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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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将收到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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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北美浙江大學校友會第三十八屆年會通知(2014/9/26--9/28)
國有成均，在浙之濱。浙江大學在一百一十七年的歲月裏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傑
出人才，遍布各行各業、世界各地。一九七六年，美、加、墨各地的校友团聚一
起，对已有六年历史的北加州浙大校友会重组，在紐約成立了北美浙江大學校友
會。校友們秉承求是、发扬創新，自此，每年一度在北美不同地區召開校友年會，
代代傳承、三十八年來从未间断，爲校友們敘舊迎新、聯誼交流、分享體驗、互助
發展提供機會和平台。年会成爲衆多校友翹首以盼的重要活動，亦成爲母校提升影
響的一個重要窗口。
今年的年會--第三十八屆年會定于 9 月 26 日至 28 日(周五至周日)在堪称“世
界汽车之都”的美國底特律舉辦(會場爲 Embassy Suites Detroit - Southfield by
Hilton at 28100 Franklin Rd, Southfield, MI 48034)。這將是北美浙大校友會第一次在
這個城市舉辦的年會。届时母校領導師長將蒞臨祝賀，报告過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
展望今后各領域的發展提出对校友工作的期望。北美各地分會将相互分享上届年会
以来所走過的曆程、交流組織各種校友活動的經驗體會，探索縱向傳承、橫向發
展，服務校友、回饋母校的途徑。年會將廣邀世界各地校友會的代表前來共襄盛
舉。针对大底特律地区是工业重镇而周边著名高校群集的特点，在年会前后还组织
有精心设计特别包含了校园及产业考察访问旅游观光活动。
本屆年會的“求是論壇”上設立有关于科技人文、創業发展、求职就業、子女
教育、理财治家、養生保健等多個主題的研討會。論壇時間为 9 月 27 日下午，每
个演講包括討論在内的時間為 30 分鐘。請有意成為講員的校友於 7 月 31 日前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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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 DOC 格式、以“2014 年會論壇摘要-演講者全名”爲文件名，以電郵附件的形
式提交給籌備组(地址为 ncuaa_conference2014@zjuaa.org)。講員將從從中遴选。
參會者請在 7 月 31 日前將報名表连同支票寄給范镇學长（詳見所附【報名
表】。此後報名者會議註冊費另加$10。報名表填好后请先将掃描件以电邮發送到
上述地址）。报名注册也可在北美浙大校友会网站 http://www.zjuaa.org/的【網上
報名註冊】上办理。母校將給 7 月 31 日前報名的參會校友贈送一份因人而異終身
一次特別設計定制的紀念品（逾期無法提供）。
年會的舉辦離不開广大校友在時間、精力、才智、财力等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的貢獻。有意成为筹备组志愿者、或有各种建议的校友，请電郵至上述電郵地址。
有心贊助的個人，集體和企業，請將捐款支票寄往 15 Chrome Ct., Parsippany, NJ
07054, U.S.A。支票抬頭為“NCUAA”並請註明 Conference 2014。 捐贈時請註明
捐贈者的相關信息。我們將通過網站和年會會刊等形式公佈对捐赠者的感谢。
敬请各位校友广为互相轉告，盡早報名，以便會務、場地、午餐、合照、晚宴
等方面的組織安排。歡迎大家攜親帶友與會。對于前來與會的海外各地校友，北美
浙大校友會將協助提供相應的美國簽證材料。
第三十八屆北美浙大校友會年會籌備組
各地區聯系人：底特律:陳田(248)346-0822, 南加州:宋姣(765)430-4810, 波士頓:倪继红
(339)206-1167, 北 加 州 : 许 凯 (408)807-5179, 羅 德 島 : 馬 焰 (401)419-8487, 西 雅 圖 : 张 正 友
(425)301-1767, 多 倫 多 : 王 曉 鳴 (416)756-7288, 休 士 頓 : 郭 昕 (832)677-3420, 華 盛 頓 : 陆 杭
(240)715-2383, 滑鐵盧:嚴伯平(519)886-9361, 蒙特利爾:施建基(450)671-8181, 大紐約:段雲所
(917)379-2569, 紐約上州:石誌敏(585)350-4835, 溫哥華:姜玮清(604)290-4280, 渥太華:冀跟利
(613)322-0065, 芝加哥:蔡文君(630)712-9898, 明尼蘇達:吴祚宝(651)675-8036, 佛羅裏達:梅仁
偉 (352)373-6412, 丹 佛 : 王 曉 丹 (617)953-3581, 北 卡 : 黄 勤 (919)357-3622, 奥 斯 汀 : 陈 鹏
(512)574-0350/ 徐 飞 (512)249-7028, 圣 安 东 尼 : 周 文 俊 (210)382-7649, 卡 尔 加 里 : 张 志 强
(403)209-0789, 达拉斯:蔡謙(214)-405-1403。通訊:吕敏伟(917)364-2431/沈瀾(484)467-0792/
徐彬(778)866-8018/铁木尔(416)569-6212, 網站:葉繼承(408)366-1769,會員:孫淦釗(516)3186016/吴美良(646)942-1187,財務:範鎮(201)486-9571,法律:鄒書康(847)821-0986,其它:劉長庚
(408)741-7563/葉繼承(408)366-1769/陸重慶(973)428-9709

