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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门红”！浙南唯一一个 GRE 考点在温肯揭牌
温肯 6 个专业入选 2019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温肯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入选 2019 年度“温州十
大国际化事件”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2020 年开始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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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国际化 奋进高水平！温州肯恩大学发表新春贺词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徐永吉来我校调研
温州肯恩大学成彭博体验学习合作伙伴，逾 300 名学
子获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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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 2020，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更大的发展机

立足国际化
奋进高水平！
温州肯恩大学发表
新春贺词—

遇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谨记“温州有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
国际有特色的一流国际性大学”的目标，加快高水平、
国际化大学建设步伐，

全校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朋友：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
刻，我们谨代表温州肯恩大学向全校师生员工、向
遍布世界各地的温肯人、向关心和支持温肯的朋友
们，致以衷心感谢和新春祝福！
2019年，是温州肯恩大学国际化办学取得新突
破的一年。这一年，温肯人用汗水浇灌土地，用辛

民。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外籍教师在

劳换取收获，温肯历史翻开新篇章。硕博研究生项

温肯开展中美融合特色教学，高水平人才队伍

展望2020，过往可鉴，未来可

国际性大学”的目标，加快高水平、国

目获批，成为2019年度“温州十大国际化事件”之一；

建设专项经费的设立有助于吸引更多国际化人

期。2020年，学校面临着更大的发展

际化大学建设步伐，在服务“教育强国”

浙南首个托福考点、GRE考点落户温肯，提升城市

才，构建全球智库。这一年，国际化社区建设

机遇，《温州肯恩大学战略发展规划

战略和教育对外开放中更有担当、更有

能级，为浙南闽北的考生提供更多便利；成功举办

加快推进，学生宿舍二区AB幢正式投用，新生

（2015-2020）》即将落下帷幕，2020-

作为！

浙江-新泽西STEM创新教育论坛，创新型的未来教

们住进了“网红”宿舍。建筑与设计学院大楼、学

2025规划全新编制，规模化发展之路

育在温肯大步迈进；顺利承办世界青年科学家（温

生学习与活动中心以及室外田径场的加快建设

全面开启。我们将锚定“国际化、高水

州）峰会科学分享分会，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铃木章

进一步保障学校师生的教学和生活。

平大学”的目标，继续夯实合作办学基

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进程。

地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的一流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的分享引发科研热潮；入选温州市首批国际交流示

2019年，是温州肯恩大学内涵提升迈上新

础，拓宽中美合作领域；不断加强内涵

理事长、党委书记 王北铰

范基地以及浙江省国际人文交流基地，助力温州城

台阶的一年。视觉传达设计等6个专业列入2019

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大科研投

校长 王 立

市对外开放。

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发挥示范领跑

入，提升学术水平；全面启动校园新项

2019年，是温州肯恩大学发展走上快车道的一

作用；浙江省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发挥

目建设，加强校地互动。

年。这一年学校招生范围扩展到17个省市，招生人

作用，新增十多家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与

奋进2020，只争朝夕，不负韶

数800人。428位同学从此启航，走向世界，68%选择

浙南产业集聚区等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上榜

华！更大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更大的挑

留学，42%以上进入全球前50著名学府，成为世界公

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投身

战。我们将谨记“温州有作为、省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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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获批开展
硕博研究生教育
2019年11月，教育部下发《关于温州肯恩大学变更办学事项的批复》函，同意温州肯恩大学办学层次和类
别变更为本科学历教育、外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外国博士研究生教育。
近日，温州肯恩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王立校长代表学校对外宣布了这一好消息！温州日报、温州都市
报、温州商报、温州晚报以及新浪、网易等多家媒体代表到场。

开设 8 个硕士 3 个博士专业

集中两国两校优势

2020 年三个专业首招

毕业授予美国肯恩大学学位

办好硕博研究生教育

硕博研究生

从2020年起，我校将逐步开设8个硕士专

此次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温州肯恩大学实施

在充分考虑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并结合美

下一个五年，温肯将结合学校发展规划设

业以及3个博士专业，其中包括计算机信息系统

研究生培养，意味着我校成为除温州医科大学外，

国肯恩大学的优势专业后，温肯2020年首批招

定，快速扩大招生规模、加大建设投入、开设

（理学硕士）、国际英语教学（文学硕士）、国

第二所在温州本土培养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院校。

生的三个硕博研究生专业确定为教育领导学(

美国肯恩大学有优势且在中国具有区域需求的

际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生物技术科学

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

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物技术科学(理学硕士)和

硕博研究生专业、大力开展科研活动。预计到

（理学硕士）、心理学（文学硕士）、教育管

希也发来了一段祝贺视频。视频中，法拉希校长表

国际英语教学(文学硕士)。

2025年，学生规模将达7000人，专业数（含本

理（文学硕士）、建筑学（建筑学硕士）、国

示，此次成功申报意味着温肯已经迈入第二个新的发

际会计（理学硕士）8个硕士专业，以及教育领

展期，正在向一所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昂首挺进。

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告诉记者：“与大部分
国内高校硕博研究生招录方式相比，温肯硕博

硕博）将达31个，专任教师约500人、行政员
工约3 0 0 人。

导学（教育学专业博士）、教育心理咨询与督导

王立校长则直言，成功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

研究生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国际通行的申请入学

（哲学博士）、教育与临床心理学（心理学专业

教育，喜悦的同时更感到了一份责任。温州发展需

制，学校通过申请者提交的材料对申请者的学

文字 王舒 范晨

博士）3个博士专业。

要全方位的人才，此次温肯获批的硕博专业覆盖多

业水平、语言能力、专业兴趣、实践经验等进

图片 汤涟猗 蔡贝妮

按照计划，硕士研究生教育全日制1-3年，

个学科，培养出的也会是最适应温州“水土”和发展

行全面考察，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并向优秀学

在职2-4年，博士研究生教育全日制3-5年，在职

需求的人才，“扎扎实实把人才培养好，为温州、

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4-7年。

浙江还有国家的发展，贡献温肯的一份力量。”

学校硕博研究生专业全部课程均为全英文

针对现有的硕博研究生专业，温州肯恩

下一步，温肯要加强投入，在教学设施、图

授课，完全采用美国肯恩大学的课程体系和培

大学将实行自主招生。毕业生在完成美国肯恩

书资料、实验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为硕博研究开

养方案，教学安排灵活。毕业生将获颁美国肯

大学规定的研究生课程并通过论文答辩后获得

展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撑；加强学科建设，以吸引更

恩大学硕士或博士学位证书，该证书可在中国

美国肯恩大学相应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多学科专业人才汇聚温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

教育部得到认证。

养一支高水准的导师队伍；最后，还要加强学校管
理水平，支持硕博研究生教育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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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开门红”!
浙南唯一一个 GRE 考点
在温肯揭牌
新年伊始，温州肯恩大学再传喜讯。继成为TOFEL（托福）考点4个月后，温州肯恩大学又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测
试，获批设立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点。
1月15日下午，GRE考点正式在温肯揭牌，这不仅是温肯继去年获批硕博点后的又一件大事，作为浙南唯一的GRE考
点，更为浙南闽北地区的考生带来极大便利。校长王立，党委委员、副校长郑晓东，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和学生事务副校长许
书利参加揭牌仪式。

温肯成浙南唯一 GRE 考点

温州肯恩大学

托福考点去年落户后场场爆满

温肯考点揭牌后，温州成为省内除杭州、宁波外第三个

GRE，全称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中文名称为

温州作为浙江省南部中心城市和省内高等教育三大中心

拥有GRE考点的城市，此前浙江省内的考点均地处浙北，对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之一，现有人口912万人，高等院校11所，更有超过50万海外

