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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Reader,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introduce 
the first issue of WKU Magazine. In only 
seven year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leader in the cross-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ts graduates are enrolled in som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graduate programs in the world 
and are leaving their mark in the workplace as 
alumni of a truly global university. We all take 
great pride in their accomplishments.
 The beautiful WKU campus, folded 
into the foothills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continues to expand. The success of WKU, 
including the increase in enrollment, speak to 
the strength of this partnership. As rewarding 
as that is for all of us, there is no time to rest on 
accomplishments. There are many more goals 
to be met – new programs, new buildings, and 
new students whose lives we can change for the 
better.
 This magazine convey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impressive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t WKU. I invite you to come see the campus 
for yourself and learn more about our promising 
future.

Sincerely,

亲爱的读者 ,

      我很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温州肯恩大学第一期校刊。在短短的七年时

间里，温州肯恩大学已经成为中美两国跨文化交流中的佼佼者。学生

们毕业后有些去了世界上久负盛名的院校深造读研，有些则选择了就

业。他们在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大学里成长成才，在职场上熠熠生辉。

我们为他们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

      美丽的温肯校园，三面环山，依山傍水，校园面积在不断扩大。随

着学校发展，学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中美双方的合作也不断深化、

加强。我们成绩斐然，但这些成就不应当使我们固步自封。我们还有

许多目标需要去完成 —— 新专业，新建筑，还有新学生。我们致力于

成就他们更美好的明天。

      这本杂志只包含了部分在温州肯恩大学校园发生的精彩瞬间。我邀

请你们亲自来学校看看，感受我们的美好未来。       

               

诚挚地，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KU), standing on the world 
stage, is a grand and unique entrepreneurial higher education 
model in a new era of constant changes. Featuring a student-
centered philosophy and a focus on integrity and the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WKU strives for excellence in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with world-class education. 
 We are dedicated to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new tailored 
pathways to success. 
 We offe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global vision.
 We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teaching methodologies,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ribute to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We bring to you the world-class university right at the door 
step. 
 China-America cooperation is our biggest strength and 
advantag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By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teaching styles, WKU not only provides students leading educations 
in the world but also helps them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Here, you 
are able to see how WKU and WKU students make their marks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have their voices being heard in the global 
arena. 
 WKU is excited to officially launch the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agazine. WKU provides the window to the world, and 
the magazine is the window of WKU. 
 I wish the magazine would be able to witness WKU’s rapid 
growth —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world-class university. 
We also look forward to the WKU Magazine reflecting WKUer’s 
successful future and their dreams coming true. 
 We wish a fruitful future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agazine! 

        温州肯恩大学站在国际化的大舞台上，站在

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追求世界前沿教育，以学生

为本、立德树人。世界级教育，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我们致力于为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

        我们努力吸收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培养具有

爱国情怀的国际化人才；

        我们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推动国际高等

教育交流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我们，将世界级的大学搬到了家门口。

        中美合作，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和特色。中、

美两大经济体的教育理念的融合互补，让我们的

学生不仅学在前沿，还走在前沿。在此，你们将

能看到温肯以及温肯的学生如何在世界的舞台上

展示自己的独特形象，如何在国际众生中发出我

们不同的声音。

        今日，《温州肯恩大学校刊》正式创刊。温

肯是学生走向世界的起点，而《校刊》将成为温

肯的窗口。

        衷心祝愿，学校《校刊》能见证温肯逐渐成

长壮大，快速成为一所国际化、高水平大学；见

证温肯儿们有成功未来，并能实现最初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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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聚焦 

“温州肯恩大学是一所非常重要的大学，中国和美
国是当前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在温州肯恩大学就
读可以了解两个经济体，是非常难得的经历。美国
出了大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其实和他们所受的
教育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现在和美肯合作，就有更
多机会去了解这种教育培养体系，所以温州肯恩大
学未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2 月 25 日，温州肯恩大学召开干部教师大会，宣

布学校校长任免决定。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永良，

温州肯恩大学理事、教育局局长郑建海，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许佳，温州肯恩大学理事、温州大学副校长钱

强等出席会议。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

铰主持会议。

       《温州肯恩大学章程》规定，学校设校长一名，

经与美国肯恩大学校长协商，由合作双方共同提名，

经温州肯恩大学理事会讨论通过，并经审批机关核准

后聘任。会上，王北铰书记宣读温州肯恩大学理事会

校长聘任决定，同意聘任王立博士为温州肯恩大学校

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许佳宣读相关文件。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马永良现场寄语道：“省市党

委政府一直都非常关注温州肯恩大学的发展，这次的

校长聘任，更是高度重视。这些年，温州肯恩大学发

展迅速，全面落实建设高水平大学的要求，教育教学

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为温州高等教育发展做出重要

贡献。王立教授有浙江大学多个管理岗位的工作经验，

具有开拓的国际视野，并熟悉高校的教学管理，省市

委认为他能胜任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的职务。”

        在大会现场，新校长王立作表态发言。王立说：“温

州肯恩大学是一所非常重要的大学，中国和美国是当

前世界两大重要经济体，在温州肯恩大学就读可以了

解两个经济体，是非常难得的经历。美国出了大量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其实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

的。而我们现在和美肯合作，就有更多机会去了解这

种教育培养体系，所以温州肯恩大学未来有无限的发

展潜力。”对于上任后的工作，王立表示，要学习中外

合作办学的相关规定，开展深入调研，为学校谋求更

快更好的发展，“最后引用一句习总书记新年贺词里的

话，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在努力追梦，通过不

断努力和奔跑，做好追梦人，扎扎实实把学校办好。”

范晨 / 文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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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9 日下午，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 简称国际司 ) 副

司长方军一行来到温州肯恩大学参观调研，充分肯定温州肯恩大学中美

合作办学取得的成绩，表示将整合国际司资源积极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发

展。温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副市长郑朝阳，市政府秘书长彭立

华以及副秘书长叶世强等市领导参加了调研。

        方军在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等校领导的陪同下参

观了校园，并参加了教师座谈会和学生座谈会。座谈会上，方军一行深

入了解外籍教师在中国教育教学情况以及在校生对学校教学、专任教师、

硬件设施等方面的满意度。

        方军对同学们说，温州肯恩大学办学六年来融通中美教育教学模式，

引进优秀教学资源，实现在家门口留学，对同学们是很好的机会，并且

学校所有的资源基本都投在本科教育，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努力学习，

回报学校为同学们营造良好学习环境所作的努力。

        在随后举行的另一场调研座谈会上，方军一行与校领导以及校办、

规划部、教学部、学生事务部等部门进行了深入座谈。

        姚高员市长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肯定了温州肯恩大学在人才培养模

式、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设计、校园建设以及中美沟通机制等五个方面

取得的初步成果，总结了学校在强化党的核心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才、依法依规解决分歧问题和融入地方发展

等五个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和启示。

        姚高员表示，市委市政府对温州肯恩大学自 2006 年签约至今 12 年

的成长给予高度肯定，学校现处于外部环境条件最好的时候，是 12 年

后再出发的新起点，希望温州肯恩大学在美国肯恩大学的支持下、教育

部的业务指导下、自身的努力下，继续朝着创办世界级教育水平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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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国际化示范性大学的方向前进。

       随后，王北铰书记代表学校汇报了《温州肯恩大

学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大学方案（2018-2025）》（征求

意见稿），并恳请方军副司长一行给予指点建议，帮

助完善方案，以此作为温州肯恩大学未来几年发展的

方向和目标，早日实现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目标。

       郑朝阳副市长汇报了温州市政府贯彻落实部省会

商会议精神和省委专题会议精神的工作开展情况，并

向国际司提出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发展的建议和请求。

       方军说，他正式主管国际办学不久，温州肯恩大

学是他调研独立中外合作大学的第一站。“中央、省市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温州肯恩大学的发展，并大力投入，

目前从学校的师生关系、校园文化、学生出口来看，

温州肯恩大学的初期办学是成功的，初步建立中美融

合体系。”方军指出，高等教育办学发展战略很重要，

发展战略明确学校使命、定位和发展目标，分析包括

自身优势和不足在内的各方形势，关键是发展措施要

有力，他建议温州肯恩大学可加以参考美国和国内一

些大学的发展战略，清晰勾画学校未来。

       他表示，学校办学定位可借鉴美国的文理学院。

温肯的优势是教授们侧重本科生教育，希望加强文理

教育、通识教育，将素质教育延伸到本科，科研工作

为人才培养服务，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写作能

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培养真正的高层次创新型精英人

才。

       方军还就学校长期延续发展、师资招聘、招生宣

传以及校园建设等方面给出自己的建议。他表示，一

所好的大学是城市的智力高地和国际化人才高地，希

望温州市政府能继续给予温州肯恩大学发展更大力度

的、可持续的、积极的支持，他将整合教育部国际司

资源，积极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发展。

       最后，姚高员市长承诺下一步市政府会加大力度

支持温州肯恩大学的发展，下定决心办好温州肯恩大

学。

       出席调研座谈的还有温州市教育局局长郑建海、

市教育局工委专职副书记白炳兴。温州肯恩大学副校

长郑晓东、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学生事务副校长

许书利、党委委员夏彩国等校领导以及各相关部门负

责人。

夏寺丰 王舒 / 文

蔡贝妮 / 图

温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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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上，同济大学教授吴启迪、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黄建南、北京

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温州肯恩大学教师 James Barnhart 4 位主

讲嘉宾，围绕着“中美教育合作：机遇、挑战与对策”这一主题，与到场的

世温会嘉宾交流心得体会。

        会上，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郑晓东对到场的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了诚

挚的欢迎。他说，作为浙江省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各界的大力支持，本次论坛的召开对学校

是一次新的契机，希望嘉宾们为温州肯恩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郑朝阳在致辞中表示，在合作发展的时代潮流下，人文交流成为近年

来中美关系的新亮点。她为温州肯恩大学近年在办学、中外交流合作中所

取得的成绩点赞，表示会进一步支持温州肯恩大学等中美合作学校的建设

和发展。同时，她也提出了期望，希望温州肯恩大学能结合当地特色，引

进急缺的、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服务温州地方经济。

        除主旨演讲外，来华留学生与学生对话互动也同期举行。温州大学意

大利分校校长严晓鹏 、香港公开大学教授戴长清、温州肯恩大学助理教

授 Kinfu Adisu 、美国肯恩大学交换生 Reuben Hernandez 与温州肯恩大学

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共同就中外留学趋势、如何帮助留学群体融入

当地等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

        会场外，还有温州肯恩大学中美教育合作办学成果展，全方位展现温

肯在教学理念、科研建设、毕业生去向、中外交流等方面的主要成绩。

世
界
温
州
人
大
咖
论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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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9 日，2018 世界温州人大会 • 

中美教育合作论坛在温州肯恩大学拉开帷幕。

副市长郑朝阳出席并致辞。来自海内外的 400

多位专家学者、世温会嘉宾齐聚温肯校园，分

享中美教育合作成果和经验，并为温肯的未来

发展及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温肯聚焦 

演讲节选 :

●“坚持中外合作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

才”

吴启迪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

原教育部副部长、原全国人大常委

        我 70 年代末考上研究生，80 年代初出国留学，可

以说我自己就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

        对于高等教育，我认为：第一，办好一所大学，

一是一流教师，二是一流学生。教师激发学生学习意愿；

学生促发教师指导兴趣，两者相辅相成。

        第二，大学，特别是中外合作大学，国际生的占

比应该达到一定比例，营造国际化的氛围，加强中外

合办大学的国际交流氛围。

        第三，专业课程的开设则应考虑到培养目前某些

领域缺乏的人才。比如会计、外语、法律，理科中的

计算机工程、软件应用、应用数学等。

        教育本身是面向未来与世界的年轻人事业。我们

应该有更宽广的胸怀，面对目前复杂多变的形势，坚

持改革开放，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合作。

●“独特的角色，做独特的事 —— 一个美籍华人对温

州肯恩大学的期望”

黄建南

九州四海系创始合伙人 、同根同梦未来领袖学院院长，

美国商务部前副助理部长

        路是靠人走出来的，门是靠人去敲开的。作为一

所中美合作的高校，温州肯恩大学的设立也是经历了

无数次 “敲门”  的过程，才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独特的

学校。当下，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很多，但我们

要做的是满怀信心，边往前走，边调整心态、适应环境。

        作为一个在美超过 50 年的华人，我认为中国走到

了如今的国际地位，需要有能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人

才，而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中美合作大学，就是要扮演

好这个角色，培养将来能说中国故事的人，能够尽量

跟美方的同龄孩子或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把他们带

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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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 合则两利”