• 请尽快填妥报名表进行网上登记。然后打印此表，连同全额费用支票，抬头为：
NCUAA 并注明 Conference 2014，于 7 月 31 日前寄给范镇学长： Dr. Zhen Fan,
15 Chrome Ct., Parsippany, NJ 07054, U.S.A. 電話: 201-486-9571
• 8 月 15 日后报名且需住宿的校友，我们会尽量安排，但费用以当时的旅馆报价为准。
• 7 月 31 日前報名登記者將獲得母校特制的個性化紀念品一份(逾期無法提供)。
• 联系电邮：ncuaa_conference2014@zjuaa.org
•会议及入住: Embassy Suites Detroit - Southfield at 28100 Franklin Rd, Southfield, MI
48034。Tel: 248-350-2000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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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将组团参加“2014 年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
为进一步加强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留学人员来浙发展、
来杭创业，由浙江省和杭州市共同举办的“2014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
会”将于 2014 年 11 月初在杭州举行。本次大会将邀请 400 名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带项目、带技术、带资金来杭交流、合作、对接。大会将通过海外人才与浙江资本
特别是民营资本的对接，实现“人才+资本”的创业模式，搭建人才智力交流合作
的平台。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将由杭州市海外留学人才美国旧金山联络处协助配合、组
团前往。欢迎有意在浙江创业或工作的海外、包括已经在国内的海归校友和朋友
们，加入我们的团组一起参加。
参会对象：一是取得硕士学位，在国外大学、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三
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二是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三是海外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团
队代表；四是有影响力的海外留学人员社团；五是在产业、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
力的海外华人专才；六是已在国内创业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补助方法：大会为被邀请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在杭大会期间的免费食宿。
其中，对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等形式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通过对接、筛选，
经大会组委会确认，补贴一定标准的国际差旅费 。
报名方法：将填好的【海外留学人才参会报名表】（见 www.zjuaa.org）连同
【海外获得的学位证书扫描件】寄往 hangzhou2014@zjuaa.org 。
报名截止日：因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协助与组委会沟
通，联系领馆集体签证，安排机场接送等事宜。
活动内容： 大会以海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洽谈、海外社团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发
布、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和“千人计划”人选成果项目推介等作为主会场活动，并
推出各具特色的分会场活动。
浙江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下辖 11 个市。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和经
济、文化、科教中心，著名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杭州经济发达、环境优美，是各类优秀
人才宜业宜居之城。
为进一步加强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交流与合作，吸引更多留学人员来浙发展、来杭创
业，自 2009 年起，杭州已成功举办五届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
人才和项目，成为海外引才的“金名片”。
“2014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拟于 11 月初在杭州继续举办。大会以
“交流、合作、创新、创业”为主题，秉承“面向海外、服务浙江”的宗旨，诚挚邀请广
大海外留学人员报名参会，来杭创新创业，将梦想、激情和成就挥洒于杭州这片创业热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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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大会以海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洽谈、海外社团优秀创新创业项目发布、
海外高层次人才招聘和“千人计划”人选成果项目推介等作为主会场活动，并推出各具特
色的分会场活动。
●邀请对象
(一)海外留学人才：一是取得硕士学位，在国外大学、企业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工作三
年以上的留学人员；二是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人员；三是海外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团队代
表；四是有影响力的海外留学人员社团；五是在产业、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海外华
人专才；六是已在国内创业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
(二)国内单位：浙江各市政府有关部门、留学人员创业园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
单位；杭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各区、县(市)有关部门、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科技
园、投融资机构、企事业单位。
●人才项目征集：大会广泛征集海外留学人才与项目信息，欢迎海内外留学人才提供
来浙(杭)创业项目，与浙江、杭州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合作的信息以及来浙(杭)工作意
向，大会将提供人才项目对接平台。
●联系方式
杭州市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浙江省专家与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电话： 86-571-8838-9576 ，86-571-8765-1282
电子邮箱：hzhwrcw@vip.163.com，zjhwrc@vip.163.com
联系人：贾路加，周豪
登录网址：杭州海外人才网 www.hzzjlx.com
●对接邀请：大会将按照“讲究实效”的办会原则，以适当的形式对外公布海外人才
与项目信息，并在对接沟通的基础上，向海外留学人才组织、海外留学人才发出参会邀请
函。
●参会补助：活动期间，大会为被邀请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提供免费食宿。其中，对
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等形式参会的海外留学人才，通过对接、筛选，经大会组委会确
认，给予一定标准的国际差旅费补贴。
●咨询方式：联系部门：大会组委会报名处
联系电话：86-571-8838-9576、86-571-8838-9976
电子邮箱：rsj.lxfw@hz.gov.cn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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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校友会分会活动集锦
波士顿分会龙舟队角逐波士顿龙舟赛
来源：波士顿分会 刘慧（公共卫生， 15 届）

