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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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http://zjuaa.org/reg-form.pdf
http://zjuaa.org/reg-form.pdf
http://www.zjuaa.org/
http://embassysuites3.hilton.com/en/hotels/michigan/embassy-suites-detroit-southfield-DTTSFES/index.html
http://embassysuites3.hilton.com/en/hotels/michigan/embassy-suites-detroit-southfield-DTTSF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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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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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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特律 :陳田 (248)34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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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6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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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http://zjuaa.org/
http://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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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大校友会将组团参加“2014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 

 
尊敬的各位理事、各地区校友会负责人， 

我们已更新好北美浙大校友会的网站，现包括杭州主会场的报名表及温州、丽水

分场的资料，请大家帮助转发“2014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的信

息给你们周围的海外留学人员及社团（不局限于浙大校友）。欢迎大家尽早报名。 
谢谢！ 

北美浙大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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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日在杭州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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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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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在产业、专业领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专才；五是已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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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 2014 年 9 月 30 日后入境的护

照凭证） 。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www.zjuaa.org ) 将与杭州市海外留学人才美国旧金山联
络处（www.hzlxus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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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参会。我们可以

协助您与组委会沟通，联系领馆集体签证，机场接送等事宜。 
  报名方法：报名参加杭州主场活动，请将填好的【海外留学人才参会报名表】
连同 【海外获得的学位证书扫描件】寄往 hangzhou2014@zjuaa.org 。 
  报名截止日：10 月 1 日。因名额有限，请有意参会人员尽早报名，以利于项目

对接。欢迎大家转发给你们周围的海外留学人员及社团（不局限于浙大校友）。 
    今年的大会活动及杭州会后“浙江行”活动安排如下： 
    一、杭州主场活动定于 11 月 4 日报到，11 月 5 日-7 日在杭州正式举办。 
    二、“2014 中国•温州民营企业高层次人才洽谈会”：11 月 8 日-9 日（7 日下午

接车报到）。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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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4 中国•丽水人才科技峰会”：11 月 8 日-9 日（7 日下午接车报到）。 
    海外高层次人才可以选择以下方式报名参加“2014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

目合作大会”以及后续浙江行活动： 
    一、只参加杭州主场活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11 月 4 日杭州报到，7 日下午杭州

离会），请根据如上报名方法，报名参加。 
    二、既参加杭州主场活动，又参加温州分场活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11 月 4 日杭

州报到，9 日温州离会），请先根据如上报名方法，报名参加杭州主场活动。此
外，还须根据【温州分会场活动公告】的要求，联系温州当地组织方报名参加，同

时邮件 CC 给 hangzhou2014@zjuaa.org 。 
    三、既参加杭州主场活动，又参加丽水分场活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11 月 4 日杭

州报到，10 日丽水离会），请先根据如上 报名方法，报名参加杭州主场活动。此
外，还须根据【丽水分会场活动公告】的要求，联系丽水当地组织方报名参加，同

时邮件 CC 给 hangzhou2014@zjuaa.org 。 
    四、不参加杭州主场活动，只参加温州分场活动或丽水分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请根据如上温州或丽水分场活动的要求，联系温州或丽水当地组织方报名参加，同
时邮件 CC 给 hangzhou2014@zjuaa.org 。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www.zjuaa.org ) 
杭州市海外留学人才美国旧金山联络处（www.hzlxus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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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中秋迎新烧烤活动 
来源：波士顿分会 倪继红（化工，88 届） 

 

亲爱的浙大校友们，转眼间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中秋也如期而至。为迎接新生，

并促进波士顿地区校友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波士顿浙江大学校友会将于九月二十日

在水城阿森纳公园举办联谊野餐烧烤活动。我们诚邀各位校友和您的家人以及其他

华人朋友一起来聚会——老朋友们叙旧，新朋友们结识，享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餐

点和互动游戏，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 

具体信息如下： 

时间：2014年 9月 20号（星期六），11:00 AM -4:00 PM 

地点：Arsenal Park, 485 Arsenal St, Watertown, MA 02472 
活动：烧烤，品尝月饼，体育棋牌，社交休闲 

费用：成人-$15；青少年(5-12岁)-$10；幼儿(5岁以下)-$5 

付款： Paypal：wen.eve.wang@gmail.com 或 BOA转帐至：Wen Wang, Mobile: 617-959-
5906。请务必在附加信息中添加自己的姓名及人数（Ming Li, 1 Adult + 1 Youth），以方便