温州、台州、丽水等浙南高校的考生来说，存在来回交通住

Testing Service，简称ETS)主办。GRE是世界各地的大学各类

侨胞，对外经贸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而温肯TOFEL考点自

宿不便、考位不足等现实问题。此次温肯考点获批，GRE考

研究生院（除管理类学院，法学院）通常要求申请者所具备

2019年10月27日首考以来，几乎场场爆满。更有不少清华大

点在浙江实现浙南、浙北的“全覆盖”。

的一个考试成绩，也是教授对申请者是否授予奖学金所依据

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的温籍考生前来考

的重要标准。

点报名参考，他们对温肯考点的硬件设施和考试服务都纷纷

温州肯恩大学教务部高级主管徐骁说：“TOEFL、GRE

GRE

3 月 29 日举行首场 GRE 考试

考试均采用ibt(网络机考)的模式，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并充

揭牌仪式现场，记者了解到，GRE考试分两项，一项为

分利用学校考场资源，我们于2019年向教育部考试中心提出

普通测试(Gerneral Test或Aptitude Test)，普通测试内容为测

王立校长表示，温肯获批GRE考点着实不易，这意味着

了设立GRE考点的申请。去年托福考点的顺利运行也为我校

量考生的推理、逻辑思维及分析性写作能力；另一项则为专

温肯在科研、教学和管理方面受到教育部的认可。同时，王

GRE考点的设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业测试(Subject Test或Advanced Test)，测试内容为测量考生在

立校长寄望温肯考点在接下去保证考试安全的前提下，不断

GRE考点同样位于温肯教学楼D栋五楼，设有2个考

某一学科领域或专业领域内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能力水

优化考场硬件和支撑体系，让考生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

场，2个候考室和1个考务室，占地近1000平方米，共设有60

平的高低。温肯考点开展的为普通测试。参加GRE考试的考

个考位，可同时容纳58人考试。考场采用人脸识别系统并全

生可以在教育部考试中心GRE考试报名系统(https://gre.neea.

程进行监控录像。除了满足考试硬件要求外，温肯的考务和

cn/)的“华东地区”板块下找到“浙江温州”考点的选项，温肯考

文字 范晨

技术人员还将进行全面培训，取得相应资质。

点的首场考试将在3月29日举行。已经报名其他考点的考生也

图片 蔡贝妮 汤涟漪

温州肯恩大学学术副校长杨毅欣表示，温肯在托福考点

点赞。

可以选择转考至温肯考场。

设立仅几个月后又落户GRE考点，不仅方便了浙南闽北的考
生，而且有助于服务温州地方经济，对于温肯即将开展的硕
博项目更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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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 6 个专业入选
2019 年度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2019年度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
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19〕46号)，温州肯
恩大学金融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

此次入围的 6 个专业：

市场营销
B.S in Marketing
国际商务
B.S in Global Business

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

视觉传达设计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B.F.A in Graphic Design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
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
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培养具有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S in Computer Science
英语（国际应用方向）
B.A.English-English in Global Settings Option

进中心和浙江日报温州分社主办的2019年度温

温州首次诞生世界 500 强企业

州十大国际化事件评选会暨2020年第3期帕累托•

温州获批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对于本次入选的专业建设点，我校将持

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入选其中。另外入选“十大

国际创业社群 Startup Grind 落地温州

创业社群Startup Grind落地温州的背后，也有温
肯儿的身影。
温州人敢为天下先，在世界各地留下拼
搏的足迹，温州奋发有为，不但要成为“本土的
温州”“全国的温州”，更要发展成为“世界的温
州”。本次评选活动自2019年12月启动，各相关

温州获批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

件，以一流专业标准为参照，强化专业特色，

事件”的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则为温肯
儿带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铃木章讲座，而国际

温医大获国际医学创合论坛“杰出学术贡献”金奖

温州为侨服务全球通成全国样板

续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不断夯实基础、改善条

公共政策沙龙在世界温州人家园举行。会议评
选出2019年度“温州十大国际化事件”，温肯获批

温州全球商品贸易港开业

温州肯恩大学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

际化人才。

接融入“一带一路”，提高温州在海外知名度，让

1月15日，由温州市国际化研究与发展促

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

浙江中德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落地温州

球化视野、爱国情怀、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国

展示中国创新创业面貌，助力温州有效对

全世界人民了解温州、爱上温州……

B.S in Finance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办学以来，温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全

2019 年度温州 十大国际化事件

金融学

场营销、国际商务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入选省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是教育部为

温肯获批开展
硕博研究生教育入选
2019 年度“温州十大国际化事件”

发挥示范领跑作用。

单位自荐项目共40多个，在组织机构初选20个
的基础上，通过专家组投票的形式产生，最终
温州肯恩大学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和包
括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温州首次诞

文字 教学部

生世界500强企业、温州获批中国跨境电子商务

图片 教学部

综合试验区等在内的其他9项相关事件当选。
首届国际工业与能源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
英国贝茨勋爵夫妇浙江徒步走进温州、2019中
国·温州民营企业人才周等5项相关事件提名。

来源 浙江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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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成彭博体验学习合作
伙伴，逾 300 名学子获认证
继GRE考点落地我校，温肯校园又传来一个好消息！近日，我校获批加入彭博体验学习合作伙伴计划（Experiential
Learning Partner， ELP），官方盖章了温肯在彭博终端课程应用上的突出贡献。
自2018年4月温肯彭博金融实验室投入使用以来，我校商学院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Bloomberg 基础操作，并通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
徐永吉来我校调研

过获得彭博市场分析证书（Bloomberg MarketConcepts，BMC）申请课程附加分，从而推进彭博技术在课程实践中的整合与应
用。截至目前，逾300名学生陆续考取证书并获得课程附加分。

温肯贡献受彭博官方认可

上座率超 80%，一年 2000 余人次使用

2019年12月19日下午，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

好利用国外优良资源，与相关学校开展更多的联系，进一步

彭博终端是金融行业人士获取数据和资讯、进行行情

当今社会的毕业生必须兼具智力和技术知识才能在就业

徐永吉一行来到温州肯恩大学调研。从校园参观、听取报告

提高学校建设。“国家越来越重视并积极支持中外合作办学这

分析和交易的重要工具，提供全球市场的实时行情、历史数

和升学中脱颖而出。我校师生可通过彭博终端广泛而且快速

到座谈会交流，徐副司长一行对这所年轻的中外合作大学有

种教育模式，我希望温州肯恩大学能够办得越来越好。”徐副

据、价格和交易信息等，信息来源广，获取速度快，能快速

的获取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科研数据查找分析。不论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寄予了高度的厚望。校长王立，学生事

司长说道。

响应师生查阅和下载研究数据的需求。目前，全球超过70%

是操作分析能力还是资源时效性，彭博终端都为师生提供了

的投行、商业银行和大型金融企业应用了彭博终端。因此，

最及时的学习资源支持，彭博技术则恰好是为他们的考研和

彭博终端被比作华尔街的“Facebook”。

就业增添了竞争力。

务副校长许书利陪同调研。

陪同调研的还有来自教育部国际司、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学生宿舍是徐副司 长 一 行 的 首 站 。 进 入 二 期 学 生 宿