今天，人们都知道端午节龙舟赛是全世界一项热门的运动和节庆。但不少人或许
不知道北美的第一个龙舟节是 1979 年始于波士顿，迄今已有了三十五年的历史。
这个活动向美国和世界人民介绍端午节龙舟赛，为推广中国以及亚洲的文化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2014 年 6 月 15 日，由波士顿龙舟节组委会主办的第三十五届波士顿
香港龙舟节在美丽的查尔斯河畔举行。来自大波士顿、纽约等各地的六十二支队伍
进行了激烈的角逐。
四月初，校友雷晓宇倡议浙大校友组队参加龙舟赛，马上得到波士顿校友会会长
倪继红的支持，并且立即给全体校友发通知。在短短的一周内，21 人的龙舟队顺
利组建。队长由刘慧担任，队员有高琦、郭玄宗、郝帅、花亦洁、黄龙涛、雷晓
宇、林旭超、路宜、米婧、任涓涓、王珅、王同益、汪嘉元、徐夏、阳华龙、于欣
慰、章如安、赵轩、周雪、朱琼。队员们对比赛各项工作进行了仔细的讨论准备，
对于穿着的队服还进行了热烈的投票甄选，并以黑色的求是文化衫胜出。
五月中旬开始，进行了七次训练。由于训练在晚上六点开始，队员们均需提前完
成当日工作前往参加训练。训练中，无论天气多么恶劣，不管是暴风大雨还是烈日
炎炎，队员们都毫不退缩，认真完成训练内容。6 月 14 日上午 12:15，浙大校友队
参加了计时赛的比拼，面对强劲的对手，我们以 3：09.18 和 3：12.50 的成绩成功
跻身 E 组的决赛。6 月 15 日，尽管前一天比赛激烈，大家再接再厉神采奕奕，在
决赛的两场比赛中继续冲刺，并在最后一场比赛中超越了对手，位居小组第八名。
今年的波士顿龙舟赛共有五个中国大学的校友队参赛，除浙大外，清华、北大、
复旦及南大的校友队也在此次比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感谢主办方，感谢教练的
悉心指导，感谢会长，感谢到场支持助威的校友和朋友们，感谢各位队员的辛勤付
出。浙江大学校友龙舟队不仅展现了浙大人求是创新，团结奋进的精神，也让浙江
大学的校旗在查尔斯河畔迎风飞扬。
附件（赛前通知）：
波士顿地区龙舟比赛在这个星期六（六月十四日）就要正式开始了。浙大校友队被安排在了周六
中午十二点进行计时赛。具体的比赛日程以及队伍情况，可以参考龙舟赛官方网站：
www.bostondragonboat.org。排名赛将在星期天（六月十五日）进行，现在每支队伍参加排名赛的具
体时间还没有发布。
希望各位校友能够前来给浙大队伍的参赛队员以鼓励。我们将在 MIT 船坞前集合，各位前来的校
友请留意校旗。具体地址如下：Pierce Boathouse， 405 Memorial Drive, Cambridge MA 0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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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波士顿分会暑期活动通知
来源：波士顿分会 倪继红（化工，88 届）