确认。使用 Paypal付款时，请选择 family or friends 而不是 goods or services，以避免不必

要的手续费。为方便活动的组织及食材的购买，只接受网上支付，请谅解。截止日期为 9

月 17日晚 11点。 

报名：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FJ4tZsWS76GtEazxF3mP5RFkkCvr1unzuDjXdPzXo/viewform 
交通：公交：可从 Central Station红线地铁站附近搭乘 70/70A，大概需 15-20分钟；

或从哈佛 yard附近搭乘 64，大概需 10-15分钟 

      自驾：Arsenal Park以及 Arsenal Mall均有免费停车场。由于公园在 Arsenal Mall
的正后方，如您从 Arsenal Street 行驶，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公园。所以当您驾车看到

Marshalls 时，请进入 Arsenal Mall的停车场，并从停车场一直向河边驾驶，则可以找到公

园的入口。您也可以选择停车在 Arsenal Mall的免费停车场，然后步行进入公园。 

备注： 

 -游戏及物品：如果您有各种卡牌游戏，折叠椅，球类等，请帮忙携带 

 -安全：请负责自己的安全，校友会不承担任何的个人人身及财产损失 

联系：电邮：wen.eve.wang@gmail.com，电话：617-959-5906(王文)，614-557-7563(范永

佳)， 614-309-5418(温源) 
同时，校友会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能够抽出一些时间，参与当天的活动组织，我们也

非常欢迎！波士顿浙江大学校友会诚邀您和您的家人朋友，与新老朋友一起，相聚在美好

的查尔斯河湖畔，一同畅想未来！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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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分会第七次圆桌讨论活动通知 
来源：波士顿分会 倪继红（化工，88 届） 

 

亲爱的浙大校友：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第七次圆桌讨论活动将于八月七日举行。圆桌讨论活

动的主旨在于促进不同年龄段校友之间的交流联系。交流的内容包括求职就业、职

业发展、个人理财、移民身份、回国发展等等。在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对经济咨

询，市场研究，私募基金，生物制药，个人创业等方面的职业发展道路进行了探

讨。第七次活动我们邀请到了在 State Street Associates 担任 vice president的吴健学

长为大家讲述他在金融行业的心路历程。 

请感兴趣的校友尽快回复。我们将发送确认信给最先回复的 10 位校友。 

北美浙大校友会波士顿分会 
Dear ZJU Alumni, 

ZJUAA Boston invites you to the 7th roundtable discussion. 
During the roundtable discussion events, we usually invite a speaker to share his/her experience about 

job hunting, career development, personal investment, immigration, etc. with other alumni.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support this series of event as speakers, as long as you think you have some points to share 
with our community! 

We have covered topics in economic consulting,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 computational biology,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analysis,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BA application in our previous events.  

The topic for the 7th round table discussion event is career path in Finance. Our speaker is Jian Wu. Jian 
is a v ice president in  State Street  Associates within State Street Global Exchange. In  this role, Jian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prietary investor behavior indicators and the trading 
analytics for securities lending. Jian holds a Ph.D. in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an M.S. in 
mathematical finance from Rutgers University. He also earned an M.S. and a B.S. in Optical Engineering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Event time: Aug. 7th 6:00pm 
Event location: Maki Maki (304 Western Ave, Brighton, MA) 
Please reply to this email and we'll send out the confirmation.  Thanks for your support! 

ZJUAA Boston Chapter 
www.zjuaa-boston.org 

[点击回首页⇑] 

2014 乔治岛之行 
来源：波士顿分会 路宜（化工，88 届） 

 

波士顿浙大校们于 2014 年 7 月 13 日开展了暑期联谊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利用登

岛游览的方式来进一步增进校友们之间的友谊，加深了解，共话学习与生活，感受

大自然，共叙求是情。这次活动，以路宜，于欣慰为首的筹备团，经过策划，踩

点，统计，订票，订午餐等一系列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当天共有来自大波士顿

地区及罗德岛等地区的 40 多位校友参加，一同游览了波士顿地区的乔治岛(Georges 
Island)。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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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型大学，素有“北清华，南浙大”之称，被李约