陈大岳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得到很大发展。同

时我们也应当清醒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离人民满意

的教育还相差很远。

        为了提高办学水平，我们不断向国外学习先进经

验，我们向欧洲学过，向苏联学过，现在更多是在向

美国学习。美国高校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品种齐全，有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有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有小

而精的文理学院，人们的选择更多元化。

        我希望，中外合作的大学可以最大程度探索大学

申请入学的途径，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为高考分流

做出独特的示范作用，同时把美国丰富的优质资源和

中国旺盛的需求很好结合起来，用物有所值的教育服

务，把更多优秀年轻人吸引过来，减少低龄留学人数，

在与公立高校的竞争中，发挥特长优势，使我国的高

等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东西方学习风格差异的历史渊源

James Barnhart

历史学博士，温州肯恩大学教师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如果她醒来，

她会震动世界。我很高兴中国觉醒了。

        在我曾执教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有一些院系

超过百分之五十是中国学生，这和二十年前相比是一

个很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简单，因为中国文化

和西方文化对于不同的学习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教育

方法。

        西方的知识传统确实起源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

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它基于说出来，

提问和回答，这反映在教育体系中，我们鼓励每个学

生都要有自己的想法，敢于在公众场合发声。而在中国，

因为古代科举制多年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学生很努力，

但往往会欠缺思考分析的能力。所以克服这两种学习

方式之间的差距，达到现在中西教育交流合作经历了

很大的挑战。

王舒 李越 陈玉立 / 文

汤涟猗 王葛琼 / 图

99 位老师来自 22 个国家和地区

        温州肯恩大学截至目前共聘有学校专任教师 99 人，来自全球 22 个不同的国家和

地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印度……其中，

美国籍教师最多，占 58%。另外，男老师占 65%，女老师则占 35%。

        由于温州肯恩大学教师由美国肯恩大学负责全球招聘录用，所以这所美式校园聘

任教师职称最高为助理教授。目前学校助理教授 30 人，讲师 67 人。

        在温州肯恩大学任教的老师都是高学历，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54 人，占比

55%，硕士学位教师 45 人，占比 45%。

将学生带上国际交流的舞台

        温州肯恩大学的这支教师团队不仅具有全球化背景，更兼具前沿学科科研能力与

丰富实际教学经验。他们不仅自己做科研，还鼓励本科学生参与科研，带着学生做课题，

将他们带上国际交流的舞台。

        温州肯恩大学办学至今，教师们在包括 SCI、SSCI、AHCI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136 篇论文。共 60 位老师累计参加 106 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累计实施科研

项目 90 余项，其中国际合作 5 项，国家级 1 项，省级 4 项。

不仅传授知识，还传递文化

        在温州肯恩大学，外教常常将课堂选择在户外，营造轻松互动的课堂氛围，单向

式教学被互动讨论所取代。心理月上，外教们组团和同学们分享自己的职业故事，传

授户外职业规划经验。

        他们扎根校园，服务地方，热心于担任中外文化交流的角色。“在温州‘享’世界——

与温肯开启世界文化之旅”沙龙中，来自各国的外教轮番登场，分享各自家乡的风土人

情和人文景观。

        课余，他们深入这个城市，参观温州博物馆、体验南戏……了解体验温州当地文化。

让我们对这些在温肯执教的老师们说一声：Happy Teacher’s Day!

范晨 / 文

        温州肯恩大学有一支来自全球各地的教师队伍，为

学子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

        在教师节之际，为给老师献礼，温州肯恩大学发布

了一组学校老师“大数据”，其师资可谓极具国际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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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上午，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在温州肯恩大学揭

牌。揭牌仪式上，研究院还成功开出自己的“第一单”合作协议，为浙江

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品牌扩张上的策略支持，乔顿公司今后将拥

有自己的“私人订制”专属咨询站。

        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的宗旨为“Advancing Asia Industry Research 

Linkages（推进亚洲产业研究联系）”，通过扎根中国商业管理实践，意

图促进年轻研究人员的提升，建立亚洲商业网络，进而了解和发展亚洲

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温州肯恩大学作为中美合作大学，成立该研究院，有着专业师资团

队的优势。研究院负责人、温州肯恩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Candy Lim Chiu，在日本京都大学获得当代经济与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不仅拥有 14 年的学术教学和研究经验，还曾在多家国际企业担任商业

顾问、业务发展经理和培训师等职务。作为研究院联合负责人，商业与

公共管理学院的何汉强博士和 Somkiat Mansumitrchai 博士均有在国际

公司服务的经历，且在国际营销策略研究和战略并购与联盟领域颇有建

树，多篇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Candy Lim Chiu 告诉记者：“研究院从去年就已开始筹备，成立后

将致力于与亚洲各大企业开展积极合作，为其提供包括市场研究与消费

趋势，商业模式和经营战略与竞争力等三个核心方面的专业商业咨询和

建议。我们的研究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所有的建议得出都将经过严格流

程，包括产业分析、公司分析、市场分析、行业调查，以及经过案头调

研后的数据收集和数据验证。”

        揭牌仪式上，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先生发表讲

话，表示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作为温州肯恩大学起步走向世界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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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学校将大力支持研究院的发展。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

应琴先生也应邀出席，发表演讲并表达了与温州肯恩大学开展进一步合作的

强烈意向。研究院联合负责人何汉强博士随后与其学生助理团队一起发表了

《奢侈品时尚公司的品牌延伸策略分析 – 以乔顿公司为例》的演讲，何汉

强博士介绍，研究院在筹备之初就引起了乔顿公司的注意，今天双方达成

合作协议，为其今后在品牌扩张上，给出系统而深刻的商业建议。“举例来

说，乔顿公司今后想拓展大学生西服市场，但这与目前乔顿的品牌形象和定

位存在一定差异，乔顿公司是像 LV 集团一样再创立其他品牌，还是应该像

Armani 品牌一样选择拓展品牌副线，我们将为其进行量身定制的调研，并

结合市场和商业分析，为其最终的决策给出建议。”

        此外，研究院的成立，还能有效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CBPM) 的研究，温肯学子团队将参与到研究院的调研和实践中去，为温肯

学子创造更多接触世界一流企业的机会。同时也为学校从理论到实践进行转

换，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产业案例研究，有助于温州肯恩大学打开全球知名

度，提升国际化学术水平。

        据悉，产业竞争力研究院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新鲜词，但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里，该研究院均作为重

要的存在。这些年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引起世界瞩目，而

亚洲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更是主流的研究方向。

        揭牌仪式由温州肯恩大学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主持。温州肯恩大

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应琴先生，

温州肯恩大学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曹江博士等出席。

        揭牌仪式结束后，乔顿公司首席形象顾问薄茶妍女士还为温州肯恩大学

的相关部门代表和商业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师生做了《商务礼仪与都市名片》

的讲座。

范晨 鲍家俊 / 文

王葛琼 毛楠源 / 图 “研究院从去年就已开始筹备，成立后将致力于
与亚洲各大企业开展积极合作，为其提供包括市
场研究与消费趋势，商业模式和经营战略与竞争
力等三个核心方面的专业商业咨询和建议。我们
的研究有一套自己的体系，所有的建议得出都将
经过严格流程，包括产业分析、公司分析、市场
分析、行业调查，以及经过案头调研后的数据收
集和数据验证。”

温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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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可以定制？温肯科研项目再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温肯外教托比·米切莱纳获授“乡音使者”

太牛了，温肯老师黄瑶瑶新年喜提设计界三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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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可持续的植物栽培方法

        在近日公布的 2018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名单中， Aloysius Wong

博士的《Towards a highly tailored indoor horticulture: A functional genomics 

guided phenotypic approach》（《高级定制的室内园艺：一种功能基因组学

引导的表现型途径》），被列为国际（地区）交流合作项目中的“外国青年

学者研究基金”项目，获得 39.96 万元的经费资助立项。

        光照机制 A 最适用于培育多叶植物，光照机制 B 适用于草本植物，光

照机制 C 适用于观赏型植物及开花植物，光照机制 D 适用于水果等。

        Aloysius Wong 博士及团队将使用一种结合表现型和功能基因组学的方

法来确定植物所需的光照质量，并为室内种植植物整理出一套具有丰富的特

定表现型和对应分子特征的目录。研究成果将有效地优化不同植物种类，培

育具有特定特征的植物。

      春耕夏耨，秋收冬藏，是农耕者年复一年的

轮回。但在现代科技下，这一轮回有可能被反转。

日前，温州肯恩大学生物学助理教授 Aloysius 

Wong 博士及其团队就提出了有关“植物定制”的

研究课题。

         “植物定制”的实现意味着，在室内环境中培育粮食作物可免除天气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并且可以根据粮食的需求来针对性地生产作物，很大程度上杜绝浪费。

热爱生物研究的 85 后教授

        Aloysius Wong 博士系温肯生物学专业助理教授，马来西亚华裔，是名 85 后。硕士毕业

于英国剑桥大学，在沙特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获得生物科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CNRS）细胞综合生物学研究所（I2BC）博士后研究员。他拥有一项激光农业系

统的美国专利，研究项目“使用单波长灯种植植物项目”曾获得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科研奖励。

        入教温肯以来，Aloysius Wong 博士曾多次作为负责人带领团队开展项目研究。此前，他

曾指导我校本科学生许诺、傅东方、李世昂、王羽轩，开展寻找 GCs（鸟苷酸环化酶）过程

的研究，论文被国际权威杂志《Bioinformatics》（生物信息学）收录。

        除负责人 Aloysius Wong 博士外，本次项目组成员还包括温州肯恩大学生物专员田雪晨、

安慧婷，以及来自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 佩鲁贾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能源委员会的学者。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面向全国，重点资助具有良好

研究条件、研究实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其资助状况是衡量一所高校科研能

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2017 年，我校生物学孟宇博士的《关于一新型高效跨越血脑屏障

的非嵌合药物输送载体 K16ApoE 的机制研究》曾获国家自然基金 19 万元经费资助。

                                                                     

王舒 / 文

于岳群 / 供图

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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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今年世界温州人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家在温州走归眙眙”2018 世界温州人

大会乡音乡情文艺晚会暨“乡音使者”授牌仪式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在温州东南剧院举行。

为了向“为温州代言”的杰出代表致敬，鼓励更多人传播温州好故事，世界温州人云社

区向 24 名杰出代表授予“乡音使者”称号。我校生物学助理教授托比·米切莱纳（Toby 

Michelena）名列其中。

        这些传递乡音的使者，由来自温籍华侨、温籍工商人士、文化艺术、新生力量、

在温外籍人士等各界代表组成。

        我校外教托比·米切莱纳 (Toby Michelena) 博士，西华盛顿大学海洋生物学学士，

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生物学博士，研究领域为环境毒理学。

        他于 2015 年 8 月来温，在温肯教授生物学、环境科学和可持续性发展等课程。

2016 年，带领温州肯恩大学师生团队，开启温瑞塘河生态修复科研项目，此项目被列

入 2016 年温州市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创新项目和温州市公益性科技计划项目。

2017 年 2 月，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夏宝龙到访温州肯恩大学。在参观学

校生物实验室时，夏宝龙得知托比正在研究温瑞塘河治污，他非常高兴，他还对托比说：

“这个很适用于浙江省的五水共治。你要加快研究进度，如果能取得成效，我要好好奖

励你。”

        托比还荣获过 2016 年度温州市“雁荡友谊奖”，2017 年受到温州市委宣传部、市治

水办表彰，名列温州“最美治水人”。

王舒 / 文

浙江日报 温肯媒体中心 / 供图

学术成就 

    今年新年，温州肯恩大学建筑与

设计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教授黄

瑶瑶收到了一份别样的“跨年礼物”。

    在 2018 年陆续揭晓 CA 美国传达

艺术年度字体设计奖、HOW 设计杂

志国际设计奖、Graphis 奖中，她均

有收获！

太
牛
了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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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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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

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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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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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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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奖

图为黄瑶瑶的参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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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一串字母”作品，获设计界 CA 大奖

        美国传达艺术年度设计及广告奖 Communication Arts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nnual Competition 自 1959 年起由

