：大丹佛地区分会, 王晓丹

尊敬的浙大校友:
在我们全体理事的共同努力和精心策划下，北美浙学校友会大丹佛地区分会将于 5 月
31 日举行 2014 Summer Outing 活动。
活动日期：2014 年 5 月 31 日上午 11 点
活动地址：Waterton Canyon -Colorado Trail
活动内容：Hiking，Fishing, Bicycling, Watching Wildlifes & Picnic (午餐自备也欢迎大家分
享),校友会提供西瓜和瓶装水.如果您属于寻宝成员,在这 trail 上，您还会找到不少藏宝呢.
相聚的地点：停车场（Waterton Rd / Waterton Canyon）免费停车， Parking lot 挺大，据
说在周末停车场很快就停满，建议大家尽量拼车.
Trail: Colorado Trail section 1
为便于统一安排和安全因素,请在 05/28/14 中午前点击这里注册登记。如果您需要搭
车，请提前与我们联系；如果您 (15 岁以上)想垂钩，请带上您的钓鱼执照；如果您是寻
宝成员又想享受寻宝的乐趣，请带上您寻宝的 GPS 和交换物。请别忘了带上防晒霜等户外
必备。让我们腾出一点空间，感受大自然,用我们的双眼捕捉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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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问题：请电邮 zjuaadenver@gmail.com 或电话王晓丹 617-953-3581 或周川东 720-3475059。您的参与就是对我们校友会工作的最大支持, 让我们在活动中相见！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丹佛地区分会
[点击回首页⇑]

春季聚会探寻瑶琳仙境的通知
来源：明尼苏达分会, 吴祚宝

明州浙江大学校友会诚邀本会会员及华人社区各界朋友，于 5 月 18 日星期天一同前往
威斯康星州的 Crystal Cave（http://www.travelwisconsin.com/natural-attractions-andparks/crystal-cave-203565）参加我们春季聚会和探寻威斯康星州的瑶琳仙境，洞底奇景。
地址: Crystal Cave，W965 State Road 29，Spring Valley, WI 54767（Tel: 715-778-4414）。
日期: 2014 年 5 月 18 日 (星期天)
时间: 11:30am - 3:00pm.
活动内容:
(1) 11:30am–1:00pm 中午一起聚餐
(2) 1:00pm–3:00pm 洞穴探奇 Cave Tour
聚餐方式: 中饭为 potluck. 请参与者带拿手好菜与大家分享，校友会将提供饮料。
行车指南：Approximate Travel Time from Twin Cities: 1 hour
1. Take Interstate 94 (I-94) west to Exit 28 (Spring Valley).
2. Turn south (left) onto Highway 128.
3. Go five miles south to Highway 29.
4. Turn right on Highway 29, following the signs to Spring Valley.
5. Continue west on Highway 29 past Spring Valley for one more mile. Crystal Cave i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highway.
门票: Adults $12.95, Youth 4-12 $7.95, Children 3 & Under Free. 需要搭车的朋友可与接送
者分担油费。
联系人: 热切地希望广大校友参与校友会的活动。需要接送的同学, 请与我们联系预约。
参加活动的校友和朋友请尽快发 e-mail 给以下人员联系:
吴祚宝 zuobaowu@yahoo.com
宋志鹏 zhs204@gmail.com
沈云鹤 yunhe.shen@yahoo.com
苏红涛 Zju97217@hotmail.com
王露 wanglu@gmail.com
于晓 asteryu@me.com
注意事项:
1. 洞底温度常年在 50 华氏度左右（10 摄氏度），请大家带上夹克注意保暖。
2.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明州分会提醒参加者在所有的活动中注意安全。本会为非盈利自
愿者组织，对联谊活动的人员或财产安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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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快讯
校友总会 2014 年值年校友返校活动邀请
来源：浙大校友总会

校友总会关于值年校友返校计划从 2013 年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广大校友的热烈欢
迎，当年有记录的校友返校数达 6000 余人，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证书深受校友们的好评。
又是一年春来到，求是园绿意盎然，风光无限，值年校友返校计划一如往常，母校欢
迎您回来走走，看看。
【活动对象】：“值年”校友，是指入学或毕业 10、20……50、60 周年等 10 的整数
倍的校友。如今年是 2014 年，则在 2004、1994、1984、1974、1964 年（其余以此类推）
入学或毕业的校友均为值年校友。 【活动时间】：全年。 【联系方法】：彭老师 57188981461, zhendan@zju.edu.cn，郑老师 0571-88981461, zhengxp@zju.edu.cn。
注：如申领毕业五十周年荣誉证书（申领对象只限于当年正值毕业 50 周年的校友），需要提前两周将校
友返校名单发至邮箱 zhenda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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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定浙大”第三届校友集体婚礼
来源：浙大校友总会

“缘定浙大”第三届校友集体婚礼投票活动自 4 月 2 日启动以来，受到了广大校友和
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4 月 5 日，因集体婚礼投票系统受到人为刷票和攻击，
校友总会关闭了投票系统并进行系统维护。在此期间，我们征求了广大校友新人和部分地
方校友会会长的意见，现决定充分尊重校友们的呼声，不再进行网上投票；邀请已经报名
并通过资格审查的 218 对校友新人全部参加本届集体婚礼。
校友总会将克服困难，努力把本届校友集体婚礼办成让所有校友新人都满意的幸福盛
事。同时，也希望得到各地校友会和广大校友的积极支持，以及校友新人们的充分理解和
配合。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 2014 年 4 月 8 日
[点击回首页⇑]

热烈祝贺王雁霖/吴争校友专程前往求是园参加“缘定浙大”校友集体婚礼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浙大校友总会

校友王雁霖(10 金融) / 吴争(09 动物科学)将专门请假三天从南加州前往母校参加“缘定
浙大”第三届校友集体婚礼喜结连理。这是继上次大纽约区校友沈潞妮伉俪之后从北美专
程赶去参加这一盛典的第二对。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今年报名参加集体婚礼的有 230 对校友新人，经审核有 218 对符合报名条件。双方都
是校友的 137 对。分别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新加坡和美国的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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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来鸿
劉長庚的電信
来源：劉長庚，申屠濓

From: CK Liu <changliu300@comcast.net>
To: 申屠濓 <lianshentu@aol.com>
Cc: 譚永杭 Warren Tan/張克範 <warrentan2000@gmail.com>
Sent: Wed, Apr 2, 2014 1:23 pm
Subject: New Address
申屠老弟,
Last night we had dinner with 張克範(1944 化工)and her son Warren. The host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late 劉祖律. 張 is leaving with her son today to LA where she will stay until
July. Her husband 譚大年(1944 化工)passed away in Taipei in 3/15/2013. Please notify the
one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會員通訊錄 》 to make the corrections. There are also one old
members who passed away like 溤嘉保(蠶桑 1939 Died 12/13/2010), She is the wife of the lat
龔弼(農藝 1937). Warren's address is Warren Tan, 2374 Moberly Court, Thousand Oaks, CA
91360. Phone (805)492-8807. Email warrentan2000@gmail.com. After July, 張 will come back
to her Palo Alto home. 東部氣候好些嗎? 此地下了幾天雨. 無濟於事.
劉長庚/吳梅生
4/2/14. 10:08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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