瑟誉为“东方剑桥”。浙江大学如今在中国高校中名列前茅，正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

行列，而海外校友心系浙大，致力于为母校的发展添砖加瓦。 

上午十时许，伴随着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海风，校友们齐聚 Long Wharf 码头，一

同乘坐渡轮来到美景秀丽的乔治岛。为了等订了票还没到的校友，王同益和欣慰继续

在码头等了一个小时。上了船，校友们不时谈笑风生，感受着海风的微醺，欣赏着目

不暇接的美景，盘点着自己在波士顿的点点滴滴，谈论着彼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经过将近四十分钟的轮渡，我们来到了乔治岛，映入我们眼中的美景有如世外桃源

一般。我们首先来到了岛南端的 Sea Wall，飞翔的海鸥、浮水的鸭子，海天一线的

美景让我们忘却了所有的烦恼。岛上最值得游览的是美国内战沃伦堡，鸟瞰去形状有

如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中央草坪更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好地方。在这里，大家玩起

了足球、桌游，推车轮等游戏，并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好友环游堡垒，观赏，拍照。大

家娱乐结束后一齐在草坪上摆出了“ZJU”的字样，象征着大家对母校浙江大学无限

的爱。岛上游览结束后，校友们一起来到了倪继红会长的家，一齐观看世界杯足球赛

决赛。精彩的比赛引得在场的球迷们连连叫好。球赛结束后，会长请大家吃了 pizza

和饺子。也许是饿了，大家觉得那 pizza特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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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促进了校友们的交流，加深了友谊，大家既健康了身心，又感受了大自然

的美，相信大家都会以更充沛的经历和更美好的心情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

绩。 
  [点击回首页⇑] 

 

2014 大丹佛地区分会赏秋活动通知 
来源：大丹佛分会王晓丹（化学，89 届） 

 

在全体理事成员的精心策划和共同努力下，我们大丹佛地区浙江大学校友会将于 

2014年 10月 4日在 Eldorado Canyon State Park 举行赏秋活动. 我们诚邀各位校友

和您的家人以及朋友一起来聚会,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 

活动时间:  2014年 10月 4日(星期六)  11:30am 开始  

集合地点: Superior Costco 停车场 (600 Marshall Rd, Superior, CO 80027)  
          (集合后,校友会将统一拼车，带队前往) 

活动地点:Eldorado Canyon State Park (9 Kneale Rd., Eldorado Springs, CO 80025)  
活动内容: hiking, picnic, rock climbing, fishing, 赏秋  

活动费用: 成人 $5, 在 Superior Costco 停车场现场付款. 老人(65 岁以上)和小

孩(12岁以下)免费. 校友会提供 park 门票, 水和 snacks等。午餐自备欢迎分享。 

为便于统一安排和安全因素,请在 10/3/14 中午前点击这里注册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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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问题：请 email denverzjuaa@gmail.com 或电话: 王晓丹 617-953-3581, 周川

东 720-347-5059, 朱一波 720-220-9458，沈冲 303-217-6446,方坚 720-936-5188。 

您的参与就是对我们校友会工作的最大支持, 让我们在活动上相见！ 
[点击回首页⇑] 

 

第九届“春晖杯”创业创新大赛纽约赛区颁奖式暨项目对接人才洽谈会报名 
来源：大纽约分会 段云所（医仪，95 博） 

 

第九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设立了纽约赛区，再次点燃了广大

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为国服务实现梦想和抱负的热情，报名参加比赛的留学人员比

往届大幅增加。为进一步扩大“春晖杯”大赛在该区的影响并利用好此平台，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多渠道为祖（籍）国服务，驻纽约总领事馆将于 9 月 24 日下午在总

领事馆举行第九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纽约赛区颁奖仪式暨项目

对接和高层次人才洽谈会。 

由教育部、科技部共同主办的“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

“春晖杯”创业大赛），自 2006 年发起至今，积极引导和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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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项目汇聚、