Communication Arts, California, USA（CA）创办以来，每

届皆邀请世界各地优秀又有潜力的创意设计师参赛，是全

球设计界年度重要比赛之一。

        CA 有六个比赛分类，分别为设计 Design、广告

Advertising、插图 Illustration、摄影 Photography、互动

Interactive、字体排版设计 Typography，内容涵盖整个视

觉传播领域。而黄瑶瑶的作品 ONCETUDIO Identity 从

1653 件来自全世界的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的便是

其中的字体排版设计优秀奖（Communication Arts 2019 

Award of Excellence Typography Annual），作品还将刊登

于 2019 年 2 月的 CA 杂志。

        提起作品的灵感，黄瑶瑶说：“ONCETUDIO 是我和

温肯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系文森 Vincent 教授合作的创意

设计工作室，这个特色教研实践工作室旨在探索不同的设

计项目与跨学科观点，致力于促进国际交流与文化自省。

因此作品中 ONCETUDIO 标志的各个字母都被设计成连

续的圆形循环，以取代工作室名称开头和结尾处的字母‘O’,

连续形状也象征着工作室不断的协作努力和工作理念。字

体基于现代时尚的 Helvetica Neue。”

学术成就 

问鼎 How 国际设计优异奖，还获设计界“圣经”肯定

        不仅 CA 给予黄瑶瑶肯定，她还收到了 2018 年 12 月底揭晓的 HOW 国际设计优异奖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邮件。获奖作品将在一本精装书《最佳设计》（曾名为 365 天的设计灵感）中发表，该书展示了

当今领先的艺术总监，工作室和创意专业人士的最佳作品。另外，获奖者还会收获各类美元折扣、HOW Design

专题文章在线画廊展示、证书及获奖者徽章等。黄瑶瑶的获奖作品是今年为我校建筑与设计学院 Thinking 

Creatively Conference 2018 创思研讨会的主视觉海报系列。

        除此之外，2018 年黄瑶瑶还获得 Graphis 的四项银奖，其中包括 1 项年度海报银奖，3 项字体与应用银奖。

        Graphis 总部设在纽约，致力于挖掘与培养设计、广告、摄影、艺术和插画等方面的人才，在业界享有媲美《福

布斯》杂志在财富和商业运作中的权威性，而由它举办的设计比赛在设计界被喻为”圣经”。值得一提的是，其中

一幅获奖的字体设计作品，还是在温肯的课程期间，黄瑶瑶与温肯 2018 届学生袁艺宸共同完成的。

从小就泡在画室，五年来和温肯一起成长

        黄瑶瑶从小学画，在她的记忆中小学到高中的周末和假期都是在画室里度过的，到现在她的业余爱好还是绘

画。

        2005 年，黄瑶瑶进入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学习平面设计专业。2009 年至 2012 年，获得德国柏林艺术大

学视觉传达专业硕士学位。黄瑶瑶于 2013 年 5 月加入温州肯恩大学，成为温肯的一员。

        从校办设计师，到教学部主管兼艺术与设计中心负责人，再到投入到设计学院的院系建设中，并于 2016 年

被聘为平面设计系高级讲师，现在担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五年来黄瑶瑶和温肯一起成长。

        提到获奖，黄瑶瑶感言，“感谢温肯给予的开放环境，特别是 VPN 网络，为师生们提供了连接世界的钥匙。

感谢温肯和美肯领导们的支持信任，同伴们一路来的并肩同行，以及富有朝气的学生们，教学相长，相信温肯

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的。”

范晨 / 文

黄瑶瑶 / 图

图为黄瑶瑶 Graphis 上的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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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联合国大会毫无疑问是各方关注的焦

点，而 2018 年联大期间，来自温州肯恩大学的王

逸尘，也出现在了大会现场。2018 年 9 月 23 日（当

地时间），正在美国肯恩大学交换的温肯大三国

际会计专业学生王逸尘一早就从新泽西州驱车赶

到了联合国大楼，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一场联合国

大会高级别论坛。

知识小百科：什么是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是唯一一个所有会员国拥有平等代

表权的机构：每一会员国都有一个投票权。全世界 193 个会员国都有代表出

席这个特别的论坛，就发展，和平与安全，国际法等一系列宪章范围内广泛

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和合作。每年 9 月，所有会员国都会相聚纽约大会堂举

行大会年会。

学子风采 

巧遇法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

          “从会场路过，恰好碰到了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

        以前只在新闻里看到的人物，现在却实实在在出

现在身边，让王逸尘觉得十分惊喜。“走在联合国大厦

里，和你擦肩而过的很可能就是某个高级官员、电视

新闻里见到的发言人等等，这种感觉十分奇妙。”

        据王逸尘介绍，因为联合国大会的特殊属性，联

合国总部周边街道的安保工作、交通管控十分严格，

从早上八点开始联合国大楼安检口就排起了长队，来

自各国大使馆的官员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学者、教授都

有条不紊地排队接受安检。

        王逸尘所在的会场旁边，就是联合国大会 (UNGA)

著名的圆形会场，各国首脑、政要一般性辩论的地方

就在此。“想着隔壁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其他各国领

导人开会的地方就很让人激动了。”

对话诺贝尔获得者、MIT 教授

        王逸尘参加的这场高级别论坛，出席的不仅有来

自法国、阿联酋、墨西哥等国的数百位代表，还有诺

贝尔奖得主、来自各个高等学府的专家教授。论坛的

主题为“科技、社会企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麻省理工大学 (MIT) 的一位教

授 Rajesh Nair，他致力于关注孩童的早期培养，并且

和科技创新、企业家精神结合，创办创客空间，发掘

孩童的创新力。

        有感于这位教授的发言，王逸尘也在论坛上大胆

提出了自己看法。她说：“我提出了对孩童进行早期商

业意识的引导和增强项目影响力的持久度，Nair 教授

觉得这可能会是这个培养项目的另一个方向。我还了

解到 Nair 教授是 MIT 创客中心的 director，听他讲了

许多 MIT 的实例，真的受益良多。”

        交流之余，王逸尘还不忘请 Nair 教授出镜，为中

国青年们录制了一段视频。

        论坛上，王逸尘还争取到了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

者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交流的机会。当天尤努斯教

授的演讲围绕青年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展开。有着丰

富实习经验的王逸尘从社会企业入手，和教授交流了

自己的看法。“教授说，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有社

会责任感，在获取利润的基础上多帮助去解决一些社

会问题。”

校园内外的活跃分子

        这，并不是王逸尘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

        今年 5 月 7 日至 5 月 12 日，她就曾作为世青创新

中心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框架下的新一轮气

候谈判。

        在同学眼中，热情活泼、思维敏捷的她，有着多

彩多样的广泛爱好。喜爱旅行，趁着假期曾行走过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热爱音乐，是校内的十佳歌手，毕

业典礼上的表演常客，还获得过网易云校园歌手大赛

全国 30 强。同时，王逸尘也十分注重社会实践，关心

国际事务及环境、资源等人类课题。

        王逸尘说：“非常感谢温肯的教育环境，让我更向

往国际上更大的平台，同时身边也有很多优秀的同学，

他们给我学业、职业发展上的启发，让我更主动去做

对我人生有意义的事情。”

        事实上，自温肯办校以来，已经有上百名温肯儿

凭着自己出色的英语能力、广阔的国际化视野走上世

界这一舞台。此前，温肯 2017 届毕业生夏雪代表中国

青年参加 APEC 会议，与各国政界和商业精英“切磋”；

2018 届毕业生楼敏慧走进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

合国大会，还有多位学生带着自己的科研论文远赴世

界各地参加国际化的学术盛会……

        根据数据显示，2018 年暑期就有 125 名温肯学生

前往世界各地参与志愿者活动和海外实践项目，约占

全校人数的 9%。

王舒 / 文

王逸尘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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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1450 年，先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

出埃及到应许之地迦南，使他们脱离苦境，才

有了一出“出埃及记”。2018 年夏天，温州肯恩

大学大二数学系项鹏煊同学选择了走进埃及，

作为自己的第一次国外志愿之旅的目的地。

         “高中那会儿看《意林》《青年文摘》比较多，

有接触到别人写的关于志愿者、义工之类的文

章，从那时候起我就想自己也去尝试，出国看看。”

这位 20 岁的青年说。1 个月多的异国支教生活，

让他和这个神秘国度结下了毕生难忘的缘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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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风采 
黄沙之国的“下马威”

        高三那年，项鹏煊第一次在《衢州晚报》上看到

一篇关于一个衢州女生去肯尼亚当志愿者的故事。“那

里环境之恶劣，的确不是一般人胆敢做的，非常钦佩

她的勇气和她的爱心。 ”没想到的是，两年后想象不到

的恶劣也落在了项鹏煊头上。

        飞机刚降落在开罗国际机场，埃及这个黄沙之国

就为项鹏煊准备了“见面礼”：忘办当地手机卡，拿着

不能兑换的美金……

        还好失联了几小时后，项鹏煊终于联系到了当地

组织，然而当地公寓的状况又给项鹏煊泼了冷水——

公寓人满，他只能委身地板。

        此外，同房的基本是印度来的志愿者，当他们说

起本国语言时，又让独身一人的项鹏煊深深感到了隔

阂感，当他终于想起还有手机可以打发时间时，公寓

的外墙又把信号拒之门外……

十月六日城的“天使”

        此次，项鹏煊的主要任务是去开罗西南边的十月

六日城做支教。

        第二天一大早，睡了一晚地板的项鹏煊就赶去当

地的一个幼儿园，在那里，项鹏煊遇见了从 1、2 岁到

12 岁不等的孩子们。

        “孩子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看着我，很天真，也

很顽皮。有一个小男孩很会摆 pose，在我的相机前各

种摆，让我给他拍照……”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抚去了项

鹏煊昨日的狼狈。但难题接踵而至，孩子们大都对英

语一无所知，无疑加大了沟通的难度。好在，项鹏煊

是和一个突尼斯的志愿者搭档，项鹏煊讲英文，她翻译。

        在白天，项鹏煊陪着孩子们上课，他同时也负责

给孩子们当数学老师；在课余时间，他陪着他们在庭

院玩耍，举高高是孩子们的最爱。

        有一次，项鹏煊和另外几位中国志愿者向孩子们

介绍起了中国，一边举着中国国旗，一边为他们介绍

中国的习俗。幼儿园园长的女儿也向项鹏煊介绍了埃

及当地的文化习俗。

        日复一日的相处交流，文化的碰撞让项鹏煊深刻

体验到了世界的广大。“告别那天，整个幼儿园的孩子

们都向我挥手告别，用不标准的英语说着 Thank you，

当时很想再留下来陪他们几天。”

贯穿埃及之旅

        结束了十月六日城的工作后，项鹏煊和朋友们一

起结伴，开始了埃及的探索之旅。

        他们到过南边的卢克索，在夜晚和同行的几个肯

尼亚青年志愿者们爬上天台，聊国家、谈人生，还在

那里坐上了热气球，鸟瞰了卢克索全景和尼罗河两岸，

在热气球上接受了清晨第一抹阳光的温暖。

        他们去了北边的亚历山大港，一座由老建筑和海

岸线构成的城市，在那里看到了埃及除了黄沙之外的

第二道风景——海洋。

        他们还到过东边的 Dahab，这个红海边上的潜水

盛地却又把项鹏煊难住了，不会游泳的他犹豫不决，

不敢迈出通往海底的第一步，但在朋友和教练的鼓励

下，项鹏煊卸下包袱，拥抱大海。

        “刚开始真的很怕，但看到海底的美丽景象，一切

都值了。”项鹏煊说。最后一站，他们来到了西边的黑

白沙漠。一黑一白两片沙漠和两条贯穿其中的公路，

他们一行人租了一队吉普车，在茫茫沙海中穿梭。入

夜后，一行人又在星空下的沙漠里烤鸡、做饭……

周余成 崔闻珈 / 文     项鹏煊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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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温州大学园区的学生群体和外籍人群

提供丰富的餐饮娱乐双语信息服务——2018

年 9 月底，一只“仓鼠”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在温州市龙湾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一路披荆