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省教育厅、温州大学的代表。

舍榕楼，无论是现代化的刷脸系统，还是多规格的宿舍类

温肯彭博金融实验室是浙江省内仅有的两所彭博实验室

“因为彭博实验室改进了教学模式，我们对金融的学习

型，都让徐副司长一行赞叹不已，并感受到了温肯儿生活

之一。位于商学院二楼的实验室目前拥有12台彭博金融交易

不再只是来自老师的PPT，”即将毕业的大四国际商务专业学

文字 毛泳喆

与数据终端，可同时容纳30位学生使用。2020年起，商学院

生周必琪提到，现在他们可以利用彭博终端查询数据，进行

图片 汤涟猗

将进一步鼓励并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考取BMC，以提升未来的

模拟交易。而正是因为有了彭博终端的操作技能加分，她才

升学竞争力和职场就业力。

得以脱颖而出，到了一份在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会计

的舒适感与幸福感。
随后，徐副司长一行来到了商学院观看校园沙盘，在王立
校长的介绍下，对温肯的未来建设与发展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参观结束后，徐副司长一行又同校领导就温肯现阶段和

据了解，彭博ELP计划旨在通过将彭博终端实践整合

未来发展进行了座谈。王立校长从温肯小班化到全英文教学等

到课程中，来表彰在体验式学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术

商学院教授Robert Marjerison表示：“现在申请国外商学

全方位介绍了温肯的办学情况，特别强调了学校对学生培养与

机构。彭博计划借此建立一个由同行大学和教授组成的社

院的中国学生都有着很好的成绩。掌握彭博终端的使用，我

发展的重视。同时，他提到学校还积极开展国情教育以及支持

区，从而为学生提供创新课程，以增强他们对金融市场的

们的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分析金融市场，解读会影响全球经济

学生各类科研项目，为学生提供多方面的平台。

认识和职业准备。

发展的主要因素……无论是实操技能还是分析研究能力，都

事务所的实习机会。

王立校长还针对“学位的颁发”和“学校的质量管理体系”

要成为体验式学习的合作伙伴，高校必须将彭博课程纳

两个徐副司长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同时，也对大

入其课程，且至少有100名以上的学生获得彭博BMC证书。

为了鼓励更多学生积极参与彭博终端的学习，商学院

家比较感兴趣的特色“国情教育”从课程介绍到课程安排，进

目前全球ELP认证的机构汇集了众多世界精英大学，加入了

将在日常课程中引入彭博技术，如基础金融、基础市场营销

行了讲解。

ELP计划是对我校创新教学方法的认可，也是温肯致力于弥

课、国际金融、衍生证券、金融市场和投资等课程。此外，

合课堂教学与行业差距的又一例证。

商学院鼓励教师将彭博BMC证书作为课程附加分，并且定期

最后，徐副司长也对温肯的办学提出了建议。他表示，

是学生们区别其他竞争者的加分项。”

学校应当进一步深化探索，重视人才的培养以及思想政治教

开展操作培训。据不完全统计，我校彭博实验室自开放以来

育，为地区的经济发展培养国际化人才。他希望温肯能够好

每年有2000多人次使用，平均上座率达到80%以上。

文字 王舒 沈徐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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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WKU Magazine NO. 03

钻研穿山甲的温肯教授朱绍和：部分研究或可用于治疗新
冠肺炎
温肯外教 Danny 和 Danny 的 14 天隔离日记
美国肯恩大学校领导及海外学子向温州肯恩大学发来加油
视频
温肯 " 抗疫 " 作品展

A CITY OF THE WORLD

温肯将世界连在掌中！ 122 位来自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教师网络开讲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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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共抗疫情，
温肯防疫在行动！

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作组

新型肺炎在这个春节无情袭
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拉
开，医护人员逆行而上，义无反

严防校园安全，备齐防控物资

推迟春季开学时间

学校实时关注疫情发展，在接到疫情防控

为切实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渠道，按照坚决把

1 月 29 日，温州召开全市打赢疫情防控阻

通知后，制定了温州肯恩大学防控新型冠状病

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系统全方

击战视频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车俊来温指

毒感染的肺炎的方案，并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

位落实 “一级响应” 的要求，我省已通知决定推迟

导督查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

控工作组及微信群，部署防控工作。疫情防控

大中小学（幼儿园）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各

正月十五前是疫情防控的最关键时段，要紧盯“奋

推文被推送到学生和家长的面前，疫情防控的

地各校开学时间延期至 2 月 17 日之后。

战十天、拿下拐点” 的攻坚目标，集全市之力打

双语邮件也及时出现在学校师生员工的邮箱，
呼吁温肯人们一起行动起来，共抗疫情。

1 月 28 日，我校发布关于推迟 2020 年春季学期
开学的通知，开学时间暂定延期至 2 月 24 日（周一）
。

护的保卫人员等一线人员分发口罩、额温仪等

肯，全体温肯人也在积极行动，共
力温州打好疫情狙击战。

胜打下决定性基础、出现标志性拐点！
为严防校园安全，学校第一时间向时刻守

顾，只为确保患者平安。而在温
抗疫情，守护我们的美丽校园，助

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后续巩固成果、务求全

物资，医务室还现场指导额温仪使用，指导日

全方位排查，实行每日信息报送

常检测和外来人员的登记筛查，校门管理措施
再度升级。

1 月 25 日，温州肯恩大学肺炎防控具体

1 月 29 日，学校聘请校外专业消毒团队，

工作预案出炉。全校全方位详细摸排了湖北籍、
近期去过湖北以及与相关人员密切接触的师生

对教学楼 A1、培训楼、1 号食堂等人员流动密

及学校外包团队相关情况，成立学校防疫信息

集的楼宇和外包团队的宿舍进行全面消毒，重

统计工作群，建立了有效的联系沟通渠道，做

点消毒电梯间、门把手等可能接触到细菌的位

好全员信息掌握，把控疫情动态，精准防控。

置。同时学校第一批防控物资到位。

1 月 26 日召开全校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培
训疫情防控知识，确定施行每日信息报送制度，
文字 范晨

并成立多个工作组，便于工作快速开展，及时
反馈疫情工作进展。如物资采购群、隔离区准
备群、消毒消杀防控群、每日一报汇报群、学
生疫情防控群、后勤疫情工作每日汇报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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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动！这群温肯师生这
样守护温州
海外排队购买口罩、线上进行全球采购、主动到高速路口当志愿者...... 连日
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人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狙击战中，不少海内
外温肯师生坚定站在一起，发挥各自优势，用自己的行动和青春热血守护温州
这片土地，汇成一股抵御疫情的坚实力量。

外教拉上家人在菲律宾
“温州加油！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战役”

排队采购物资

全球线上找物资 校友主动“人肉”运回

疫情爆发期间，温肯市场营销专业外教

“Working on to buy necessary stuffs for Wenzhou in South

Candy Chiu正在家乡菲律宾马尼拉度假。而这几

Korea ……Let ‘s collaborate ！” 1 月 29 日，温肯商学院韩国

碌。作为温肯青协海外物资采购组的一员，利用外语优势，

天，她一直奔走在马尼拉街头的各大药店。

籍外教 Jerry Choi 在朋友圈发出了这么一条消息。

他每天忙着在全球各地线上寻找 “货源”。

这几天，正在杭州家中的温肯大一学生马鑫昱异常忙

1月28日，当Candy了解到温州正面临医疗

1 月 28 日，他收到了温肯基金会微信群的留言——温州急

“海外组目前一共三个人。我们是通过去寻找海外的购

物资短缺的紧张情况后，立即与温肯教育基金

缺各类医疗用品。Choi 教授第一时间响应，立即在网上加购了

物平台，以及一些海外提供口罩，防护服的这些供应商，比

会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在菲律宾当地自费购

600 个与 N95 等级相同的 KF94 口罩以及 400 个一次性口罩。

如 neobits。当我们确认搜索到的物资是合格以后，我们就

买一些医用物资，邮寄到温州。经过几天的奔

他坦言，因为疫情爆发突然，在韩国无论是线上还是线

走和不停排长队，Candy在菲律宾自费购买了

下渠道的医疗用品都十分稀缺。他曾试着向一家韩国供应商

据马鑫昱介绍，目前他们已在亚马逊平台上购买了共计

100副护目镜和4000副手套。

订购 TYVEK 防护服，一边请求对方尽快供应，一边也扩大

750 件符合要求的防护服，正等待对方发货，而这些物资会

了自己的搜寻渠道。

先发至美国境内，再运输回国。“不少在美读研的温肯校友

为了运输一箱箱的物资，她还拉上了自己

Choi 教授相信，温州会以更好的方式控制和战胜这次疫

的家人一起帮忙。Candy告诉记者，1月30日菲
律宾卫生部宣布确诊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
染病例，因此购买普通口罩和N95口罩等物资在
菲律宾也非常紧张，药店往往大排长龙。