对接和孵化的重要平台，成为贯彻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知名品牌。 

此次活动将以颁奖为契机，将项目对接、科技、人才洽谈三位一体活动打造成海

外人才追逐梦想、创新创业的理想之地，成为高层次人才思想交流、获取回国创业

与发展的最新政策聚集地、成为海内外精英相互合作和研讨的舞台。 

参加此次活动的有来自“春晖杯”创新创业大赛纽约赛区的参赛者、获奖者，协

办单位、有意回国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以及从国内专程赶来的大赛组委会有关负责

人和相关科技园、留学生创业园、投资公司等单位，相信这是一次交流的盛会。 

报名：docs.google.com/forms/d/1fro_EmlSTT_eD7WiVfXnqCzY1tJNmuhDmCv62nPZPVs/viewform 

截止日：请于 2014年 9月 19日前发回。 

联系人：傅博，驻纽约总领馆教育组领事 212-244-9392x8007，917-792-9060， 

Email:sinofubo@gmail.com。 
 [点击回首页⇑] 

 

附：关于“春晖杯”创业大赛及其特点  

◆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部； 

◆ 中国面向全球留学人员的唯一国家级创业大赛，已连续举办 8 届，央媒及众多媒体广泛报

道，是国内规模最大、参与留学人员最多、各方关注最高的国家级创业大赛； 

◆ 获得中央及各级政府、开发区、留学生创业园数额不等的专项资金资助，资助金额和比例高; 

◆ 已举办 8 届，共有 1376 个项目入围；历届入围项目有近三分之一已落地国内孵化，部分已成

为上市公司；2013 年第 8 届大赛共有 276 个项目参赛，其中 192 个项目入围，入围比例高。 

入围项目得到的支持和资助: 

◆ 享受中央及各地政府、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对留学人员企业优惠政策支持； 

◆ 获全额资助回国参加广州“春晖杯”入围项目颁奖典礼和大型对接会，可与 100 多家国内政

府主管部门及相关机构、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和风险投资机构就项目落地实施举行深度对接； 

◆ 获全额资助，回国参加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 

◆ 获全额资助，赴国内相关地区进行项目落地考察活动； 

◆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神州学人》杂志对入围项目提供持久支持，直

至成功落地。 

关于“春晖杯”大赛纽约赛区:  

◆ 2014 年起在纽约专设赛区，主要面向该领区的中国留学人员，包括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

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缅因州、佛蒙特州、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 

◆ 纽约赛区承办单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 

◆ 信息查询及在线报名网址：http://cyds.cscse.edu.cn。 

报名须知: 

◆ 凡正在或曾在纽约领区十州学习或工作的中国留学人员均可报名； 

◆ 无论到中国任何地方创业，均可报名；     

◆ 请在报名网站首页选择“纽约赛区”填写相关信息； 

◆ 不收取任何费用。 

参赛项目要求: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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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较高创新水平和较强市场竞争力、有较好的潜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节能降耗、有利环境保护的科技创新项目或创意。行业领域可划分

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资源与环境；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科技农

业；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及其它高新技术领域。 

纽约赛区赛事流程: 

◆ 网上报名：2013 年 4 月 21 日—7 月 31 日； 

◆ 评审：9 月 2 日至 5 日“春晖杯”创业大赛组委会评审参赛项目； 

◆ 公示：9 月 17 日前确定全球入围项目并在“春晖杯”创业大赛网站上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 

◆ 评奖：大赛组委会将为纽约赛区入围项目评选出一、二等奖若干； 

◆ 颁奖大会：2014 年 9 月 24 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将为获得本赛区一、二等奖的入围项目获得

者颁奖并邀请国内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以及用人单位一同参加，进行项目对接、科技合作和人

才洽谈，第一时间与国内有关单位接洽； 

◆ 交流洽谈会：2014 年 10 月 27 日在纽约举办以人才招聘、创业项目对接、创新论坛为主要内

容的洽谈会，邀请国内知名高校、留学人员创业园和科研机构参加。 

◆ 回国相关活动：2014 年 12 月，所有入围项目代表赴广州参加“春晖杯”入围项目颁奖典礼

和大型对接会、参加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到国内相关地区进行项目落地考察活动。 

项目后期推广:“春晖杯”创业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将努力打造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项目汇聚、项目