斩棘，最终获得了总决赛二等奖。随后，又

拿到了来自龙湾区政府的 15 万元创业资助。

       全 称 为 仓 鼠 国 际 应 用（Hamster 

International APP）的这只“仓鼠”由温州肯恩

大学国际生 George Solomon 和他的团队共

同打造。近日，仓鼠国际应用正式上架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开放下载。

学子风采 
“仓鼠”和它的饲养员们

        一月，冬日的寒冷尚未褪去，创立一个多语言生

活服务类平台的种子早已在温州肯恩大学大四计算机

科学国际生 George Solomon 心里悄悄发了芽。

        来自坦桑尼亚的他来到温州已经四年，但陌生的

语言环境仍旧给他的生活带了诸多不便。时下流行的

生活服务类应用，无论是美团、饿了么，还是出行必

备的滴滴，都无法提供英文服务，让他这个外国人只

有叹气的份儿。不过，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创业

点子。

        “在温州生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何不开发一个

双语的服务平台，让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更加便利？

George 把他的想法分享给了他的小伙伴们。同校的李

臻、胡琛璇、吴璞岩立即表示愿意加入项目。此外，

George 也邀请了他在北京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温州

大学的朋友加入团队。George 本人负责信息技术开发，

胡琛璇主管财务，李臻主管人力资源，吴璞岩负责英

语翻译……没有过多的犹豫和纠结，9 位“仓鼠”创始人

分工明确，共同驶舵。就这样，“仓鼠”慢慢迈开了脚步。

众人呵护下的“仓鼠”长大了

        打开仓鼠应用 APP，红白相间的页面简洁明了，

十分国际化。

        与同类型软件相似，仓鼠应用网罗各类美食，内

设有基本的外卖界面和基于用户地理位置的餐厅精选，

也有专门的栏目实时推送校园新闻趣事和公交信息等

资讯。在一些细节化的地方，团队考虑到大学生这一

受众人群的特点，专门设计了活泼可爱的仓鼠 logo 以

及丰富多样的动态形象，当然，对于使用频率高的用户，

也有一套相应的积分和会员制度，为用户提供一个友

好而便捷的使用环境。

        有了可爱外形的小“仓鼠”，它的成长之路，却并

非一路顺利。团队建立后，困难也接踵而至，资金，

办公场地、人员配置……

        “起初，我认为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也许是 5 年到

10 年才能有所成绩。幸运的是，在温州肯恩大学这个

平台，遇到了很多伯乐，是他们的帮助和鼓励，让我

们把仓鼠国际从梦变成了现实。”

        George 口中的伯乐之一就是我校的王北铰书记。

George 在和我校王北铰书记的交流中，提到了自己的

创业项目。在对项目进行了解后，王书记不仅十分鼓

励他继续创业，还将“仓鼠”项目推荐给校招生就业办

公室 , 嘱托就业办要为这一项目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帮

助。

        在伯乐们的促成下，“仓鼠”团队把办公场地搬进

了校创业空间，团队人员也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且获

得了参加这次龙湾区创业大赛的机会。

        “创新创业有风险，但年轻的学生有勇气去尝试，

又有好的想法，作为学校方面就应该给予支持，为他

们提供、创造更多机会。”谈到这次对“仓鼠”的支持和

帮助，王书记表示，温肯的办学理念是为“为不同学生

找到不同发展方向” 就是鼓励温肯学子向不同渠道、不

同方向去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和“仓鼠”一起闯未来

        从 7 月的“建行杯”第四届浙江省“互联网 +”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到 9 月的温州市龙湾区大学生创业大

赛，凭着对大学生活的了解和中英双语的自如切换，

仓鼠国际应用从 300 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此外 , 在鼓

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下，温州市龙湾区政府为仓鼠团

队提供了１５万元的创业资金。

        在比赛中，不仅“仓鼠”收获了诸多奖项，“饲养员”

们也获得了许多不一样的经历。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自

身的价值。不论是与对手同台切磋创业能力，还是和

评委、专业投资人交流创业心得，他们都收获了许多

建议，有了更广阔的舞台去展示项目、接触观点、拓

展视野。

        目前，仓鼠国际应用已上架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团队在龙湾区注册的新公司——温州市哈姆斯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计划落户浙南海龟科技园。

        “仓鼠”制定了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认真

计算了未来五年的盈亏，决定以温州为起点，再把“仓

鼠”推广到国内以及亚洲、非洲等地，逐步将“仓鼠”做

成一个真正国际化的应用。

姜舒麦 庄稼 / 文 

仓鼠团队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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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则“大连华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停牛科技

举行发布会，携手共同打造大连停车支付市场”的新闻占

据了大连当地多家媒体的版面。很多人不知道，这条新闻

的主角大连华飞文化，它的创始人之一，正是温州肯恩大

学心理系的大三学生孙华斌。

       一个大三的在校生，转身一变成为一家公司创始人，

孙华斌的这段故事，颇有些戏剧色彩。

牵手停牛共拓市场

        对孙华斌来说，2017 年是他尤为特殊

的一年。

        在一次意外受伤后，孙华斌休学回到

了家乡大连。很快，闲不住又热爱头脑风

暴的大男孩，在 2017 年 10 月便和另一位

伙伴搭档开始了他们创业之路——成立大

连华飞文化传播公司，业务主打活动策划、

营销推广。

        不过一年，公司便迎来了和停牛科技

这次影响大连车主界的合作。

        停牛小程序是 2017 年由大连停牛科技

公司开发的停车管理系统，小程序结合了

停车场地图，解决了停车场难找的问题，

并以无感支付系统为基础，搭建起金融支

付渠道，进而加快了停车支付流程。

       在小程序的发布会上，停牛科技宣布

将以华飞营销体系为支持，多方位、立体

化推广营销，打造成合作停车场近百家，

日服务会员高达 5 万人次的小程序。

       谈到与停牛科技的这次合作，孙华斌

很低调：“这是公司刚接手的一个项目，我

们通过对小程序的包装宣传、活动策划，

旨在将停牛科技的无感支付系统推广到整

个大连，切实落实惠民政策。”接下来，华

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将完善小程序，用公

众号辅助小程序，增设更多停车场，完善

大连的无感支付网络和汽车服务的生态圈。

学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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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计划是，让停牛的应用覆盖到大连 70%—80% 的车主。

创业路上的汗与泪

        像所有的创业者一样，公司起步异常艰难。对于当时还只是

大二的孙华斌来说，辛苦赶出来的策划被改了几十遍，每天凌晨

两三点睡是家常便饭。创业第一年，公司只有 2 个人，他与合伙

人还存着意见上的不同。更难的是，作为学生在业务上的艰难拓展。

        好不容易，他们接下了个大业务，为大连建设银行私人银行

策划年会，主题为“传统的年”。一开始，策划就被完全否决，为

了达到期望，体现 80 年代至今的过年氛围变化，孙华斌和团队亲

自跑到了农村及“闯关东”拍摄基地等地进行考察。“最后定场地，

舞台租借都是在活动一周前才完成！要不是真的喜欢策划，或许

真的坚持不下来吧。”孙华斌回忆说。所幸，这次策划的年会活动

得到了极好的反响。

        如今，公司的规模已经逐渐发展到十二三人。他们的项目也

更加多元化，策划的活动从开始的自驾活动，再到今年接手停牛

小程序的推广工作。此外，孙华斌还创立了 3+2（策划、媒体、科技、

活动、影视）的盒子营销理念，专注于“活动策划设计、公关推广

执行、户外媒体运营、数字营销传播、内容娱乐行销”五大板块业务，

为客户提供策略性、整合性的全方位一体化解决方案。

做自己喜欢的事

        策划对孙华斌来说，不是工作而是他最享受的一个过程。其

实这颗喜爱的种子，很早就开始发芽了。

        在温肯时，孙华斌加入学校 RA。他很享受和同学们在一次次

活动中爆发出的思维碰撞，这个过程也让他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开放的大学氛围，也鼓励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2017 年，

他和同学众筹在校门口开了一家西式餐厅乌托邦。这，对于孙华

斌来说只是个开始。

        误打误撞，在 Gap 一年中遇到了最好的创业契机，重回校园后，

孙华斌也一直在寻找工作与学习的平衡。

        谈到对未来的规划时，他希望能继续再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去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的 4A 公司以及腾讯，阿里等公司学习商业运

作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或是去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院校继续

学习专业知识。 “未来我想成为广告人 ! ”他说，他的目标从未改变。

张思瑜 崔闻珈 / 文

王葛琼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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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王羽轩，温肯心理系大三学生

        转眼间，我已经在肯恩大学美国尤宁

郡校区学习生活了一个多月。记得初来乍

到时，在校园迷路简直是家常便饭，去东

校区上早课也只敢早早出门，生怕迟到，

还老是被健身房、图书馆“变化不断”的开

门时间打乱日程安排。

        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不仅能很自

信地为他人道明方向，掐好去东校区的校

车到站时间，轻松应付早课，还对各个地

方的营业时间了如指掌。而这些变化，都

在美肯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显得

意料之内、情理之中。

        总的来说，美肯就像是“升级版”的温肯。

这里的授课模式、课程安排、住宿体系等

都与温肯大致相同，但作为一个 1855 年建

校的大学，百年的磨练使校园的设施体系

更为完备，课外生活更为充实，并且拥有

更多元的文化和国际资源。

衣食住行在美肯

        美肯的校内设施可谓是相当齐全。

        除了便利店、书店以外，校内还设有 2 个体育馆（包括竞技场、

重量训练室、舞蹈房、篮球场、游泳池等）、3 家星巴克、3 处画廊、

7 个剧院等。同时，校园里设有医务室、心理咨询室，甚至警察局，

以保障我们的身心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校内随处都

有无须权限即可使用的电脑，还可以免费打印学习资料。宿舍楼

一楼的洗衣机和烘干机也可免费使用。

        关于饮食，洗衣房的正对面就是社区厨房，学生可以自己做饭。

此外，校园内有自助式食堂、Cougar’s Den、Smashburgers、Jersey 

Mike’s 等，校园附近也有地中海、哥伦比亚、西班牙风味菜馆等。

其中，自助式食堂有专门的中餐窗口，食堂还定期邀请华人厨师

制作寿司，十分受温肯同学们的欢迎。

        交通方面，往返校区之间都有校车接送，学校还安排了去周

边超市、饭店（包括中餐馆）、商场等地的车次，非常便利。值

得一提的是，Union 火车站离学校非常的近，甚至可以被视为美肯

校区的一部分，从那儿坐车去纽约只需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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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风采 
专业课程及资源

        作为一名心理系的学生，我欣喜地发现：心理在美肯是非常

热门的专业，拥有发展成熟的心理本科、研究生项目，更是受到

美国心理学协会（APA）这一权威机构的认证。在这，我不仅拥

有了更多样化的专业选修课选择，还获得了更多课堂之外的宝贵

实践机会。

        这学期我正在上的 Field Experiences in Psychology 正是这样的

一门课。在 Ilyse Odesky 教授的帮助下，我联系到了 Jumpstart（旨

在帮助学前儿童具备读写能力的全国性组织）在美肯的分会，并

成功地通过了面试，成为了 Jumpstart 的一员。

        而我身边的多数同学，也都如愿选到了温肯还未开设的课程，

如社会学、谈判学、健康教育学、天文学等。与此同时，绝大多

数的美肯教授，尤其是心理学教授，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能

为我们的申研方向和职业规划提供很多帮助。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校外的学习机会。正如前不久，在海娜

老师的带领下，我出席了第十三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大赛北美赛区（纽约领区）颁奖仪式暨项目对接和高层次人才

洽谈会，会议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举行。在此过程中，我与复旦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人事主任对心理这一领域的未来发

展和应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与“春晖杯”应届和历届的获奖者

们进行了友好的交流，收获颇丰。

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

        学校每周都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巴士旅行。个人认为，

巴士旅行非常适合来自温肯的交换生参加，它能帮助我们更深入

地体验美国本土文化。

        前不久，我刚和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了欣赏中世纪角斗表演这

一活动。该表演的官方售价是 40 多刀（约 300 人民币），通过学

校预定不仅只需 10 刀（约 70 人民币），还有校车接送。入座后，

我们才意识到它是“剧场餐馆”，也就是结合了晚餐与表演这样新

颖的形式。于是，我们不仅体验了一场中世纪的角斗，还享用到

了美味经典的食物。

        我还参加了上周日的普林斯顿巴士之旅。我们先是来到了南

瓜农场，体验农家乐趣，在学校安排的餐厅享用完自助后，又来

到常春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漫步于风景优美的校园，感受学术

的熏陶。

        美肯校园内有超过一百六十个学生组织，WKUSA 就是其中

之一。它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温肯学生和美肯学生各方面的交

【编者按】
     2012 年以来，我校启动与美国肯恩大学的交
换生项目，每年逾百名温肯同学前往美国肯恩大
学进行学习与交流，与此同时，温肯也会迎来一
批美国肯恩大学的学生。交换生项目的持续进行，
推动了两校间更深层次的交流。
    交换生的生活和学习有什么不同？交流的背后
又会有哪些特别的故事？我们特别推出“我在美
肯交换的日子”，希望通过交换生的真实故事，
来给大家展示真实的美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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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帮助美肯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也帮助温肯学生更好地