“我希望能为温州抗击疫情尽一份力，也希
望温州能够早些渡过难关。”如今，Candy采购的

去下单。我们给厂家发邮件，等厂家给我们回复。”

和交换生主动提出愿意帮我们把物资人肉回国。” 马鑫昱说。

情。在他看来，这次疫情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战役，应该展

每天马鑫昱会主动去各大电商平台 “抢货”。缅甸的

现应有的团结与合作。“如果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将不分

BaganMart，3M 的 美 国 官 网， 还 有 韩 国 的 Gmarket，ebay

国界提供帮助。” 他说。

……看似渠道不少，但事实也很严峻，“往往上一秒还有货，

除了去当地商店购买外，Candy和她的家人

手套和护目镜，已交给在菲律宾的华人，“人肉”

刷新一下就没了，” 哪怕如此，他们也没放弃，仍在不断地

也正在联系当地的医疗用品供应商，希望能够

带回温州。Candy表示，接下来会继续寻找联系

寻找各种渠道。“看看还有哪些是我们能买的，然后迅速下

筹集到更多的医疗用品。

新的供应商，争取筹集到更多的医疗物资。

单。” 马鑫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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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31 种语言翻译、

主动到高速路段当志愿者

3 天组建千人翻译志愿队

认真排查每一辆车

疫情爆发后，华人华侨及国际友人成为一股

胡立邦是一名温州肯恩大学学生。当得知温

坚实的外援力量。为了解决他们可能遇到的语言难

州南高速路口缺少人手时，主动成为一名高速公

题，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温州肯恩大学青

路防疫检查员。他每天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和

年志愿者协会组成志愿者管理团队，组织开展翻译

高速公路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守护温州这座城市。

志愿者招募工作，短短 3 天就拉起了一支千余人的
翻译志愿团队，可提供 31 种语言翻译服务。
目前，已有来自世界各地超千名志愿者加入，
成员来自温州肯恩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
国语大学、莫斯科国立关系学院等大学的师生，

钻研穿山甲的温肯教授朱绍和：部分
研究或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

他说，“当我经过温州南高速路口时，发现

2 月 7 日，华南农业大学等发布消息称穿山甲可能是新
冠病毒潜在中间宿主后，引起了全球范围关注。为了响应中
央找到疫源的号召，以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生物专业教师、

检查点人很少，但车流量又很大。最近刚好有空，

国际知名穿山甲专家朱绍和博士领衔的一支科研团队立即赶

我就想到高速路口当一名志愿者。” 得到同意后，

赴江苏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他早早戴好防护面罩，穿好防护服来到工作地点。

朱博士曾创办和领导全球首个国际穿山甲研究联盟，其

一旦发现有湖北籍人员或体温高的人员，他

成员来自世界著名高校或研究院所如耶鲁大学、北京大学及

以及部分语言翻译机构、语言培训教师。提供包

便会进行拦截并引导。“我的工作是记录疑似发热

美国哈佛、麻省理工的博德研究所等。该团队长期致力于穿

括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俄语、乌克兰语、

人员的体温情况，并且询问他们最近有无去过武

山甲保护与人类医学结合研究，领域覆盖动物遗传学、生物

日语、韩语、越南语、希腊语、蒙语等在内的 31

汉以及接触史等。”

信息学、比较基因组学等学科，在穿山甲和人类相关疾病的

种语言翻译服务。

他说，刚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发现只要做好

“截至 2 月 4 日晚，翻译小组已帮助 39 人次
翻译 105 份文件。当然，我们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将会持续对接，满足更多翻译需求，并且进

防护措施就好，就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忌，认认
真真检查每一辆过站的车辆。
“作为年轻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社会尽一

研究领域有丰富经验。

【人物名片】
朱绍和（Choo Siew Woh)，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生物

据了解，2019 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专业教师，英国剑桥大学遗传学博士，曾参与美国国立卫生研

（以下简称绿发会）为朱博士团队提供了多批穿山甲样本用于

究院的全球首个人类 ENCODE 项目。现任国际穿山甲研究理

科学研究，这些样本大都来自于广东，与华南农大的研究中

事会创办人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绿发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兼首席

一步扩大志愿小组的宣传力度和范围，以帮助更

份自己的力量。希望大家能团结一心，共度难关，

所用穿山甲样本有可能是同一批来源。在穿山甲可能是新冠

穿山甲科学家、中国穿山甲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苏州市科教

多需要帮助的人。” 温肯基金会秘书长孟骏表示，

一起期待春天来临。” 胡立邦说。

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这一消息发布后，朱博士及其团队迅速

创新区高端人才集聚工程科教杰出人才获得者、马来西亚管理

在被动地接收需求者翻译需求的同时，志愿翻译

与中国绿发会等相关机构联系，希望前往江苏对这批穿山甲

科学大学客座教授。致力于穿山甲生物信息学、基因组学和遗

团队也在根据目前各地采购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

样本展开针对性研究，帮助寻找新冠病毒的源头。

传研究，并掌握了多项高端核心技术。所获基金资助高达 1200

积极发挥翻译志愿者的语言优势，主动收集和编

文字 王舒 杨硕 傅于真 王奇

2 月 9 日，在有关部门和当地疾控中心的大力支持下，

万人民币，已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 60 余篇包括 1

译各国相关医疗用品的出口信息，方便大家全球

该团队成功启动了相关样本的研究，后续数据分析和文本准

篇《自然》和 3 篇《基因组研究》
，总引用次数 5800 次。其中

采购。“现在，我们正在联同医药专业人员，遴选

备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温州肯恩大学官微将持续跟踪关注朱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文章 44 余篇。主

志愿者组成专门小组，对各国符合我国防疫前线

博士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持多项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包括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外青项目、马

要求的医疗产品进行收集、筛选、整理和编译工作，

来西亚高影响力研究资助、国家 Concept to Commercialization

将制作各国医疗产品对照表，供全球采购及医疗

Gap Fund (CCGF) 基金及国家摇篮种子基金等。

单位的有需人士查阅和借鉴。”
文字 田雪晨
图片 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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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外教 Danny
和 Danny 的 14 天隔离日记
2月20日，温州入春。3月4日，温州连续15天无新增新冠病毒确诊案例。春风和煦，这场抗疫
硬战成效初显！
回想过去的这一个月，这座城市的人们众志成城，集体“宅”家，共抗疫情。这其中不仅有温州
市民，也有那些旅居温州的外国朋友们。
在温肯，就有多位外教在这特殊时间回到温州，他们经历了14天居家隔离的日子，与温州人民
共呼吸，同命运。

Danny Hoare
温肯人文学院英语系外教

Danny Dyer

“我很幸运，过得挺不错。”