培训、项目对接、项目启动平台，包括： 

◆ 面向各地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风险投资机构、科技管理部门等全

面推广入围项目； 

◆ 发布《“春晖杯”大赛专刊》，在中国留学网、《神州学人》杂志等中国留学生媒介上推介

项目； 

◆ 持续安排各种洽谈对接活动（如每年 6 月大连“海创周”及各地项目对接平台）。 

◆  联系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傅博领事、丁捷副领事， 212-244-9392x8007/8011,  
sinofubo@gmail.com, dingjiejia@gmail.com 

[点击回首页⇑] 

 
大纽约分会中秋迎新野餐活动 
来源：大纽约分会 吴美良（土木，00） 

 

亲爱的校友：大家好！ 

炎炎夏日终于结束，学生们陆续返回校园，休假的人们也回到了工作岗位。同

时，又有一批新校友来到大纽约地区学习或工作。适逢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在这艳

阳高照的金秋时节，浙大、南大、中科大、天大（北洋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等院
校的北美校友会，携手诚邀广大校友，以及亲朋好友一起相聚纽约中央公园，享受

秋日的美景。新老朋友们可以一同交流学习、生活体会和工作的心得，同时也扩大

自己的社交网络，丰富在美生活。 

 野餐活动定于九月七日上午 11 点开始，下午 4 点结束。地点在纽约中央公园西
北角 Great Hill area，位于 Central Park West 大街和 106-108 街之间。到公园

的公共交通很方便，可乘地铁 B、C 线至 110th St.-Cathedral Parkway 站，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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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进公园。午餐我们将给大家准备一些便餐，和一些小游戏以及排球等体育活

动。有兴趣的校友或子女也可在公园内散步游玩（附近有 Softball field 和 

hiking trail）等。哥伦比亚大学汉服社的小伙伴们也会带来典雅又绚丽的民族服
装，可以让大家欣赏并试穿，摄影师会为大家留下这一刻的美丽倩影。 

时间：11:00am-4pm, Sunday，September 7，2014 
地点：Great Hill of Central Park in Manhattan, 106 街和 Central Park West 
交通：Subway B、C 至 110-Cathedral Parkway站，开车者可在附近街道停车，然

后步行到野餐点，从 108 街入口沿路上坡，从 106街入口上台阶，到 picnic tables. 
报名：网上注册：$10（野餐费用，午餐有纽约闻名的秦哥夹馍, 法拉盛小吃驴

打滚和月饼）。请从速注册并付费，截止时间为 9/4, 11PM (注册需提供 PayPal 付
费确认号)。请用 PayPal 付款至 hqma100@yahoo.com。付款时请选择"I'm sending 
money to family or friends" 这样可以免除手续费。注册链接：http://goo.gl/hCt9h8。 

       现场注册：$15，小学生以下儿童免费。 

       浙大校友注册后请同时发个 email至 zjuaagny@gmail.com，谢谢！ 

北美浙大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点击回首页⇑]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 2014 夏日公园聚会 
来源：大纽约分会 段云所（医仪，95 博） 

 

海风撩裙衫，炊烟布谷香，旗展树影斜，新旧乐一堂。2014 年 6 月 21 日，一年一

度的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大纽约分会夏日公园聚会在新泽西州 Liberty State Park 如期
举行。180多位不同年代的校友及家属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聚会。 

虽然预订的开始时间是上午十点半，但吕敏伟学长不到十点就率先到达，守候在聚

会区域，并以第一个到达为荣，难掩脸上洋溢的喜悦。接着李坤等校友带着多箱饮用

水及其他物资相继到来，在公园树林中，校友们热情地升起校旗，铺上桌布，生起炭
火，盼望已久的聚会渐次展开。由于校友们来自不同的系别和年级，加之年轻校友居

多，因此大多是第一次见面。大家一边介绍认识，一边簇拥交谈，场面热闹而温馨。     

十二点左右，随着吴亿慧前会长及孙淦钊理事先后带着定制的美食到达，校友们也

基本到齐，聚会正式开始。前会长申屠濂学长首先代表因事缺席的北美校友会陆重庆
会长简要介绍了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历史，并号召大家关注和参与将于今年 9 月