在这初夏花开草绿的美丽时节，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诚挚邀请新英格兰地
区和北美广大校友参加我们 2014 年度的暑期聚会，同忆求是精神，共话校园家
常。现将活动具体安排发布如下。
时间：2014 年 7 月 13 日（周日）9:00 AM - 5:00 PM
地点：Georges Island (Boston Harbor)
注册：截止时间 2014 年 7 月 9 日 10 P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A6KLhwoMqBx0DcHXVX84nkRaek3T2se2YI1L_BiHK3o/viewform?usp=send_form

费用：船票 $12/人(往返)，午餐 $12/份（午餐内容见注册表；鼓励自带）
支付方式：Paypal 在线支付，账号：yuxinwei611@gmail.com（账号所有者：于欣慰）
转账时请选择“付款/转账给个人”，并请注明“ZJUAA 自己姓名”；如无法通过
Paypal 支付，请电话 617-838-3657 与于欣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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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1、 集合时间：9:30 AM（请尽量提早，不要迟到）；
2、 集合地点：Long Wharf 码头（到后请到浙江大学校旗处集合）；
3、 具体流程：
① 10:00 AM 登船 (ferry 全程 45 分钟左右)；
② 11:00 AM 统一在 Georges Island 岛上码头集合、拍照；
③ 11:00 AM-11:10 AM 码头集合；
④ 11:30 AM-1:00 PM 午餐、拍照；
⑤ 1:00 PM-4:30 PM Fort 内自由活动、分组拍照；
⑥ 5:00 PM 码头集合、拍照、返回。
★自由活动形式如下：
① Fort 外沙滩景色、草坪 picnic、南岛海湾景色；
② Fort 内草坪各类游戏，打牌、聊天、捉迷藏、球类、游戏娱乐等；
③ 4:00 PM 巴西世界杯足球决赛，有无限流量的朋友可以携带 iPad 等网络工具供大家欣赏。

说明：
1. 校友亦可选择自行购买船票前往 Georges Island 集合。9:00am 开始每半小时
一班，最后一班 5:00pm 从 Georges Island 回 Boston。票价为$15/人(往返)。
2. 校友可以选择自带午餐（鼓励）。我们号召广大校友朋友们每人至少携带一
份零食（烤鱼烤肉、薯片、糖果、水果等），举手之劳。
3. Ferry 从 Long Wharf 出发途经 Spectacle Island，原则上不建议大家在活动期间
自行从 Georges 登船前往 Spectacle。
4. 请大家报名后尽快完成费用转账支付，务必完成网上转账，不接受现场缴费
（因为我们要根据报名情况提前预订船票和午餐）。
交通：
此次活动近波士顿 downtown，交通方便，故不统一安排 carpool，住得较远的朋
友可自行联络校友 carpool，或乘坐蓝线 T 至 Aquarium 站下车步行至 Long wharf。
停车：
1 International place $10 weekends
Harbor Garage $19
Well street parking lot $9
Meter on the streets (Free on Sunday)
其他：
① 请大家着运动装或休闲装、运动鞋出席；
② 请自备雨伞、创可贴、避暑药、晕船药、胃药、防晒霜等；
③ 岛上不能携带酒类饮品；
④ 请大家保管好相机、手机等随身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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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如遇特殊天气活动被取消的话，报名费将与午餐提供者商讨扣除违约金之
后返还给大家；
筹备组成员(活动中如需任何帮助请联络下列人员)：
路宜(617)417-4573、于欣慰(617)838-3657、刘茁(781)535-2324、王同益(617)583-0300、
王 澄宇 (401)323-9884、高 学宇 (857)205-1965、刘 思源 (401)426-0386、雷 晓宇 (518)2535325、 朱 琼 (408)508-9457 、 王 岚 (781)467-6078 、 汪 嘉 元 (516)343-2080 、 赵 轩 (401)6541256、刘瑞涵(617)899-4536、刘青(617)952-8601。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ZJUAA Boston Chapter
http://www.zjuaa-boston.org/
[点击回首页⇑]