融入校园，目前由美国友人 Aliyah 担任主席。另一与温肯学生联

系较为密切的组织是 Asian Studies Club，主要由亚洲研究专业的

学生组成。在该社团举办的活动中，你会遇到许多热爱中国文化

的外国友人，甚至会遇到从来没去过中国却说的一口标准的中文

的美肯学生。此外，每一幢宿舍楼的 RA（宿舍楼助理）们都会定

期举办社区活动，分享来自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美食。

        最让我感动的是，中秋佳节，身在异乡的我们，感受到的温

暖丝毫不减。美肯校领导为温肯学子精心准备了午宴，还都是中

式美食。法拉希校长亲自和我们围坐在一起，享用月饼，畅谈学

习和生活。

美肯交换项目心得

        我相信在申请交换项目初期，我们都对来美肯交换有过这样

那样的顾虑，我们也反复地向来过美肯的学姐学长询问着可能会

经历的问题和不适应性。但经过最后的权衡，我们还是选择来到

美肯，体验本土的美式教育。而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很

庆幸自己来了美肯，来到了这个美丽又友好的校园，也非常喜欢

和享受这里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借此机会，我也想特别感谢下海娜，

美玲，Jessica 等多位美肯教职工。若不是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

的美肯之旅也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和愉快。

        我不敢下定论说来这交换的每一个人都很享受在这里的每一

分一秒，毕竟学业压力、文化冲突、思乡心切等都是无法忽略的

因素。但这似乎更像是一个挑战，一个对自己迈出舒适圈，去面

对更大世界的挑战。也正像美玲所说的，这世上没有多少人能拥

有像我们这样来他国交流学习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我们抱着一

颗真诚坦率、虚心进取的心，珍惜接下去的时光，一定能在美肯

生活和学习的旅程中获益匪浅。

分享人：许诺 2018 届毕业生，南加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研一在读

        暑假刚过，温肯 2018 届毕业生许诺转身成为了南加州大学通用计算机专业

的研一新生。能在世界排名前 50 的顶级名校就读，换作他人早已心满意足。但

许诺并未止步，带着自己做的研究论文参加全球科研会议，还为自己争取到一

个新机会——收到来自密苏里大学一位导师的直博邀约。

带着论文 登上国际学术会议

        2018 年 8 月 29 日 -9 月 1 日期间，第九届 ACM（美国计算机协会）生物信

息学、计算生物学和卫生信息学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许诺的论文《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nucleotide cyclase functional centers and development of ACPred 

webserver》（核苷酸酶功能中心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 ACPred 服务器的开发）被

大会收录。作为第一作者，他站到了大会的演讲台上。

        生物利用分子信号传递信息，例如激素和生长因子在细胞表面被感知，并

进入细胞引发一系列使生物体生长、发育和对环境做出响应的生理反应。许诺

和他的伙伴们将 cAMP( 环磷酸腺苷 ) 和 cGMP ( 环磷酸鸟苷 ) 两种分子信号进

行比对，发现 cAMP 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值的波动比较大，方差），得出了

cAMP 比 cGMP 更难预测的结论。此外，他们研究创建了 ACPred 服务器，实现

了 40 条以上氨基酸序列同时查询（每个序列推荐 1500 个以内碱基对）。

        这项研究有助于外界更好理解分子信号的性质，对于人类健康和农业的发

展都有深远的影响。例如，这一知识能为新一代耐逆性农作物的形成搭建平台，

进而帮助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催生新的治疗人类疾病的药物。

        论文于 2018 年 2 月开始撰写，8 月中旬最终完成。成员全部来自温州肯恩

大学。除许诺外，生物科学专业助理教授 Aloysius Wong 博士为通讯作者，其他

作者为计算机专业助理教授张长江以及数学系助理教授 Leng Leng 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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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五篇 PAPER 敲开直博大门

        除了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这次学术会议许诺还有着另一个目的——为自己争

取更高的学术平台。

        “美国读硕只有 2 年，能学到的东西太有限，要往学术方向发展，还是要读博。”在许

诺看来，大会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大高校和机构的专业学者，能和他们同台交流，对自身

是一个鼓励，但如果能在和这些高校学者交流过程中得到一份直博 offer，才是大的收获。

        本科期间，发表 5 篇论文的成绩成为了许诺最坚实的砝码。会议期间，许诺分别收

到了来自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校区和华盛顿大学 Bothell 分校两位导师发出的直博申请邀

请。

        “我并不关心现在你的研究方向，但我关注你的未来发展方向。”密苏里大学导师的

话触动了许诺，让他看到了自身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最终他决定明年春季先申请密苏里

大学的这一直博项目。

最喜欢美国的学术氛围

        本科期间撰写 5 篇论文，除了第一篇和最后一篇外，其余均为第一作者，可见许诺对做

研究的执迷。这 5 篇论文分别被《Bioinformatics》杂志以及高级别的学术会议收录。

        许诺从大一开始研究人机互动项目，大二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

        温肯教师鼓励跨学科研究。大三时期，对生物学颇感兴趣的许诺开始加入 Aloysius Wong

博士的团队，开展关于氨基酸序列分析，数据文本挖掘等方面的研究，并分别发表了 3 篇相

关论文。

         对许诺来说亦师亦友的 Aloysius Wong 博士如此形容他：“在校园里一个爱因斯坦似的人

物，对学术有很强钻研精神，生活上却有点邋遢。”形容得一点不假。

        在美国刚刚安顿下来，许诺已不满足一个学期 6 个学分的课程安排，开始捣鼓着干些自

己的事，购置了一些必要设备，打算在公寓里继续自己的研究。

        “我喜欢做研究，因为学术不那么功利，特别纯粹。”他尤其喜欢美国自由的学术氛围，

对人才的包容性。“在微软、Google 这些大公司有专门的学术研究部门，他们不惜投入资金

支持科研创新。如果未来能一直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就太好了。”

学子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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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使命放飞梦想 Frank Wang 的开学第一课

温肯师生设计作品吸睛温州第十一届动漫节

温肯校园开放日 感受纯正美式大学

出发吧！ 2018 美肯交换生帝都朝圣行

“感动·毕业季”微视频大赛

温肯作品《来信》获二等奖

温肯太阳树心理中心临床训练点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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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5 日晚，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

北铰（Frank Wang）为 2018 级新生上“开学第一课”，主题为“肩

负使命，放飞梦想”。

       席间笑声不断，掌声时起。王北铰书记还特意向新生们

提出了学习生活的三点建议和成长路上的三点要求，让同学

们在仰望天空追逐梦想时，脚踏实地做好落实。

       现场播放了 2018 届优秀毕业生赵佳璐在毕业典礼上的英

文演讲，激励新生向优秀毕业生学习。全体同学起立，一起

欣赏校合唱团的校歌表演视频，感受学校的文化氛围。

      温州肯恩大学代理常务副校长 Andrew Branne 和学生事

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也到场聆听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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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 Wang 在学习生活上的三点建议

01 积极调整，适应全英文环境和美式教学

        从未成年人到成年人的转变。你们已经是大学生

了，不再是被呵护、被照顾、除了考试或许什么都不

懂的孩子，你们要转变为大人，变得自信、独立、主动、

负责和认真。

        从中文环境到英文环境的转变。在这里，90% 的

外籍教师，原版的教材，全英文授课，希望你们要挑

战自己，英语运用能力越强，就更有利于学习专业知识。

        从中式教学到美式教学的转变。温州肯恩大学强

调的是自主学习，培养辩证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美

国大学的学位是分等级的，不同的成绩拿到的学位不

一样。认真对待平时的学习，对自己负责，主动去学习。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

记、理事长王北铰（Frank 

Wang）为 2018 级新生上

“开学第一课”

 02 知行合一，确立远大理想和人生规划

        在刚入大学的这个宝贵阶段，希望你们现在就开

始思考：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们在

大学四年要做些什么？你们想要大学为你们的成长做

什么？

        规划意味着选择，选择意味着责任。每个同学都

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你们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大

学所想要学的东西还有以后要从事的工作选好专业，

做好职业规划。

03 独立思考，培养高尚品格和良好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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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三种思维模式，培养两种精神气质：

Think Critically 批判性思维

        相比较传统灌输式教育，我们学校的教育需要同学们树立独立人格，辩证批判地进

行学习，不管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都勇敢去追求真知。希望大家与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为友，与孔子、孟子为友，当然更要与真理为友。

Think Creatively 创新思维

        大家上的每一堂课，其实都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交流，所以在学习中需要突破常规，

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做到新颖独到且有社会价值。我希望，你们不但是知识的学

习者，更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创造者。

Think Globally 全球化思维

        作为一所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校园是有边界的，

但思想是无国界的。希望你们尽快找到自己的定位，培养国际视野，吸收中华文明在内

的全世界优秀文化的精髓，成为一个“全球通”，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公民。

Leadership 领导力

        温州肯恩大学能为大家提供丰富的资源，你们展开的翅膀能飞多高多远，都由你们

自身决定。所以，大家要利用好温州肯恩大学和美国肯恩大学的所有资源，培养和发挥

团队合作的力量，努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青年精英。

Entrepreneurship 企业家精神

        温州是一座商业城市，我们 75％的同学都是商科学生。希望大家能够具备创办和管

理企业的能力，创新创业，在各自的领域有所建树。

校园生活 

成长路上的三点要求 :

要包容

        我们的学校创办时间不长，学校还在建设期，前面的学姐学长面临着更艰苦的学习

环境，希望同学们能开放、包容、大度，一起见证学校的成长，实现学校的美好愿景。

同样，在做人方面，你们也要学会对同学、舍友和家人们的包容。

要自律

        你们已经是大学生，所以学校不再像高中生一样管理你们，但你们必须要有自我管

理意识，你们要对自己负责。除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社会公德以外，学校不会像其它中

国大学一样，强制要求各位同学参加各类活动，但请同学们务必遵守学校的学术规范和

行为规范。希望各位同学从身边的细节开始做起，从宿舍安全、卫生等做起，从多为他

人着想做起。

要负责

        学校的学生手册对各位同学的行为有详细的要求，也有规范的处理流程，没有说情

的余地。希望同学们有节制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合理使用电脑和手机，实现良好

的自主管理。意识到社会复杂性，并能有清醒的头脑和清晰的分辨能力。

汤涟猗 / 文

王葛琼 谭晓敏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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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1 日上午，由浙江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温州市

工商业联合会、温州市总商会、中华餐旅协会主办，温州市文化

创意产业协会、浙江奥美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承办的 2018 温州

动漫节在市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

        温州肯恩大学建筑系主任文森 (Vincent PeuDuvallon) 在开幕

式上，与领导嘉宾们一起在大屏幕上按下手印，开启本次动漫节

二次元大门。

        温州肯恩大学打造的特色展区亮相于 5 号馆一楼，148 平方米

展位，温肯动漫社全家出动，除了展示手绘人物作品外，还带来

了各种 Cosplay（角色扮演）。

        最吸引人的是温州肯恩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师生的作品展览，

有建筑系精致的模型作品，平面系文创设计与动画作品、动漫社

作品。从事建筑设计的章女士在欣赏完学生们的作品后说：“来这

次动漫节，是为了让孩子接触新鲜的事物，没想到温州肯恩大学

的师生呈现了这么新颖和前卫的作品！”

        整个展区的设计概念由建筑与设计学院文森与黄瑶瑶两位老

师合作完成。文森老师介绍道：“我们试图将建筑设计与平面设计

的作品进行融合陈设，通过简单的空间布局为参观者提供更直接

的体验。展台不仅高度递增，而且整体旋转了角度，这样就能全

景观看不同的展品。”黄瑶瑶老师补充介绍了更多设计细节：“我

们通过网格与网点来体现出跨专业设计的相通之处。点不仅是设

计的基本视觉元素，也出现在动漫印刷品中。而矩阵与重网的设

计方法，在建筑、平面中都非常值得探索。”建筑区域展示的“丽

岙王宅村建筑研究”是文森老师带领学生们做的课题之一，这些建

筑的设计基于不同的材料、造型各异。此外，文森老师设计的斐

济岛度假别墅模型也在展览上展出。

        平面区域展示是黄瑶瑶老师带领的大三专业课程作品—Studio 

Skills 工作室技能和 Motion graphics 动态平面。这些课程锻炼了同

学们平面设计所需的各种能力，包括可视化、印刷与包装、信息

编辑以及对动态图像媒体的探索等。其中非常“畅销”的是同学们

在课堂中设计并手工制作的系列文具用品，问询度极高，但大部

分同学都表示极其舍不得出售。背景墙上，除了投影学生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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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生动的动画作品，还展示了