28-29 日在底特律召开的第 38 届年会。接着 90 多岁的曹竹轩学长回忆了她参与创建

和领导校友会发展的历史，讲述了他们老一代学长为校友们的联络和发展做出的巨大

贡献。即将启程回母校的张蔚文教授也向大家道别，感谢校友们几年来的支持和帮
助，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母校发展。校友们特地制作光盘，刻下了这些年来她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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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推动合作、帮助校友会发展工作中的留影照片，赠送给她以作留念。随后，大

家在享用美食中不断增加了解，从陌生到熟悉，从寒暄到深谈，逐渐展现校友同窗

情，手足爱。很多第一次参加聚会的校友更为找到组织而兴奋不已。前不久刚参加完
中国高校北美校友会联盟杯篮球赛的浙大雄鹰队副队长夏磊，队员解景文和刘炜，以

及啦啦队队长潘鑫逸等学长也高兴地与大家分享了参加球赛的经验和乐趣！曾礼昌理

事带领志愿者多次接送校友，其他志愿者，如璞海风，侯小彤，陈斯瑶，林红媚…等

校友也非常热心地帮助现场登记，掌勺烧烤等，为聚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极大帮助！
活动还得到了萧山驻纽约海外人才联络站的赞助。 

会上还进行了大纽约分会换届，曾担任四年副会长和三年会长的段云所学长届满离

任，由已担任六年副会长的吴美良学长接任新一届会长。在段云所学长的真诚感谢致

辞后，吴美良会长随即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表示将尽心尽力做好校友会工作，并
鼓励热心校友积极加入校友会，为广大校友服务。 

尽管当天艳阳高照，刚刚经历了一波热浪的纽约却气候温和，习习的海风甚至有些

凉意逼人，但校友们热情高涨，坚持到下午四点多才在依依惜别中离去。   

                                   [点击回首页⇑] 

http://www.zjuaa.org/
mailto:NCUAA_Newsletter@zjuaa.org
http://www.zjuaa.org/


 

北美浙大校友会电子通讯 
                2014 年第七期（总第 8 期）                2014 年 9 月 12 日             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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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奥斯汀中秋美食节 
来源：奥斯汀分会徐飞（电机，86 届） 

 

  由奥斯汀多个校友会和社团联合举办及赞助的 2014 奥斯汀中秋美食节定于 9/6

举办。具体情况如下。因入场人数有限，注册者能得以优先入场。请及早注册。 

时间： 9月 6日，中午 11点至下午 4点 

地点： Hope Presbyterian Church, 11512 Olson Dr., Austin, TX 78750 
内容： Potluck，美食评比，文艺表演，交谊舞会 

入场： 携带 Potluck 食品（自制或购买）的来宾免费入场。不携带食品的来宾入

场费为$10（>12岁)，$5(6~12岁)，免费(<6岁)。参加美食评比的食品须自制。 

得奖：美食比赛前 5名，和多位抽奖幸运观众会得奖。 

比赛规则： 

    大众评比奖：入场观众一人一票，放在最喜欢食物前面的杯子中。票数最高的

5名当选。 

    评委会评比奖：主委会特邀评委，评选最喜欢的食品。票数最高的 5名当选。 

活动流程：中间穿插表演（跳舞，服装秀，功夫） 

10:00am-11:00am:  工作人员，义务工作人员， 赞助单位准备场地 
11:00am-11:40am:  入场注册， 吃饭， 美食评比   （室内球场） 
11:45am- 1:30pm:  观看表演                            （朝圣堂/表演厅） 
 1:30pm-  2:00pm:  舞会 (512乐队演奏舞曲)           （室内球场）         
 2:00pm-  4:00pm:  舞会                                             （室内球场）          
联络人：Fei Hwang, 512-249-7028(O), 512-657-4843(C), cashlandcorp@yahoo.com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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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快讯 
 

朱士平学长当选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 
 

 9 月 9 日，加拿大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公布

了 2014 当选院士名单。今年当选的共有 90 名，包括 3 名外
籍院士，3 名特选院士和 1 名荣誉院士。朱世平校友当选为

科学院 (Academy of Science) 院士。这是加拿大给予科学家

的最高荣誉。朱世平已于 2010 年当选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此次当选进一步表彰了他对工程科学研究的突出贡献。 
朱世平 1959 年出生于浙江遂昌。1982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化工系石化专业并留校任教。1985 年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