大纽约分会篮球队鏖战首届联盟杯
来源：大纽约分会 段云所（医仪，95 博）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激烈比赛，6 月 8 日，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联盟杯篮球联赛
决赛在 NBA 纽约 Knicks 队主场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以清华校友为主的铁球队和
以南开校友为主的五虎队在这里对决，浙大求是雄鹰队等其它六支未进入决赛的球
队进行了表演赛。五虎队在加时赛中以 28:26 勇夺冠军。来自 50 多所中国高校的
400 多名校友观看了比赛。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徐永杰教育参赞、傅博领事应邀出
席观看指导。
参赛球队队员分别来自南大、南开、华南理工、天津医大、浙大、清华、中科
大、天大、武大、北大、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山东工商大学、上海财经
大学、上海交大、复旦、北工大、北农大、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人大、
北邮、哈工大、重大、福州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和南邮等 57 所中国高校在
美校友会。联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初赛分 A、B 两组，进行组内循
环。在复赛阶段，小组第一名与第二名争夺决赛，第三名与第四名夺第五。联赛为
期近两个月，共进行了 40 场比赛。
浙大求是雄鹰队在赛前才组建，两个月前许多人都还互不相识，短短的时间里，
加强训练、抓紧磨合，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队员个个表现英勇，在小组赛中曾战
胜亚军铁球队，遗憾的是在其它比赛中以微小差距失利，最终获得第五名。浙大啦
啦队在初赛中就出场成为唯一亮相的热舞劲旅，决赛中再次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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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大纽约分会夏日公园聚会烧烤活动通知
来源：大纽约分会 （吴美良，）

柳摆樱飞春习习，树茂水涨夏炎炎。
春既至，夏不遥！一年一度的大纽约浙大校友夏日公园聚会又将如约上演。去年，
150 多位校友及家属朋友齐聚新泽西牧羊湖，老友叙旧，新朋结识，单身派对，老
少同欢！今年，我们将再次回到熟悉新泽西“Liberty State Park”，同窗友谊随夏
日炙热，在延续 …… 我们衷心期待您和您的家人朋友如约而至，分享快乐！
时间：2014 年 6 月 21 日（星期六）10:30am – 4:00pm。
地点：Area 4 , Liberty State Park, Morris Pesin Drive，Jersey City, NJ (Turnpike Exit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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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开车、轻轨等均可方便到达，详见 www.libertystatepark.com/directio.htm
停车：免费
食品：供应烧烤、饭菜、水果、及饮料等。
费用：6 月 18 日前报名：5 岁以下 70 岁以上免费，6-12 岁$5/人，13-69 岁$15/
人。6 月 18 日后：5 岁以下 70 岁以上免费，6-12 岁$10/人，13-69 岁$20/人。
报名：请将您的中文姓名，拼音，浙大毕业系别和年份，参加聚会人数等信息发
电邮至 zjuaagny@gmail.com 报名。
联系：段云所 917-379-2569，吴美良 646-942-1187，单雷 914-815-1267。
[点击回首页⇑]