温肯人文学院英语系外教

疫情开始在中国境内蔓延前，我正在印度旅行。直到我打算
回温州之前，我对它并没有太在意。而且我个人并不是太担心，
首先，我听说死亡率在 2％左右，我年轻，身体健康所以即使感染，
我也很有信心，不会是很大的问题。

“温州是我的家，目前我们安全！”
我和妻子在回温前就时刻通过新闻关注着中国的疫情发展情况，并且与我们在温州的朋友保持着联系。我们
也曾担心过回来的问题，但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狗 Nemo 也在中国，他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必须回来。
我们 2 月 3 日抵达温州，当得知要被居家隔离时，我并不担心，也欣然接受了这一安排。因为带着 Nemo，我

我是 2 月 3 日回温的，我的 14 天居家隔离生活也就从这一

们没有回到丽欧锦园公寓里，而是在温肯校园内开始了 14 天的隔离生活。这些日子里，我和妻子互相读书，一起锻炼，

天开始。事实上，当我坐着出租车从机场返回茶山公寓途中就遇到了关卡，检查人员询问了我一些

一起和狗狗玩耍。情人节那天，虽然物资有限，我们还是一起做了一顿浪漫的晚餐。闲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玩视

问题并测量了体温，随后在我公寓楼的门口也遇到了小区保安的询问，然后我还是很顺利就回到了家。

频游戏和看 Netflix。

当得知外地返温需要居家隔离 14 天时，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抵触情绪的。不过我很快就调整
了情绪。在经历了印度的喧闹旅行后，我确实需要一些平静与安宁，并且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
所以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这期间，温肯的员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帮助，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食物，帮助我们监测健康状况，特别是人力
资源和后勤部门的同事。人资部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对一的帮助。
通过新闻和朋友们，我对中国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有了许多了解。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像中国一

实际上，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愉快。哪怕足不出户，我过得也很不错。我所在的公寓的安保人员

样，采取如此大力度且坚决的防控措施。这是不可思议的。无数中国人民为阻止病毒蔓延作出了牺牲，让我深受感

每天都会去超市为我们这些隔离的人员采购食物，解决了我食物的大问题。老实说，我很幸运，许

动，我也为他们所遭遇的磨难感到难过。我希望，世界其他各国的人们可以了解和理解中国为之做出的这些牺牲和

多人的处境也许更艰难。

这些磨难。

这次疫情发生后，中国进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我没有刻意去追踪关注，但通过朋友圈我了解
到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隔离措施实施得如此之快，而且在疫情面前，中国民众如此行动一致。

结束了 14 天的隔离期后，学校的行政员工帮助我们搬回到了丽欧锦园的公寓。我们一家三口，目前安全。我
希望一切尽快恢复正常。我想在这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和我优秀的学生一起。“我想念我的学生们。”

除了大多数人戴口罩之外，说实话，我并没有注意到很多变化。在我的周围，大多数人的状态似乎
还是比较放松。
希望这场疫情可以很快过去，一切恢复正常。我感到非常幸运的是，我自己的这段隔离生活过

文字 王舒 陈跃

得很愉快并且十分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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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肯恩大学校领导及海外
学子向温州肯恩大学发来加
油视频

作为浙江省第一所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

美国肯恩大学高级副校长Felice Vazquez本科与

的创立标志着中美两国交流拉开新的篇章。自2011

恩大学自创办以来，中美双方一直进行着密切的

研究生均就读于肯恩大学，她非常期待与更多学子

年温州肯恩大学创立以来，学校经历了快速的发展

交流与合作，温州肯恩大学实现了迅速的发展。

成为校友。她鼓励道：“相信在中国政府的有力措施

与蜕变。未来，温州肯恩大学将继续联合美国肯恩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肯恩大学更是心

下，中国疫情终究会过去。温肯学子在此阶段应该

大学在人才国际化、中美合作办学，以及服务地方

系中国疫情发展，时刻关注温肯动态。

一起努力，好好学习线上课程。”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美合作交流等方面继续发挥

近日，应肯恩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邀约，

视频还汇聚了来自美国肯恩大学各学院的院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Dawood

长和各部门代表，同时温肯商学院院长曹江，理工

重要的作用。

Farahi）以及高级副校长Felice Vazquez和各学院

经过紧锣密鼓地准备，在美肯与温肯团队

学院院长Larry Brown及相关海外负责人，向温肯学

相关领导及海外学子，送来了一份珍贵礼物—

的共同努力下，138门课已全部上线，并于2月

子表达深切的牵挂与祝福之外，还鼓励大家共同努

文字 赖秋红 范晨

一段专为温肯录制的加油视频，鼓励温肯师生

24日正式开课。美肯特别安排工作人员助力温

力，战胜疫情。“我们一直牵挂着你们，美肯和温肯

素材拍摄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肯教学，确保温肯学子“停课不停学”。

全体教职人员一直是你们坚强的后盾。”

早在今年2月初，美国肯恩大学就根据中

校长达伍德·法拉希直言：“为温肯做好课

在视频的末尾，美肯与温肯学子纷纷表达了

国的疫情现状，采取果断措施推进线上课程。

程安排，确保温肯教学正常运转，是美肯的责

对中国的祝福，家人的牵挂，鼓励所有同学共同努

与国内传统大学不同，全英文、小班化美式教

任所在，美肯将与温肯同心协作，排除万难，

力，认真学习线上课程。

学，是温州肯恩大学的教学特色，学生所学的

共同努力，确保温肯学子即使在疫情期间，教

相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课程，90%以上从美国肯恩大学引进，采用美国

学也不受影响。”法拉希校长在视频中还特别肯

不会到来。疫情终将过去，温暖的春天将带来新的

原版教材，温肯的教师更是来自全球28个国家

定了在疫情阶段，温肯全体教职人员所做的努

开始！

和地区，这也为线上教学增加了难度。

力，使得学校教学行政工作能够有效推进。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0023

作为一所年轻的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

W e n z h o u -K e a n U n i v e rs i t y

0024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

COVID-19

以"艺"抗"疫"
作品展

温肯 " 抗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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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周里，温州肯恩大学学生媒体中心面向海内外全体温肯人，发起了征集抗击疫情主
题创作作品活动。在作品征集活动中，我们收到了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来自五湖四海，既有温肯儿
精心制作的海报，也有社会爱心人士特地创作的诗歌。每一个作品的背后，都蕴藏着中华儿女对疫
情的关心期盼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一睹入选的优秀作品吧！

《江城抗疫曲》
《江城抗疫曲》

故乡是人生萌芽的地方

《“肺 ”要保护你》

《病毒无情，肯恩有情，战疫情》

《全民抗“疫”，温肯与你同行》

作者：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

作者：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

落叶归根是我们对故乡的眷恋

辞旧桃符共雨悬，喜迎紫气到人间。

作者：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

团聚是天伦开始的契机

为除冠疫明烛火，一佑平安子鼠年。

作品介绍：在新冠肺炎期间，有很多白衣天使

作品介绍：为了配合此次疫情，呼吁广大市民

作品介绍：用一些春节假期的特有的物象围

在一线抗疫，我想通过这幅插画致敬这些奋战

少出门，甚至不出门，这也就给予了我很多时

成肯恩熊的形状，并采取灰色调来烘托居于

在一线的人们。这幅插画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一

间去思考如何做一些小事来温暖温肯儿。作为

中心的颜色较为鲜艳的口罩，提醒人们不

今年，这个特殊的大年三十

个个勇敢的医护人员通过不断的研究病毒，治

一名设计专业的学生，我选择用手中的画笔来

能忽略防疫，即使是现在情况出现好转的时

有部分人选择了不回家

疗病人。整个画面是一个肺的形状，即便身边

提醒大家平时的注意事项，以此来倡议大家坚

候，出门还是需要戴上口罩，在家也要记得

都是病毒，每一个医护人员都想在这个困难的

持坚持再坚持，树立信心，做好自我防护。

勤洗手，多开窗。整幅画宣告着，无论如

幸福安康是我们对生活的渴望

他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不回家，仅为一份坚守和责任

《江城控疫辞》
神州腹地大江流，黄鹤楼前生疫忧。

康璐

朱乙钲

时期保护住每一个肺。

杜宇轩

何，在艰难的抗疫时期，温肯与你同行。

默祷白衣安四野，再看春色醉枝头。
此刻他们仍守护着“万家灯火”
这个如期而至的春节
团聚，与他们无关

作者：中国诗词研究会 陇耕

又一定有关

《温暖的爱》
作者：人文学院学生

杨硕

作品介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

《祈福中国，共享美好》

们你们辛苦啦。你们是这个冬天“最可

作者：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

爱的人” 。我们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作品介绍：等乌云散开，疫情过去，我们一起