学 (McMaster University) 留学，1991 年获博士学位，随后在

该校聚合物生产技术研究所和纸浆和造纸研究中心做博士后。1994 年被聘为麦大
化工系和材料系助理教授，1998 年升副教授并通过终身职评审，2001 年升教授。

2009 至 2014 任化工系主任。 
2000 年朱世平获安大略省杰出研究省长奖 (PREA)，2001 年获加拿大讲座研究员

(CRC) 称号。2004 年获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并入选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和中组部短期“千人计划”。 
朱世平校友定期回母校浙江大学讲学并合作培养学生。招收或推荐中国学生、学

者到加拿大和美国留学深造。是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 
朱世平教授长期致力于聚合反应工程与科学研究，他的研究工作主要为烯类单体

的催化聚合机理、聚合物结构调控理论与技术的发展，他为新聚合过程与聚合物材

料的开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世界聚合反应工程领域中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发

表论文 300 余篇，被 SCI他引 5600 余次。培养高级学位人才 100 多名。 
（http://www.rsc-src.ca/en/about-u ... a-names-new-fellows） 

 
以下摘自加拿大皇家学会的褒奖词 

ZHU, Shiping – Depart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McMaster University 
Shiping Zhu is a world leader in polymer reaction engineering, turning recipes for new  plastics 

and polymers into industrial processes. His contributions range from developing new plastics to 
better approaches for preventing rejection of implanted plastic materials. Professor Zhu’s 
reputation puts him at the very top of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polymer 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Hi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ature is matched by outstanding teaching and leadership.  

(http://rsc-src.ca/sites/default/files/pdf/New%20Fellows%20Citations2014_EN_0.pdf) 
[点击回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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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凯荣获 2013 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来源：北美浙大校友会 

                                      

5 月 9 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行 2013 年度“国家优秀

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颁奖仪式暨招待会。总领事孙国祥大

使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学生颁奖，今年 2 月履新的徐永

吉教育参赞主持颁奖仪式。这是该项目实施的十一周年。

今年共有来自 24 个国家的 518 名博士生获得该奖项，其中

特别优秀奖 6 名。纽约领区共有 30 人获此殊荣，其中有一

名是毕业于浙大现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晓凯同学。 

李晓凯于 2004-2008 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大一时开始进实验

室做研究，先后师从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研究所的钱锦文教授和徐志康教授。曾获

得浙江大学优秀论文，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和国家级奖学金。本科毕业后赴美国耶鲁

大学攻读化学与环境工程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导电透明材料，碳硅杂化柔性太阳

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燃料电池的制备和表征。先后在"Nano 
Letters", "ACS Nano",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ture Photonics",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李晓凯荣获 2014 年耶

鲁大学创新工程与设计中心奖学金，目前在该中心创业。他的团队使用打印技术制

造“智能海报”，旨在用于智能家居、人机交互和移动设备领域。他的项目入选耶

鲁创业园（Yale Entrepreneur Institute）的初创组（venture creation program）。该团

队正在寻找有产品设计、平面设计、集成电路或 iOS APPs 开发等相关经验的人员

加入，欢迎感兴趣的同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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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怀念 
 

孫常煒学长逝世  
 

孙常炜学长（国文，1947）2014 年 8 月 29 日因肺癌病逝，享年 91 岁。以下选

载浙大校友总会及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唁电，部分校友的追忆，留有他音容笑貌的一

段采访视频和一篇专访报道片段的链接。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的唁电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副会长张美风老师的唁电 

  From: zhangmf <zhangmf@zju.edu.cn> 
  To: chong lu <clu992000@yahoo.com>  
  Sent: Thursday, September 11, 2014 1:19 AM 
  Subject: Re: Re: Funeral of 孫常煒  

  

陆会长，您好！ 

  惊悉孙常炜学长去世，万分悲痛！ 

  孙学长对母校的热爱、对校友会工作的支  

持以及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他的去世，是学校和校友总会的一大损失！ 

  请代向孙学长家属问候！ 

  孙学长千古！ 

                                       

张美凤                         

20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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唁 电 

 

尊敬的张静芳学长: 

突闻孫常煒学长于八月二十九日病逝，北美浙大校友不胜震惊，倍感悲痛、深表哀

悼。 

孙学长先后七年担任《北美浙大校友会通讯》主编，笔耕不止、编撰不息，为凝聚遍

布北美各地的新老浙大校友，为北美浙大校友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谨致诚挚慰问，还请节哀保重。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二零一四年九月十日 
 