2014 大丹佛分会夏季聚会
来源：大丹佛分会 王晓丹（化学，89 届）

如果您曾经参加过或还记得大丹佛地区分会 2013 年 9 月的 Kenosha Pass（第六
段）赏秋活动，那么 2014 年 5 月我们的 Waterton Canyon Summer Outing hiking trail
是从丹佛一直到达 Durango 全程超过 400 英里的整个 Colorado Trail 的源头（第一
段）。20 多位浙大校友，家人和朋友们参加了这次活动。
Waterton Canyon trail 的停车场位于一条繁忙的公路旁边。但当您走完半英里的时
候，城市的喧闹已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您可以选择沿途六个休息区做为您方便的转
折点: 继续前进或打道回府。宽阔平坦的砂石路，确保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空间：跑
步的、徒步的、骑自行车的、骑马的，或政府的维修车辆的……
经过这六个休息区后，其余的区域都是用生活在这峡谷的不同的动物命名：长耳
鹿，蓝鹭，黑熊，山狮，响尾蛇，和大角羊……如果在经过 Strontia Springs Dam
后，再走上 1.5 英里, 您将可以看到大角羊群。这很受自行车爱好者，跑步者和
徒步者青睐的平坦宽阔的 13 公里的健行道，不是经常随意可以找到的。
尽管活动中我们遭到雷阵雨的突然短暂袭击（感谢其中的两个休息区），尽管我
们到达 Strontia Springs Dam 后没有继续前进，但 Platte River 蜿蜒穿过峡谷的自然
美景，校友们分享的美食佳肴，那参与“谁是卧底”游戏的笑声，那发现藏宝小朋
友的惊喜兴奋之情……都留在我们的心坎里回味无穷。
感谢为这次活动精心策划和无私奉献的理事和现场工作人员：周川东，朱一波，
邓威，付强，余礼平，骆军委，方坚，王晓丹以及参加这活动的校友，家人和朋
友。
让我们在下次活动上相见！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丹佛地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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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多伦多夏季野餐会
来源：多伦多分会 王晓鸣（信电，87 届）

6 月 21 日，晴空万里，17 至 23 度的宜人温度，吸引了很多家庭走出户外，享受
阳光、享受自然清新的空气。多伦多分会每年一度的夏季野餐会在多伦多市的
Wilket Creek Park 举行。
早上 10 点，虞文娟、刘玮校友夫妻和张志鸣校友将校友会提前准备的帐篷、桌
椅等送到公园，策划聚会活动内容的颜路阳理事此时已在现场等候，一些提前到达
的校友主动协助现场的布置，李嫒嫒和虞文娟校友承担了签到工作。太阳渐渐地升
起来，校友们陆续来到，公园里一片欢声笑语，“您来了”、“好久不见”、“哪
一届的”“真年轻”......一声声的问候此起彼伏。84 岁的 1952 届邓敬煜学长精
神抖擞地又自驾车来了；82 届的吴默成校友每次校友会活动都积极参加、默默奉
献，这次他又负责将居住在几十公里外的密西莎加市 66 届的老校友李友德接来参
加活动。11 点整，“大不自多，海纳江河”，优美的音乐，具有丰富内涵的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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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歌吸引了公园其他的活动者，王晓鸣会长带领大家齐唱荣登高校校歌榜首的母校
浙大校歌，拉开了活动的序幕。“菜放这边”、“这是怎么做的？”、“真好
看” ......在志愿者的协调下，几十道各家精心准备的美食佳肴摆满了桌子。12
点，野餐正式开始。“老学长先来”、“孩子们优先”，大家礼让着排起了队。大
家边吃边聊，但是我们的义务摄影师丁君华、朱子平校友却忙个不停，抢抓精彩镜
头。午餐后一批校友跟着颜路阳理事到公园内的远足道开始了徒步旅行
（Hiking），留在野餐地的校友在摄影师的安排下拍了张不全的“全家福”。下午
两点，由加拿大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和浙江大学校友会联合举办的“华
夏江湖”杯校际排球赛开始了，由毛红松带领的浙大校友队去年取得了首届杯赛的
冠军，今年的决战还是在浙大和清华之间进行，“浙大，加油”、“清华、加
油”，场外啦啦队的加油声，把比赛推向高潮，最终我们浙大队又一次卫冕成功。
下午 5 点，活动已近尾声，许多校友依然流连忘返，他们三五成群，有的打牌，有
的交谈，孩子们在草地玩耍，享受着天伦之乐和美好的自然的环境。
“找到组织了”--刚刚移民加拿大才六个星期的 2007 届李宁校友说。来加探亲
的 69 届校友翁开华和同是浙大校友的儿子翁志鸿一起来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
说，“很高兴在异国他乡能见到这么多浙大人”。一些来加拿大学习进修的校友，
从媒体和其他渠道上得知消息后，也纷纷前来参加，如参与母校 2+2 双学位项目的
正在多伦多、滑铁卢等地学习实习的学弟马诗斌、叶绿宇等，都很高兴在这里能见
到众多的学长并能和他们交流学习；杭州来的校友马苏芳三年前送女儿来多伦多求
学，曾参加过我们校友会的野餐聚会，今年来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恰好又遇到我们
的野餐聚会，再次参加来活动，非常开心。这次野餐聚会共有 150 多的校友和家属
朋友参加，大家期待着下次的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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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明州校友威斯康星水晶洞探险
来源：明州分会 吴祚宝（机械，91 届）