作品介绍：新肺炎，须警惕。戴口罩，莫大

作品介绍：大家一起为武汉疫情尽自己的一

迎接新的春天！

意。战病魔，在一起。众成城，迎胜利！

份力，为武汉充能！

《决战疫情，从我做起》
陆莹

作者：建筑与设计学院学生

《全民抗疫，为武汉充电》
陈昕玥

作者：2019届建筑与设计学院 毕业生 王樾

文字 王奇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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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肯 将 世 界 连 在 掌 中！ 122
位来自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
的教师网络开讲

122位教师来自全球28个不同的国家和地

进入梦乡时，学生们的讨论可能正如火如荼，等

区，2000多名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就在这一

他醒来，他可以登陆平台点开视频，观看学生们

周，他们一起跨越地域、时间的差异，因为线

的讨论内容，进行指导反馈。

一台电脑一个Blackboard，将温肯122位分布在全球

这几天，商学院管理学教授Dr.Jerry Choi就在

28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教师连在一起，更将他们与2000

位于韩国首尔的家中，为自己的学生们带来自己

多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温肯学子连在了一起。非同步教

的课程。他“抱怨”说现在更忙了：“每周四天都有

学与直播相结合的灵活教学模式，则让教师和学生不再

课程，还需要提前准备学习计划，并参与学生的

受到地域和时差的局限，上课、阅读、讨论、作业四大

讨论、为学生们作业进行及时点评。” 对于线上教

平台模块的设置，更让学生们的教学得到最大的保障。

学，他也提到了自己的一点“小遗憾”，他说：“我非

线上教学背后，是温肯和美肯的教职工们通力合

常喜欢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展示教学概念，并通过

作，为适应教学变化，在短时间内积极应对、迎接挑

观察学生的身体语言来了解他们的吸收情况，但在

战的结果。

这方面，相对而言课堂教学更具优势。”

为了高质量完成线上开课，美肯不仅完成了“专供”

学生杨硕则提到了：“我们做的discussion，

温肯的线上平台搭建，更和美国中州教育委员会一起，

Liam Duffy每位同学都回复，还不止一条，大家在

也是同天，大一温肯学生杨硕在位于山东

监督教师们完成课程创建。美肯经验丰富的线上课程设

里面聊得很开心，线上教学比我预想中的要好，更

为了应对疫情，在确保温肯师生健康的前

青岛的家中开上她的第一堂ESL 0405课，她的教

计专家，每天1对15，全程监督和审核教师们的课程构

有趣。” 学生赵关邑表示：“每次上课后，我们ENG

提下，开设128门课程，473个班级，温肯在2月

授美国人Liam Duffy此刻则位于温肯的外教公寓

建，并进行质量评估，直至最后课程上线。

的教授JTarwood都会对我们写的DQ进行回复，然后

24日开始启动线上教学，通过Blackboard在线学

中。而在这堂课正式上课之前，Mr.Liam Duffy

温肯的信息技术中心也紧急行动，应急搭建了SSL-

习平台，真正实现学生和教师的课堂互动、教

还特地给包括杨硕在内的学生们录了一个小视

VPN临时系统，为学生提供SSL-VPN方式接入校园网络，

学交流、问题讨论和作业提交等。

频，进行自我介绍并简要讲述了自己课程的教

保障教学平台、电子教材等相关国际教学资源的访问。

学大纲。

并通过邮件解决学生的网络接入问题，还对疑难问题进

文字 范晨 赖秋红

行一对一远程协助。

图片 受访者提供

上课程连在了一起。

2月24日下午4点，家住杭州的大三温肯学
生孟丽佳打开电脑，登陆Blackboard平台，进入

不同于寻常的一间温肯教室，老师和学生

她的第一节线上课程，电脑的另一端坐着的，是

在同一时间地点上课教学，线上教学的启动，

和她有着7个小时时差的位于西班牙家中的教授

更是一次全球教育资源的汇聚。

还引导我们去更深层次的思考，虽然的确有时会遇
到网络问题，但线上教学比想象中顺利。”

而开课后，温肯和美肯的相关部门更是成立共同合
作团队，为确保学生们上课，学校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
安排专人坐班，进行系统运行保障、热线接听及技术服

Joaquin Lopez Mugica。而当Joaquin Lopez Mugica

务，为师生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IT技术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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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学生领袖专访｜美女团委副书记纪羽：
砥砺前行，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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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学生领袖专访｜
美女团委副书记纪羽：
砥砺前行，温柔以待
温州市学联驻会主席（市政府
兼职）、团委学生副书记、温州市
优秀团员、温州市“新青年下乡”先
进个人、香港 SIBR 会议发表学术相

自在丰盈的黄金时代
和王小波写的一样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必须按所想去生活

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问及纪羽的人生规划时，她说 ：“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过

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

什么明确的规划，只有在实践中领悟、迷茫，做过后才能明白

云”，21 岁的纪羽在自己的黄金时代，虽温柔软萌，却也滋养出属于

所做的一切是否适合。”

自己的坚毅气质，成功担当起学生领袖这一角色。

“一定要爱着什么，恰似光阴对草木的钟情。”
爱生活，做一切自己热爱的事情——学习、实习、生活，
一样不落，二十出头的纪羽选择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感受人

纪羽的经历都是实践的脚印。就读于金融系的她，在一

文的魅力，感受细微的美好，在千百种生活里行走，是纪羽

关论文，荣获两次浙江省政府奖学

纪羽眼中的领导力是 “做事时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领导力不

次综艺节目录制中看着现场编导的排局指挥，她意外地感受

仅是自己的能力，还是别人眼里的赞许和认可。” 如何领导他人，她

到传媒的魅力。于是她选择前往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进行

2017 年赴巴厘岛支教，教折纸、教英语，温柔而热情的

金、院长一、二、三等奖奖学金、

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讨论方案时，协调成员的想法，要根据每个

新闻采编和节目运营实习，在 FM89 杭州之声做播音助手，也

纪羽慢慢进入了巴厘岛孩子的生活。她说印象最深刻的，是

人不同的性格态度，用恰到好处的方式沟通交流。”