黄瑶瑶老师为学院研讨会及讲座系

列设计的各类海报，以及 Randy 教

授设计的活动海报。

        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副院

长 Larry Brown 博士评价说：“这是

一次水平非常高的展览，大家都投

入了很多的心血。”广告设计专业

Ferney 老师感慨道：“我们不仅要

提高自己的科研、创新水平，更要

把这些成果展示给公众。”另外，

温州肯恩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

David Purnel 博士，以及美术史专

业的 Erin 老师也到现场参与了此

次活动。

        本届动漫节为期四天，除了电

竞、cosplay、动漫大赛等传统项目

外，还增设台湾动漫文创市集、木

玩嘉年华、胡桃王国梦境之旅等项

目，并特设两个艺术展区：漫画家

王伟艺术成就展和英国艺术之旅画

展。

汤涟猗 黄瑶瑶 / 文

黄瑶瑶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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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温州肯恩小镇风情旅游文化节于 10 月 20

日正式启幕。玩转美式校园社团活动，体验外教

全英文课堂，在绿色草坪上伴着音乐一起摇摆……

作为此次温州肯恩小镇风情旅游文化节的一场重

头戏，这场纯正的美式校园开放日无疑为这次节

日活动抹上了一笔最青春的色彩。

校园生活 

无社团，不大学

        什么最能代表大学生们的青春和创意？当然是大

学里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啦！校园开放日当天，校园

内的主干道两侧，社团的展示摊位沿线排开，游戏、

活动花样繁出。

        这头，访客们拿着  “网红拍照框” 拍得不亦乐乎，

那头，又拿着学媒中心的“校园纪念照打卡”忙着打卡

赢礼物。更别说，学生会的面部彩绘，音乐社的现场

K 歌，美食社令人面红耳赤的吃辣条大比拼，更是引

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围观。

        游戏只是为了吸引人气，对社团而言，最重要是

借此契机，宣传自家社团的独特理念。以海外志愿者

为特色的 AIESEC，在展摊前竖起了一块世界地图，

他们用展板上一颗颗不同颜色的铆钉向参观者展示了

温肯儿在海外行走过的足迹；青年志愿者协会将全校

师生募捐的书本、杯子、画等进行现场义卖，义卖所

得款将捐给慈善机构；浮黎山房国学社摊位上，身着

汉服的社员现场演示投壶、棋术、茶艺、香道、书法

等古人雅事，引来不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

        从温州大学特意赶来的 19 位意大利留学生们也纷

纷为温肯活跃的社团气氛点赞。其中一位会说中文的

留学生 Viviana 激动的向记者表示，自己在大学没有

参加很多社团，很喜欢温肯这样多样化、国际化的学校。

        来自瑞安二中的 400 多位学生组团来参加校园开

放日。同学们忙着体验丰富社团活动，感受大学校园

氛围。“温肯的社团活动都好精致！”丰富多彩的温肯

开放日体验为瑞安二中的蔡梦铃同学打开了一扇窗，

让她对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更加期待。

精品“美式”课程

        从 13:00 开始，温肯四大学院相继举行了 13 堂模

拟课堂。课程包括有趣味英语、变态心理学、进化导论、

管理学和数字化设计等，让来访者体验了解美式课堂

的魅力。

        在变态心理课上，Raquel A Stuart 教授特别邀请

了两名心理专业的同学与她一起上课。她幽默的肢体

语言、时高时低时快时慢的语调，以及有趣的互动小

游戏“钉子、蜡烛与火柴，让课堂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

笑声。

        黄璐瑶是来自瑞安二中的高一学生，虽然全英文

的课堂让她有些吃力，但她十分喜欢这样轻松、互动

性强的课堂氛围，“通过这节模拟课，我学到了如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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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方式去思考问题，这很有意思。”

        模拟课堂之外，各学院还举行了学院和专业介绍会。首先，由我校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

利博士对学校进行了详细介绍，并由各学院院长对专业进行系统介绍。在温肯就读的学长学

姐们以及优秀毕业生也被邀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分享自己的真实学习生活经历。

        专业介绍会现场，记者还碰到了从苏州专程赶来参加肯恩开放日的台湾一家人。

        “我们在了解昆山杜克大学时，偶然知道温州肯恩大学有女儿感兴趣的设计和建筑专业，

于是就带上妈妈和弟弟，陪着女儿来了解一下。”据台湾的郑爸爸介绍，女儿现在在念高二，

之后想让她在大陆读大学，逛下来感觉温肯十分不错。听完学院介绍和下午的模拟课堂，郑

先生一家又要赶回苏州，将女儿送回学校。

让青春“噪”起来

        草坪音乐节，是此次校园开放日人头攒动的聚集地之一。

        正午，温肯的大草坪上传来了动感的音乐节奏，一场狂欢正待上演……

        下午场由来自温州各高校的乐队以及 Mean singers、十二乐队、荒腔乐队等小众乐队带

来青春的音乐狂欢。

        这场音乐盛宴上，最吸人眼球要属温肯儿们带来的一场“快闪”表演。他们从演出台走向

观众区，献上了一场充满活力的街舞表演，成为人群的焦点。

        欢快的音乐，青春的舞姿，让周围的围观观众也不禁跟着一起扭动。市民夏先生一家来

参加风情节，正巧撞上这场动感演出，也看得 high 了起来。“周末休息，所以带妻子、孩子

过来体验一下美式大学的活动。在温州，能有这种机会很难得、很宝贵。”夏先生说。

        “‘快闪’是一种文化。我们也是想借这个机会将它在温肯推广，体现出我们学校的自由、

创新氛围。”对于观众的热烈反应，温肯“快闪”团队成员开心地说。

        狂欢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草坪上，《潮！致敬四十年》音乐节继续激情开唱，点燃了

夜晚温州肯恩小镇的激情，为整个校园带来了持续的音乐盛宴。

        直至夜晚 10 点，音乐、狂欢才终于消散……

        希望，这场校园开放日的每个瞬间，最终成为“你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陈玉立 周余成 何灏远 / 文

余汉盛 徐嘉成 毛楠源 蔡葆淇 胡早行 于佳何 王葛琼 苏中元 / 图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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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温肯 续品中国文化

        自 2015 年春季开始，温州肯

恩大学接收了 7 批共 82 位来自美

国肯恩大学的交换生。每逢节假日，

学校都会组织交换生们游览祖国各

地，领略中国古老文化。西安、成

都、杭州、温州永嘉等地都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截止 2018 年，已有 3

名美肯交换生选择在温州肯恩大学

毕业。

顾轶言 穆慧焱 王舒 汤涟猗 / 文

陈子丰 林肯 / 图

       2018 年国庆佳节，来自美国肯恩大学的

17 位交换生与温州肯恩大学志愿者们一起开

启北京之行，为庆祝新中国诞生 69 周年，

献上异国的祝福，同时，感受五朝古都的文

化魅力。

       在为期 6 天的行程中，美肯交换生与温

肯志愿者们一起领略了雄伟的天安门、庄严

的故宫、险峻的长城，还有现代建筑代表鸟

巢、水立方等。

       北京，这座融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城市

让交换生们赞不绝口。

Sharon Pesantes

“The trip to Beijing was a great way to experience China’s vast cultur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Forbidden City was really eye opening to me. Going up the Great Wall was an exciting journey and 

it was worth for waking up early. I also tried new food like the Duck! I’m really happy that I’ve 

stepped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experienced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world.”

       “这次北京之行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紫禁城建筑的精美让人大开眼界，而长城

的雄伟也让我感到十分激动，早起攀登也是值了 ！我还尝试了北京烤鸭！很开心通过这次旅

行走出自己的安全区域，去感受一个全新的世界。”

Sara Camacho

“Taking a trip to Beijing has been one of my biggest goals since I was just a kid watching ‘Big Bird 

in China’ on TV. Seeing the CMG Headquarters building became a huge part of that as I became 

more interested in design. It’s an absolute delight to be able to say that I accomplished both these 

things so early in my lifetime.”

       “小时候在电视上看过 ‘Big Bird in China’ 这个节目，来北京玩就成了我人生的一大目标。

后来，我逐渐喜欢了设计，参观中央电视台大楼也成了我的一个愿望。 这次旅行可以说完成

了我年幼时候的心愿！”

Anthony Vernacchio

“In addition to see many important sites, my favorite part of the trip was haggling for lower prices 

at the market places, buying some souvenirs. I learned much about unique city culture of Peking on 

this trip.”

       “这次旅途中，除了观光旅游，我最喜欢在市场上购物 , 讨价还价，购买一些纪念品，感

受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

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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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 月 27 日，由光明日报融媒体中心、

腾讯视频、光明网联合发起的“感动·毕业季”微

视频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社

副总编辑陆先高、腾讯视频总监李莹等出席了颁

奖典礼。

       活动共评选出特等奖 1 名，一等奖 1 名，二

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继特等奖清华大学，一

等奖中山大学之后，温肯参赛作品《一封穿梭四

年的来信》获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

“只要你遵循自己的内心，
认真、坚持、勇敢地面对每
一个未知挑战，尝试每一个
未知可能。明天的你一定比
今天的你更好”

校园生活 
       《来信》是我校第一部记录“温肯儿”大学四年成长的微电影，由校媒体中心指导

和监制，学生媒体中心联合 KIWI、学生会共同打造，也是温肯史上第一部学生自编

自导自演的作品。

        故事取材于“温肯儿”的真实经历，讲述了 18 岁的女生弦子从一个青涩懵懂的大一

新生，在大学阶段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信、勇敢追梦的温肯毕业生，四年中收获了

知识、阅历和挚友的故事。

        2018 年 2 月，媒体中心在学校范围内开启微电影剧本征集活动，并对原创剧本进

行改编，招募团队进行拍摄。整体制作历时 5 个月，数十位温肯学生参与其中，贡献

了自己的才华和热情。

        据悉，此次大赛自 5 月 12 日启动以来，共有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的投稿 200 余件，

参与高校涵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各类高校，影响力遍布全国。新

浪微博上 # 感动·毕业季 # 话题阅读量总计 375 万，腾讯视频开设的“感动·毕业季”

活动专题视频总播放量共计 2028 万余次。

        在颁奖典礼上，腾讯视频总监李莹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大赛的许多作品都很优秀，

非常令人感动，作品比预想的精彩很多。很多创作者的作品为我们打开了想像空间，

体现了青春、校园的美好，有对理想的追求，也有奋斗路上的感动与包容。

        她特别提到让她印象深刻的两部作品，清华大学的《清华零点后》和温肯的《来

信》。她认为《清华零点后》拍摄了校园零点后的普通人，用朴素的镜头真实记录他

们的工作常态和无私奉献。此外，《来信》中女主弦子最后的独白让她深有感触：“只

要你遵循自己的内心，认真、坚持、勇敢地面对每一个未知挑战，尝试每一个未知可能，

明天的你一定比今天的你更好。”她也以此鼓励年轻人：“用奋斗填满的时光是那么的

充实灿烂。无论何时，当你回望青春这些闪耀的图像不会随着时光而消逝，世界会为

你曾经的青春而感动。”

王舒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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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2 日，我校太阳树心理中心校内临床点