5 月 18 日,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北美浙大校友会明州分会组织校友和双城的
华人朋友到威斯康星春谷镇的水晶洞 (Crystal Cave) 举行了野餐和岩洞探险活动。
当日, 天气完美, 大家早早启程驱车前往威斯康星水晶洞。约一个小时开车直到
所谓入口处，为一处清静幽闲之处，这里树林很多，不远处群峰拔地而起。很适合
悠闲的在这农庄家边上，山峰之中野餐。尽管大家带来的食品简单多样，置身清新
美妙的自然环境中，享受休闲健康的野餐生活新体验。一边野餐一边交流工作和子
女教育的话题，增进了友谊也获得了启发。野餐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找个自然环境
大吃一顿这么简单，它还是一个与家人、朋友交流感情的机会。
餐后, 大家在热情的导游带领下, 走下岩洞参观。水晶洞位于春谷镇，据介绍，
在 1881 年被当地男孩发现。该洞长 700 英尺，距地面约 70 英尺，是威斯康星迄今
发现的最长的岩洞。洞内常年保持在 50 华氏度左右，并且十分宽敞。里面的岩石
千奇百怪，栩栩如生。岩水慢慢的滴落，形成一个个石笋，水珠挂在笋尖，灯光照
去，就像一个钻石。有的岩石在紫外线灯照射下会显现特别的颜色, 这些都令大家
啧啧称奇。这里每一块石头就是一幅美丽的画，每一个怪石都是一个巧夺天工的作
品。令你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倒挂着冬眠的蝙蝠触手可及, 好像默默地在欢迎我
们这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每走几步，大家就要停下来看，不放弃任何一个美丽的景
致，有些地方一定要弯着腰，手扶着石壁才能走。突然导游提议关灯，保持安静，
洞内伸手不见五指，寂静无声，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这样不知不觉在洞里大
概参观了 60 分钟。
走出洞外，春意盎然，见到了久违的太阳，又呼吸到了清凉的春风，与洞内形成
了强烈的对比。这次洞穴探险，我们高兴的去了，依依不舍的返回啦！感觉就如我
们送别冬天, 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春天一样。春天快要结束了, 我们活动就算给夏
天起个头吧，希望更多人能参与进来。
这个活动成功圆满的结束，要感谢的人太多。大家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克服种
种限制性因素，给予了此次活动有力的支持和配合。谢谢吴祚宝、胡捷、王家隆、
宋志鹏和其他校友理事 ……反正很多了，不一一写下来了。特别要感谢一下苏红
涛，给大家摄影，购买食品和饮料。经过了这次活动，我感觉校友的凝聚力更强大
了，集体荣誉感也更强烈了。我相信，今后的活动会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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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苏红涛（数学，97 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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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快讯
沉痛悼念吴平教授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唁 电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并转吴平学长亲属：
惊悉浙大副校长、校友总会副会长吴平教授不幸遇车祸逝世，不胜痛惜。
吴平学长的突然离去，是浙大及校友总会的重大损失。亦为北美浙大校友会留下许
多遗憾。
谨此表示沉痛哀悼，并致诚挚慰问。
吴平学长千古！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转发：沉痛悼念吴平教授
发布：2014-06-12 13:16

来源：校友总会
作者：吴晨
副校长、校友总会副会长吴平教授今晨不幸遇车祸离世。谨此悲痛哀悼！
发布：2014-06-12 14:32:25

来源：校友总会
作者：浙大新闻办
6 月 12 日早晨，我校副校长吴平驾车从家里到学校途中发生车祸，不幸遇难。
惊闻噩耗，师生同仁深表哀痛。-浙江大学新闻办公室
附往事一則：2012 年，副校長、校友總會副會長吳平參加北美浙大校友會在多倫多舉辦的第 36 屆
年會，原定上午十一點开始的有关國際交流的報告，因議程時間關係临时取消，當時相约以後再
说，而今成了永久的遺憾。 -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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