From: CK Liu <changliu300@comcast.net> 
To: 申屠濓 <lianshentu@aol.com> 
Cc: 陸重慶 <clu992000@yahoo.com> 
Sent: Tue, Sep 9, 2014 10:29 pm 
Subject: Funeral of 孫常煒 

I just read the 世界日報灣區版 page4 (B4) 載有校友孫常煒喪事新聞. If you don't have a 
copy of the 9/9 Tuesday paper, 你可以上網查到.     劉長庚 

《岁月》 -- 2013 年首映于北美浙大校友会第 37 届年会 
http://youtu.be/-H_oC5XjqXw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xNTAwNzg4.html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 记《北美浙大校友会通讯》原主编孙常炜校友 
来源：浙大校友总会 作者: 石楠  

 

近日，浙大校友、旅美学人孙常炜回到母校与昔日同学好友共叙友情，还将他编写的

《北大校长蔡元培年谱》赠与浙大，这已是他赠与浙大文库的第四部著作。2006年 2月

18 日，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学长饶有兴致地向笔者讲述了他学生时代的故事，言语中流

露出一位老求是人经其一生所坚守的信条。 

 
• 我有一颗中国心 
• 乐观面对艰难困苦 
•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详见 http://zuaa.zju.edu.cn/publication/article?id=7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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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总会快讯 
 

2014 年浙江大学集体婚礼 
 

“缘定浙大”2014 浙江大学校友集体婚礼圆满举行。在参加的 218 对新人中有

一对是来自加州的吴争（动物学 09）、王雁霖（金融 10），他们是继去年以来从

北美专程而去的第二对。 

 
 

详情报道请见浙大校友总会专题报道（链接见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kxNDgwMg==&mid=200345693&idx=1&sn=57c88fa4d008e2971148d0aca5842bcc&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

0&key=bdc0fc08be7dd6d45f5e064e7e5b0e4e4e6309edb5001592933e6d6e8917fa29e2a7f21730cf52f80bec303913aba54d&ascene=0&uin=MjA4NzAzODMwO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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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杭州第九届海外英才论坛暨大数据时代论坛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 
   非常荣幸邀请贵会组织人员来参加由杭州市人才办、杭州市科协、杭州经济科技

国际交流研究会等共同举办的第九届海外英才论坛暨大数据时代论坛。会议拟定于

2014 年 10 月 23-25 日在杭州举行，为期三天。  
   作为组委会，我们也希望能和贵会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海外英才论坛是一个很
好的平台，贵会会员如果有好的项目，都可以通过该平台与浙江省杭州市对接，我

们会竭尽所能提供服务，也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的活动。 
   附件为大数据时代论坛的邀请函、意向书和回执。如确定与会，请于 9 月 20 日前

将回执与意向书以邮件形式发送到组委会邮箱 haieest@163.com。 
   有任何不明确的地方或者是意见和建议请随时与组委会联系，电话：571-
87064558；13372529079 邮箱：haieest@163.com。 
   如果能够在你们的会员中帮我们转发论坛邀请，我们将非常感谢，希望听到你们

的好消息。祝一切顺利。 
   海外英才论坛组委会 

                                         [点击回首页⇑] 
 
绍兴市科技攻关项目海外高层次人才擂台赛公告 
 

您好！绍兴拥有 2500 多年的建城历史，素有中国“名士之乡”之称，自 2010
年 5 月启动实施“330 海外英才计划”以来，得到了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积极响应与

参与，至今已先后组织开展了十次评审，共有 800 余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前来申报参

评，300 余位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 
绍兴市科技攻关项目海外高层次人才擂台赛将于 2014 年 11 月上旬继续在绍兴

举行，现将评审公告送上，请您审阅，竭诚欢迎您，或请您推荐介绍各类英才来绍

创新创业、成就人生新的梦想。详情请登录 330 海外英才网 www.shaoxing330.com. 
非常感谢您对绍兴的关心与帮助！欢迎您常来绍兴走走。祝健康快乐每一天！ 
电话：+86-575-85110991；邮箱：cnsx330@163.com 

绍兴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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