及心理学专业实习基地举行了揭牌仪式。党委书记、理事

长王北铰，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出席了揭牌仪式并

讲话。

       新改造的心理中心新设临床训练室，除了为温肯学子

提供心理咨询外，还将为校内专职心理咨询师以及心理系

学生提供临床培训，打造专业化心理咨询体系。

校园生活 

引入美式理念   打造专业化心理咨询体系

        作为一所中美合作高校，温肯太阳树心理中心成

立于 2013 年。中心融合中西方理念，形成了以专业心

理咨询为主，心理健康教育为辅的运行机制。其中心

体系以美方心理体系为基础，严格遵守和按照美国心

理专业人员培养体系以及伦理要求，对咨询人员进行

严格培训。

        在太阳树心理中心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美国高校

心理中心主任协会会员的易俗老师看来，她认为运行

中美合作高校心理中心最大的难点，不仅是对从业人

员的专业培养，而是如何在中外合作高校的体制内引

进西方理念，并进行本土化。

        针对疑难案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本土的评估和

转介流程，是目前国内 9 所中外合作大学所面临的共

同难题。

        为此，温州肯恩大学太阳树心理中心首开先河，

在融合中美两方理念的前提下对临床设置作了一系列

的尝试，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本土的临床设置流程，如

从来访评估到首访评估，从心理和精神科平行评估到

打造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的合作团队等等，目前

运行良好。

        此次，增加临床训练点是太阳树心理中心的又一

大尝试。

        在心理中心里，记者看到，临床训练室是一间设

有单面镜的密闭房间，旁边为心理咨询室。在训练室里，

临床工作者可以透过单面镜观察隔壁咨询室中正在进

行的咨询活动。通过这样的教学观摩，使用者可以进

行临床思路训练以及案例评估观摩，积累实际临床经

验。

        “临床训练室的投用，将为专业咨询师提供更专业

的训练场地，只有专业的咨询受训才是为学生提供专

业服务的保障。”据易俗老师介绍，校内咨询师根据工

作年限有不同的临床训练要求，所有校内咨询师需满

足一年的临床接待、半年精神科实习等要求方能正式

上岗。正式上岗后所有咨询师还需每周参加一次团体

专业督导，并要求每周一次持续个体督导。

        此外，太阳树心理中心还与我校心理系专业相结

合，建立心理专业实习基地。从明年开始，心理中心

将正式成为心理专业学生临床训练的基地。

融入本土    普及心理健康理念

        在追求专业化服务之外，中心还根据本土学生群

体的特点，学习国内高校做法，开展各类心理活动，

增加学生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

        “如完全照搬美国高校的心理中心体系，在中国普

遍心理咨询接受度还不高的国情下很难真正邀请学生

进入到咨询室寻求服务。”易俗说。

        近年来，心理中心打造心理健康品牌“太阳树”，

并通过举办心理月、workshop 等活动，普及心理健康

知识，传递“爱自己，爱家庭，爱生活”的心理健康理念。

开放至今，中心预约咨询次数近千次，举办过心理健

康讲座和上百次 workshop， 众多学生从中获益。

        正在温肯进行培训的美国肯恩大学心理中心副主

任 Vidal Annan 博士对新改造的太阳树心理中心赞不

绝口。“毫无疑问，温肯心理中心运营得十分不错！它

和美肯在许多方面保持一致，特别是在追求专业性上。

而在环境氛围上甚至比美肯的还要舒适。”Annan 博士

说。

        揭牌仪式上，许书利博士强调了高校心理咨询的

重要性。“高校学生普遍不缺智商 IQ，但有时候情商

EQ，AQ 逆境商更为重要。”他希望，未来心理中心能

更好地为温肯学子的身心健康服务。

        王北铰书记也对心理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在

专业上精益求精，继续实践中美合作，吸取中美理念

特点，将‘心理树’打造成为学校的一大品牌。”

        校领导应永宏、夏彩国以及职业发展中心，学生

事务中心相关人员，心理专业外教、学生出席了揭牌

仪式。

王舒 / 文

蔡贝妮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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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n’s Patricia Morreale Named 
AAAS Fellow

Kean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Executive Director Patricia Morreale, Ph.D., has 
joined the ranks of Nobel laureates and science 
pioneers as a 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Morreale was elected to AAAS "for exceptional 
leadership and service to advance diversity 
in computing and for substantial research in 
multimedia systems and networks." Kean's first 
AAAS fellow, Morreale joins Thomas Edison, 
Grace Hopper and others similarly recognized by 
AAAS for achievements in advancing science.

“It’s wonderful. I’m very honored,” said Morreale, 
who has been at Kean since 2006, and became 
the foundi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in 2017. “It is an exemplar of 
the types of initiatives at Kean University. It’s great 
recognition for the University, and I’m happy to 
be in the company of all the other folks who were 
awarded this recognition.

“Any time a professor or a program receives 
distinction, it’s very important. It just means more 
continued good things for the students,” she said.

Morreale is an active and energetic proponent 
of diversity in computing and led efforts to 
successfully increase diversity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at Kean. Currently, about 50 
percent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the computer 
science programs come from ethnicities that 
are underrepresented in computing, she said. 
Efforts are ongoing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women computer science majors at Kean.

Nationally, Morreale i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Wome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Academic Allia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leads committees on faculty 
excellence with both the Comput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Council of Undergraduate 
Research.  Her research on error-detection in 
multimedia systems and networks has been 
patented, and she continues her research on 
secure system design and interaction at Kean.

“This high honor recognizes Dr. Morreale’s 
contributions on a national scale and is 
incredibly well deserved,” said Kean President 
Dawood Farahi, Ph.D. “Our students are 
fortunate to benefit from her expertis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her dedication to her 
students and their success.”

Kean students are offered a rich array of 
opportunities to conduct research and attend 
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events. The honor 

given Morreale is likely to enhance that, she 
said.

“It helps with our national visibility. It keeps me 
aware of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on a national 
stage,” she said. “We just keep trying to open 
more doors. We want to mak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and let students make the choice 
whether or not to go through the door.”

Morreale is one of 416 scientists receiving 
the lifetime honor. They represen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throughout the 
nation, including Harvard Universit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rnell University, Yale 
University, Columbia University,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and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This recognition of Dr. Morreale as an AAAS 
fellow recognizes he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advance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her steadfast dedication to mentoring students,” 
said Jeffrey H. Toney, Ph.D., Kean’s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She 
embodies the spirit of inclusiveness and 
diversity at Kean as well as the University’s 
focus on academic excellence.”

Morreale received her bachelor’s degree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er master’s degree 
from Missour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er doctorate from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l three degrees were 
in computer science.

“Kean is fortunate to have such an excellent leader, 
educator and scholar on our team,” said George 
Chang, Ph.D., dean of the College of Natural, 
Applied and Health Sciences. “Dr. Morreale 
is dedicated to improving and expanding our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ferings at Kean.”

The AAAS annual tradition of recognizing leading 
scientists as fellows dates to 1874. Since then, 
AAAS has honored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such 
as astronomer Maria Mitchell, elected a fellow 
in 1875, and chemist Linus Pauling (1939), in 
addition to inventor Edison (1878), computer 
scientist Hopper (1963) and others. Four of the 
2018 Nobel Prize laureates – James Allison, Arthur 
Ashkin, Frances Arnold and George Smith – are 
AAAS-elected fellows.

AAAS, established in 1848, is the world's largest 
general scientific society whose mission is to 
"advance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innov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people."

The fellows will be recognized at the 2019 AAAS 
Annual Meeting in Washington, D.C. During a 
Fellows Forum in February, they will receive an 
official certificate and the AAAS fellows’ gold and 
blue rosette pin, the colors of which represent the 
field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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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teacher Huang Yaoyao earns 
three awards in Design

This Chinese New Year, Huang Yaoyao, 
a professor of Graphic design at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in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received 
a special “New Year gift.” She won 
three awards in 2018, including awards 
from the Communication Arts Font 
Design Annual Competition, the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and 
Graphis.

Her Logotype Wins CA in design

Communication Arts Design and Advertising 
Annual Competition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ignificant annual competitions in the global design 
industry which was established by Communication 
Arts CA), California, USA in 1959. Every year 
international talented and potential design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Six 
major competition categories of CA cover the whole 
graphic design field, including design, advertising, 
illustration, photography, interaction design, and 
typography. Huang’s ONCETUDIO Identity stood 
out among 1653 great productions and won the 
Communication Arts 2019 Excellence Typography 
Annual Award. Furthermore, her artwork will be 
published in CA magazine in February 2019.

When discussing the inspiration for 
ONCETUDIO Identity, she said “ONCETUDIO 
is an idea design studio established by both 
professor Vincent Duvallon of Architect and 
Design and me at WKU. This special studio 
tries to explore different design projects 
and cross subjects opinions with the goal of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trospection. In this case, all the letters 
in the logo of ONCERUDIO were designed 
as concentric circles with the aim to stand for 
the letter “O” i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name of our studio. Furthermore, the concentric 
circles are also a symbol of cooperation and the 
working concept of the studio. The font itself is 
based on the modern Helvetica Neue.”

Winner of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

Apart from the Award in CA, Huang Yaoyao 
also received an email from HOW International 
Design Awards which stated that at the end of 
December 2018, her artwork will be published 
in the hardcover book, Best Design. This 
"magazine" mainly publishes the productions 
from leading art directors, studios, and creative 
professionals. Also, the winner will get various 
dollar discounts from HOW Design, and her 

monograph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HOW 
website and she will receive a certificate and 
Winner's medal. Her award-winning posters 
were designed for th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Academy’s Thinking Creatively Conference of 
2018.

Huang Yaoyao further won four silver awards 
from Graphis Inc., including one Annual Post 
Silver Award and three Font and Application 
Silver Awards. Surprisingly, one of the award-
winning typography works was also completed 
during a semester in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with the help of a freshman named Yuan 
Yichen.

The headquarters of Graphis Inc. of New York 
is as famous in design as Forbes is in business. 
Graphis Inc. aims to discover and cultivate 
talented designers in the fields of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art, and illustration. The design 
competitions held by Graphis are considered 
the Bible in design. 

She grew up in studios and matured with 
WKU for the last 5 years

Huang Yaoyao learned how to draw when 
she was a child. In her memory, she spent all 
weekends and vocations in the studio from 
primary school to high school. Even now, she 
still loves drawing.

Huang Yaoyao attended the School of 
Design at China Academy of Art in 2005 and 
majored in Graphic Design. She studied at 

Berlin University of the Arts from 2009 to 2012 
where she obtained a master's degree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May 2013, Huang started her 
WKU life. 

At first, she participated in designing our 
university. Then she became Teaching Department 
manag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Art 
and Design. Next, she committed to building th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which led to her beins hired 
as a senior lecturer in the Department of Graphic 
Design in 2016. Now Sh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For five years, Huang Yaoyao matured together 
with WKU.

When Huang Yaoyao talked about winning these 
awards, she said, " I thank WKU for providing 
an open environment, especially for providing 
a VPN which is vital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so they might connect with the world. I thank 
the leaders of WKU and Kean for their trust, as 
well as my partners and the energetic students for 
their companionship. I believe WKU will become 
greater and greater.

Written by Fan Chen
Images provided by Huang Yaoyao
Translated by Rick Wang & Sean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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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plant traits.

A post-85 Biology Professor

Born after 1985, Dr. Aloysius Wong, is a Chinese 
Malaysian. He got his master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nd PhD at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audi Arabia. He was employed 
by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Biology of the Cell (I2BC) of 
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CNRS) 
campus as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He holds a patent of 
Laser-based agriculture system, and he received an award 
from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Since joining WKU, Dr. Wong has taking a lead in 
conducting various scientific research. Previously, he 
guided WKU students Xu Nuo, Fu Dongfang, Li Shiang 
and Wang Yuxian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for finding 
Guanylate Cyclase(GCs). His paper was included in 
Bioinformatics,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Besides Dr. Aloysius Wong, members of this project also 
included WKU biology specialist Tian Xuecheng, An 
Huiting, and scholars from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Perugia and CEA-
Grenoble.

About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mainly provides financial support 
to basic research and some applied 
research carried out by universities and 
or institution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ith priority being given to researchers 
that possess ideal research facilities 
and strong research capabilities. The 
number  of projects funded by NSFC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a 
university’s research capacity and 
academic standard.

Last year, Dr. Meng Yu’s project 
“Mechanism of a novel and efficient 
in-trans drug carrier K16ApoE across 
the blood-brain barrier” was funded 
190,0000 RMB by NSFC. 

Written by Xiang Bingling

Dr. Toby Michelena 
Becomes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to Water Harnessing" in Wenzhou

Recently, Dr. Toby Michelena, 
assistant professor in biology at 
WKU was named 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to Water Harnessing” 
by Wenzhou Municipal Publicity 
Department and the Municipal Water 
Conservancy Office.