曾组织参与过杭州市江干区诗会，与著名朗诵家方明先生面

那热到汗如缕的一天，几个孩子看着她的长发，竟找出一根

对面。但是有一天，现实还是吃掉了理想。在实践中，纪羽发

头绳细心地替这位 “老师” 绑起，那一刻纪羽欣慰又感动。

两 次 公 共 服 务 与 领 导 力 奖 学 金、

做 leader 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是在校园开放日策划组

的热爱所在。

目 前 已 收 到 爱 丁 堡 大 学（QS 排 名

织小游戏，在青年科学家峰会负责省 “三支一扶” 工作对接省学联，

现，传媒的奔波并不适合自己。回归专业的她，又在中国银河

18）、 香 港 大 学（QS 排 名 25） 的

还是组织温州市青年人才学院各项活动、温州市英语演讲比赛，都

证券杭州分部负责财务与客户管理工作，到杭州农村商业银行

纪羽会在演唱会呐喊尖叫，却也钟情于挖掘生活的美好——

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如何克服，在一次次的锻炼中纪羽总结出了自

实习，负责资料编写整理、客户协调，参与英国保诚集团七

气泡在杯沿破裂，中意的香水影片，烤盘里又溢出迷人的黄

offer ……简历上的她是个不折不扣

己的方法——用五定细化表和沙盘推演的方式，从头到尾详细核对

天短项目体验世界五百强集团运营氛围，甚至去到搜狐集团

油气息，很小很轻的瞬间都有着仪式感，唤醒对生活的尊重。

的别人家的孩子，对此，她却连连

每一个环节。

实习负责平台管理和新媒体运营，并与搜狐集团 CEO 张朝阳

在她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小确幸，人生只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

“领导力培养不是一个目的，只是顺其自然地在展现自己的想法

线上交流，帮助公司转留存新客户。

钢琴韩舞，追星，烹饪烘培，样样行。和所有女孩一样，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向阳而生的纪羽，翻过墨染书香，

摆手“没有没有，我真的也很普通。

时会通过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才能来让大家接受自己，更快地帮助团队

正因为在温肯积累了丰富的组织活动经验，让纪羽认识

追星、奶茶我一个不少 !”

建设，同时自己便拥有了领导力。
” 纪羽的话语一如继往的温柔坚定。

到自己对管理学有着很大的兴趣，她决定毕业后申请管理学

走过平湖烟雨，生动而干净，只有起点，没有顶峰，铸就属于
自己的黄金时代。

专业继续读研。
关于未来，她初步计划研究生毕业后在英国工作两年，
再回国前往外企工作。

文字 柏珂心
图片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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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的存在：国奖获得者专访｜
曾泽洲：学有章法，“文武”兼修

在2018-2019学年国家奖学金评选中，大四金
融学专业的曾泽洲顺利突围，成为了温肯仅有的

单位认可，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曾泽洲身上的光环不止于此。对于注重自身全面发展的
他而言，精彩的志愿和实习经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两名获得者之一。

学霸的诞生

在运动方面，他也是“十项全能”。早在成为身负光环
的学霸之前，他便展现出了运动方面的天赋，两次获得乒乓

他是校内第一批tutor（朋辈导师）。（朋辈导师制度

球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是真正的“运动健儿”。而现在学

是让高年级学生以自己的亲历，与新生分享学术、职业兴趣

习之余，他也没有放松体育锻炼。2019年4月，作为校篮球

和跨学科兴趣，指导他们如何做选择。朋辈导师的榜样力

队的一员，他与队员们齐心协力，勇夺第三届西浦杯中外合

量，帮助新生熟悉学校的学术和课外活动资源，迅速适应温

作高校篮球赛团队第三名。

GPA4.0，是广大温肯学子心中的“可望不可得”，而连续4年保持4.0的满

肯各学院的生活。） 他把自己的学习经验向学弟学妹们倾

绩点，更是赋予了曾泽洲身上闪闪发亮的学霸光环。谈起学习，曾泽洲的语

情相授，又以最长的服务时间，获得那一届“杰出朋辈学术

气轻快而自信，毫不犹豫地分享了他的秘诀——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步调。

导师”的荣誉。他坦言，在这段经历中，他收获的不仅是对

学习于他并不是一种负担，而如同一个伴侣。这意味着不能盲目地

知识的巩固和再吸收，也有自己思维能力的不断塑造。

未来的惊喜
学霸、运动员，都是他的身份，却又都不能完全地定
义他。不骄不躁、与时俱进，他不断地锻炼自己，提升自

去追赶“学习”，为了学习而学，也不能远远地将其抛在身后。一步一个脚

曾泽洲的征途并不局限于校园之中，作为APEC工商

印，稳扎稳打，让曾泽洲得以慢慢向4.0的GPA靠近，最终将它收入囊中。

咨询理事会志愿者，他在会场用自己出色的英文，对外展

四年大学生活转瞬即逝，如今曾泽洲正忙着申请研究

每个学期初始，曾泽洲都会在心中给自己定下一个计划，分配好学

示了温肯儿的风采。2018年暑假，他以远程协助的方式对

生，为身上再加一个标签。这仍然不会是他的终点，未来准

习和休息时间，做到“雨露均沾”。“‘一口是吃不成胖子的’，这句话在学习

一家远在非洲的新兴公司进行指导，帮助其解决生产和管

备前往英国继续深造的他，希望能够汲取到更多有关管理和

上真的相当合适，”他笑道，“教授们通常会给我们一个复习的时间，如果

理方面的问题。

创业的相关知识，为自己、为他人创造出更大的惊喜。

提早开始规划每天的复习时间，而不是等到前一晚再通宵点灯，考试时就
不会觉得难以落笔了。”这是曾泽洲的经验，也是一种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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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取得一个接一个的成果。

而2019年1月在中国银行分行实习，他更是对既有的存
款查询系统进行了改进。作为实习生，对现有系统提出质疑
甚至动手去改动，不可不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但有扎实的

文字 庄稼

知识做基础，加上谨慎的操作，让他的改良最终获得了实习

图片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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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汇”|
吴程程：从 4A 广告公司到 Airbnb
民宿房东

广告业是她的探险第一站。作为北京一家 4A 公司的营销

领民宿发展潮流。

策划人，她的主要任务就是 “搞事情” ——用最小的预算获得

现在，她又为自己寻找了一份酒店设计师的副业。而就

最大的关注度，为负责的节目引流。刚上班没多久，她深深地

在三个月前，她还创立了人生第一家美容护理公司，开始向

体会到了工作的辛苦。一次，吴程程跟着好声音节目组到现场

美容业进军。

录制，从当天下午三点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八点，连续 30 多个

重回“娘家”，寄语未来

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她也坚持了下来。

她 , 是一名广告人，是一名民宿房东，
是一名酒店软装设计师，是一名美容护
理公司的创建者……这个主角便是 2016
届温肯金融专业毕业生吴程程。2019 年，
12 月 10 日，吴程程回到温肯校园，为温
肯的学弟学妹们进行了一场分享会。

创业，从温肯开始

长达七个月的实践不仅磨炼了她的心志，让她从一个 “小

时隔多年重返母校，吴程程感慨万千。她坦言，近些年

创 业 无 疑 是 吴 程 程 身 上 最 为 闪 亮 的 标 签 之 一。 作 为

白” 摇身一变成了 “经理”，更为重要的是，她在实践中形成了

来，学校的发展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更加齐全，同学们的学

Airbnb 中国区 Top200 民宿房东和酒店软装设计师，吴程程

独特的营销思维，明白客户真正想要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再加

习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改善。令她惊奇的是，在温肯校园闲逛时，

在创业领域取得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以巧妙的手段进行营销，这为她未来的跨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她发现校园的各个角落都张贴着不同类型活动的海报。“我感
觉和以前相比，温肯学子的校园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了。”

作为温肯的第一届毕业生，吴程程的创业轨迹至今留在

对于仍处在求学路上的学弟学妹们，吴程程建议，一定

温肯校园内——经营校园内打印店，联合创办温肯自己的演
讲品牌 “WIN”，到斩获温肯创业大赛 “Shark Tank” 第一名，
创立了温肯第一家咖啡店——Social Dog……本科四年，吴程
程抓住一切机会将心中的想法一点点落地。