The program to look for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at the Front of Water 
Harnessing” was launched jointly 
by Wenzhou Municipal Publicity 
Department, the Municipal Water 
Conservancy Office, Wenzhou Daily 
Newspaper Group, and We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Media Group. 
In Ouhai District, Dr. Michelena was 
one of the six entities and individuals 
included in the honorary list.

Dr. Michelena has always concerned 
himself with water pollution, 
especially the pollution in lakes, 
rivers, and marine environments.

Since August 2015 when he came 
to Wenzhou, he has shown strong 
interest in the Wenruitang River, 
trying to eliminate the river pollution 

with his own knowledge of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cember 2016, he led 4 students and 3 employees from 
WKU and started a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the river, an all-
around project to offer a better policy suggestion on protecting 
the river by establishing a data model and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on the river, based on a solid knowledge 
of the river and its biology structure, as well as its ecological 
system through sampling analysis. “Only based on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river can there be a targeted approach to the 
problem,” said Dr. Michelena.

By the end of 2016, the project was included in Wenzhou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2016, and Wenzhou Public Welfa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2016, and was financed with 
150,000 Yuan by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February 2017, Xia Baolong, then the party chief of 
Zhejiang, praised Dr. Michelena for his project of harnessing 
water when visiting our school’s biology lab. Dr. Michelena 
was awarded the “Yandang Friendship” prize by the city in 
2016.

At present, the project has completed the sampling work at the 
first stage, to be followed by analysis of all collected samples 
and second round of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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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oleon said, “ China is a sleeping giant. For 
when she wakes, she will shake the world.”

I am very happy that China has awakene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where I have 
worked, half of the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are 
Chinese in some colleges. This is an amazing 
change compared to twenty years ago. This change 
does not come easily a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have very differ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approaches.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originates from ancient 
Greece around 2500 years ago. The classical Greek 
culture is a dialectal culture based on argument. It’s 
based on speaking out, questioning and answering. 
It’s critical demands, proof, consistency. In 
addition, it also demands originality, individual 
standing out from the group and about it is outside 
and sometimes opposing the usual.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has been emphasized, and many inventions were 
created during that period.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education system, we encourage every student shall 
have their ideas, and develop a sense of confidence 
speaking in front of the group.

While in ancient China, the political context 
created a very different atmosphere for education. 
A unified China has been formed after a long and 
complicated history of changing dynasties. Thus, 

East & West: Historic Origins of Different Learning Styles
—— James Barnhart

Ph.D. in History, 
Faculty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difference in opinions was not allowed at that 
time. The Chinese Keju system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 only 1% or 2% people will get 
an opportunity to get their dream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They may not like to do so, 
but attending Keju is the only way to pursue 
a career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Under the 
traditional system, Chinese students work very 
hard, but they are often lack of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analysis.

To overco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earning style, the China-foreign education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has experienced 
great challenges.

Yesterda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tudent 
Service Forum was held as the second session. 
Mr. Yan Xiaopeng, President of Wenzhou 
University Italy Campus and Mr. Dai 
Changqing, Professor of The Ope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Mr. Kinfu Adisu, Assistant 
Professor at WKU and KU exchange student 
Mr. Reuben Hernandez and Dr. Xu Shuli, WKU 
Vice Chancellor for Student Affairs had a deep 
discussion on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studying 
abroad, and how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tegrate into local life.

Translator by Zhou Shanshan, Xu Kai

Can plants be tailored? 
WKU Research Project Receive 
NSFC Funding Again

Plowing a field in spring, hoeing and 
weeding in summer, harvesting in 
autumn and storing in winter—this is 
a typical farming year for all farmers. 
Thanks to the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rotation could be 
reversed.
In fact, the world now is faced with 
a new round of food shortages with 
the growing population and land 
degradation.
Recently, Dr. Aloysius Wo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 biology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nd his team conducted 
a research on "tailored plants", this 
research may help solve this problem.

A sustainable approach of plant cultivation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project list from the 
2018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Dr. Wong’s project “Towards a highly tailored 
indoor horticulture: A functional genomics guided 
phenotypic approach” was included in the Research 
Fund for International Young Scientists, receiving 
funding of 396,000 RMB.

“Tailored plants” means the cultivation of indoor 
plants doesn’t depend on weather and is free from 
diseases. Furthermore, crop plants can be produced 
for foo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so there is little 
to no wastage. 

Are different plants favored by different light? 

Lighting regime A can be applied to the 
cultivation of green leafy plants, lighting regime 
B for herbaceous plants, lightning regime C for 
ornamental plants and flowers, and lightning 
system D for fruit etc.
Dr. Aloysius Wong and his team will use 
complementary phenotypic and functional 
genomics to determine a set of light qualities and 
catalog a wealth of phenotype-specific molecular 
signatures that are tailored specially for indoor-
grown plants. The research finding will be a 
reference point for effective optimizations of 
different plant types an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Wenzhou-Kean Universi ty 0011

Student 
Media & Design 

Center0012

Roads are made of steps, and doors are opened 
by knocking. As a China-U.S. university, WKU 
underwent numerous times of “knocking” to 
become such a distinctive university today.

At present, many challenges stand in the way of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But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be confident and marching forward, 
adapting ourselves while we march.

As an American Chinese who spent over 50 years 
in the U.S., I believe, to ensure what China has 
come up to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oday, we 
need international talented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telling China’s tales.

During the 40 years since ''opening up'', China 
has explored a new path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U.S., and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Someone fully capable of telling these 
tal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s required.

In today’s world, universities play another 

“Play a Distinctive Role, Complete Distinctive Tasks – 
An American Chinese’s expectation on WKU”

—— Mr. John Huang
Founder and Partner of Jiu Zhou Si Hai Clan, 

Dean of One Root One Dream Future Leadership College,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fundamental role: to cultivate talented people 
who can tell China’s tales in the future, who 
can tell China’s tales to children of the same 
age or even to the whole society, and who can 
bring these people overseas to China to witness 
China’s economy development themselves.

WKU is a China-U.S. cooperative system. 
Young people we train here should not merely 
pursue higher scores or just their degrees 
– they need to make friends and have their 
voices heard on behalf of China. It will be truly 
remarkable if we can cultivate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to represent China and to tell China’s 
tales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Thirdly, the establishments of academic 
programs should emphasize the urgent demands 
of certain fields, for example, accounting, 
foreign languages, law, and computer science. 

The past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witnessed great progress in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we should be clearly aware 
tha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reach 
people’s satisfa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ourselves, we have been 
learn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We learnt from 
the Europe, the Soviet Union, and no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 boasts a large number 
of colleges of various types. There are public 
schools and private schools, comprehensive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liberal art 
colleges, (usually small size and selective), 
the community colleges, and diploma mills. 
Students get an array of choices.

I hope administrators of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will try their best to explore more 
ways to college application. To reduce the 
academic burden on students, these universities 
can be great examples in the Gaokao system 
by offering more options for students to 
choose from the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could be 
exempt from various kinds of assessments and 

China-U.S. Education Cooperation—A win-win 
relationship

—— Mr. Chen Dayue
Dean,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examinations and operate based on other rules of 
education. As long as graduates are well-received 
by society, university rankings don’t matter.

When running school in China, one cannot just 
copy the practice from the Unite States. People 
need to obey the Chine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respect local culture and tradition.

A university cannot succeed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fuel the 
local economy too. To support WKU, or any other 
university in Wenzhou, is to support Wenzhou 
economy.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the China-U.S. partnership 
in higher education will integrate well America’s 
advanced resources with China’s booming demand 
for education. By offering cost-effective education 
services, these universities can attract more 
outstanding youth and thus reduce the number of 
young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competition 
with public universities, they could play their 
strengths and elevate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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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Wenzhounese All Stars 
in WKU: 
China-U.S. Education Cooperation 
Reaches a Higher Level

November 9th is the grand opening day of the 2018 
World Wenzhounese Conference and China-U.S. 
Education Cooperation in WKU. Deputy Mayor 
Ms. Zheng Chaoyang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delivered a speech.

Scholars and expert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gathered together, sharing their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U.S. education cooperation, 
as well as bringing their expertise to WKU’s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onference, Dr. Zheng Xiaodong, Vice 
Chancellor of WKU, warmly welcomed all guests. 
He said, as the first China-U.S. cooperative legal 
entity in Zhejiang, WKU would not have enjoyed 
today’s achievements without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ndustri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Zheng also noted that the forum is a brand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university, and h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what the guests recomend for better 
development of WKU.

Ms. Zheng Chaoyang said in her address, in the 
era of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people-to-
people exchanges have become a new spotlight 

in China-U.S. relationship. She spoke highly 
of WKU’s achievements in areas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he would continue to give her ful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U.S.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like WKU. 
Meanwhile, she also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WKU – she hoped WKU, based on the 
local culture, would keep bringing in excellent 
education recourses that are in urgent demand 
locally, and cultivate more outstanding talented 
people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y in 
Wenzhou.

During the forum after the Deputy Mayor’s 
address,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former member of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Ms. 
Wu Qidi,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r. John Huang, Dean of Peki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Mr. Chen 
Dayue, and representative of WKU faculty Mr. 
James Barnhart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I became a postgraduate in the late 1970s, and 
went abroad in the early 1980s. I can say that I 
am a beneficiary of the Opening Up reform.

In terms of higher education, first of all, how we 
succeed depends on first-class faculty and first-
class students. Faculty inspire students’ interest 
in study, and students inspire faculty’s interest in 
supervising – the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order to hold stronger attraction, we need 
to bring in first-class teachers, and that needs 
policy support. We shall build a lively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ake good care of talented 
people brought to us, retaining them with 
emotional bonds.

Secondly, speaking of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population should have certain 
proportio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shall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of China, and 

“Champion China-U.S.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Talents with Global Vision”

—— Ms. Wu Qidi
Professor of Tongji University, 

Director of China’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Department, 
former Deputy Minister of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former member of People’s Congress Standing Committee 

enhan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Sino-Foreign 
universities.
Thirdly, the establishments of academic programs 
should emphasize the urgent demands of certain 
fields, for example, accounting, foreign languages, 
law, computer science, software application, 
applied math.

Also, a university should emphasize the welfare of 
education, rather than just seek tuition fees.

Education is for future and for young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Facing ever-changing world 
trends, we should be even more broad-minded, 
insisting on opening up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verall, Sino-foreign education cooperation is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and we should cultivate 
more talented people who have a global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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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Li Appointed as WKU New 
Chancellor

On Feb.25th,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eld a University Leadership and Faculty 
Representatives Meeting, announcing the 
appointment of the new Chancellor. The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Mr. Ma Yongliang, a 
standing member of CPC Wen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the Director of Wenzhou 
Municip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Mr. Zheng 
Jianhai, WKU board member and Director 
of Wenzhou Education Bureau, Ms. Xu Jia, 
Deputy Director of Municip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and Mr. Qian Qiang, WKU board 
member and Vice Chancellor of Wenzhou 
University. Mr. Wang Beijiao, Chairman of 
WKU Board of Directors hosted the meeting.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shall have Chancellor, who 
shall be jointly nominated by both Parties in 
full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USA, and appoint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upon approval of Chines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uthorities. At the meeting, Mr. 
Wang read the resolution for appointing the 
chancellor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nd 
agreed to appoint Dr. Wang Li as the Chancellor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s. Xu Jia, 
Deputy Director of Municip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read relevant documents. 

Mr. Ma Yongliang noted,“ both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have always been 
keenly following WKU’s development. For 
the Chancellor’s appointment, grea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this matter.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witnessed WKU’s rapid growth. 
Aiming to build a high-level university, WKU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various 
aspects, contributing  a lot to Wenzhou’s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fessor Wang Li 
has rich experience as he has served in variou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Zhejiang University. 
With his broad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knowledge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both the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s believe that he is qualified to serve 
as the Chancellor of WKU. ”

The new Chancellor Dr. Wang Li also addressed 
at the meeting. He said,“ WKU is a very important 
education institution. Students at WKU have access 
to the world’s two largest economies: China and the 
U.S, which is a rare opportunity. The United States 
boasts the most Nobel Prize winners, and this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they received. As we 
are now cooperating with Kean University, w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is education system. 
Thus I believe WKU is a university with unlimited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Dr. Wang also said 
that he will start learn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concerning China-foreign cooperative school 
management,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and strive 
to creating an even better future for WKU. “ Last, I 
want to cite a remark from President Xi’s New Year 
message, ‘We are running at full speed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our dreams’. We as WKUers, are also 
running. Let’ us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our dreams 
and make them a great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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