下海创业，打造西湖畔最美民宿

要好好利用空余时间规划自己的 “PlanB”，这样才能为自己

在公司闯出一番天地的时候，吴程程体内的创业基因又
开始不安分起来。她，又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

未来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除此之外，她希望温肯能一直秉持着独特的教学理念，
让每位温肯儿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活出精彩的人生。

在她看来，在温肯 4 年的创业经历对她来说是一份非常

在一次数据热点分析中，吴程程敏锐地发现杭州民宿市

宝贵的人生财富，是无价之宝。但她建议 “后来人”，在校期

场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时市面上大多数民宿仍是处于出租

她很感激温肯对学生创业创新的支持和鼓励，让她积累了足

间可以更多的进行知识积累，等进入社会后磨炼几年，有了

房标准，十分简陋，没有自己的特色。” 何不经营一间自己设

够多的经验以应对社会上的各种挑战，乱云飞渡仍从容。

足够的时间，阅历和经验，也许更适合创业。

计的民宿？那一天，满脑子都是关于民宿的美好构想，吴程
文字 王奇

程激动地一夜没睡。

放弃名校 offer，入职 4A 公司
当你手握自己梦寐以求的世界名校 offer 时，你会做什
么？拿着 offer 踏入名校大门，成为人见人羡的 “留学生”，
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这么选择，但吴程程并没有这么做。

凭借着在广告业积累的经验和自己的营销思维，她的民
宿讲究设计感，实现了房间风格和色调的统一，从而很好地
抓住了大众的口味，订单纷至沓来。第一间民宿在上线 5 小

了英国华威大学传媒专业 offer。但她却放弃机会，选择了就

时内就收获了三笔订单。而之后，她的民宿更是成为 Airbnb

业。“当时考虑到自己申请的专业与大学所学专业不一致，所

首页网红民宿。

这一看似简单的决定，背后却蕴藏着很多未知的凶险，
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

温州肯恩大学

的第一家民宿——Wendy House。

2016 年，吴程程凭借着在大学期间丰富的实践经历收获

以想先迈进社会，掌握一些基本专业能力再去读书。”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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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吴程程 汤涟猗

说干就干，在父母和朋友的帮助下 , 她拥有了属于自己

Wendy House 成功之后，一时间杭州其他民宿便开始纷
纷模仿她的做法。但吴程程又走在了别人前头，她开始设计
不同主题的民宿房间，例如 Gucci 风格 , 摩洛哥风格，再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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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千里，连接温肯学子与甘肃小学生的每周 45 分钟

大咖驾到 | 杨卫院士作客温肯讲解“中国基础研究”，
寄语温肯在学术上不断前行
WKUx 一鸣｜ 24 小时头脑风暴，看看温肯儿都为一鸣
出了哪些金点子？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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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28650 个！温州肯恩大学带头对一次性纸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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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三所科研机构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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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
三所科研机构揭牌
为推动学校国际学术研究工作、提升学
校 学 术 影 响 力，2019 年 11 月 28 日 下 午，

创意城市研究中心

慈善公益研究中心

公共建筑设计研究院

创意城市研究中心以温州肯恩大学的研

慈善公益研究中心将为政府提供新的知识理

公共建筑设计研究院旨在为温州肯恩大学周边环境 ( 温州及其周边地

究 人 员 为 核 心， 积 极 联 合 温 州 本 地 及 外 地 城

论，帮助建立最佳的社会企业公共政策，并为

区 ) 提供符合公众利益的研究与设计方案，其专业领域包括建筑学、城市

市规划、城市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专业人士，

温州慈善总会的运营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同时

设计、景观设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和室内设计。

恩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温州肯恩大学

开展创意城市、现代山水城市的研究，努力构

为影响力投资者提供优质的咨询、教育、全球

公共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人由建筑与设计学院助理教授 Vincent Peu

公共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三所科研机构揭牌

建山水创意城市的理论体系，以及典型城市的

网络服务，整合政府、学术和产业的影响力投

Duvallon 担任。他是温肯全职助理教授，法国 Ecole Spéciale d’ Architecture

案例比较研究。

资行动，旨在为人民、社区和世界创造公共价值。

建筑学硕士学位，具有丰富的建筑、环境设计的经验，研究方向为建筑和

温州肯恩大学创意城市研究中心、温州肯

成立。

副校长郑晓东博士担任温州肯恩大学创

学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党委委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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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席，并进行现
场揭牌。

商 学 院 助 理 教 授 JeonghwanChoi 博 士

当代城市设计。

意 城 市 研 究 中 心 负 责 人。 郑 晓 东 博 士 为 注 册

担任温州肯恩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负责人。

城市规划师，曾留学美国，获公共管理硕士，

JeonghwanChoi 博士为温肯全职助理教授，伊

加各种设计项目，推动城市与学校的发展，同时也借由研究院给学生提供

担任温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 10 多年，从事城

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 香槟分校人力资源发展博

更多实践的平台。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20 多年，具有丰富的

士学位。主要从事领导力发展、人力资源管理

实践经验、综合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对创意

与发展、组织行为与发展、社会创业和国际管

经济与创意城市有深入研究，多次发表创意城

理等领域的研究。

市研究的文章与演讲。

Vincent 非常感谢学校给予的支持，并表示研究院将通过带领学生参

据悉，在学校成立科研机构是温肯面向学科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的发展思路，主

他直言 ：“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影响力投资

动服务于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

在揭牌仪式上，他表示 ：“创意产业和创

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社会和企

意城市是近年来的社会热词，创意课程更是美

业界的重视，为满足社会企业新知识培养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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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无数顶尖大学的重要课程。希望能通过成立

求，温肯商学院提出校企结合、产学研相结合

揭牌仪式上，亚洲产业研究院负责人 Candy Lim Chiu 教授也分享了研究院

这个机构，提升温肯校园的创意环境，营造创

的模式来教育下一代，让他们带领我们走向更

成立近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意文化，让学生融入到温州打造创意城市的进

美好的世界。”

2018 年 12 月温肯更是率先成立亚洲产业研究院，以促进年轻研究人

学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更是现身现场，他说 ：“科研对学校而

程中。”

言至关重要，我非常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也感谢所有温肯教职人员为温
肯科研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文字 范晨
图片 汤涟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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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立体图形吗？” 在温州肯恩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温肯学生
张悠然、张祎然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拿着用 A4 纸自制的几何模型声情并茂地讲解着。

跨越千里，连接温肯学子与
甘肃小学生的每周 45 分钟

用互联网敲开支教大门
2 个月、9 堂课、45 分钟、每周二下午 4 ：20 准时开讲……
温肯 “线上支教” 活动，是由温肯在校生通过网络，“在线” 为
甘肃正宁县大璋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同学开展课外拓展知识教学。
每堂课都有不同主题，如数学嘉年华、创意美术、英语风暴、语文拓展、

而千里之外，甘肃省正宁县大璋小学的一间教室里，40 余位小学生坐得笔直，正对
着眼前的投影屏幕目不转睛。屏幕里播放着的正是张悠然、张祎然两张年轻的面孔。
这，正是温州肯恩大学“线上支教”的其中一堂课。连接他们的，除了知识和网络，
还有一份对山区孩子们的爱……

设立微爱温肯公益基金，用公益传递爱
除了 “线上支教” 这一公益活动，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
展基金会一直积极探索，推广公益事业、为社会贡献温肯的

是希望为师生公益事业创造一个样板，也为校园营造更丰富

一份力量。微爱温肯公益基金就是其中的一大举措。

的公益气氛，而微爱温肯公益基金是基金会为同学们设立的

2019 年 9 月，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浙江省

生物探究等，从 2019 年 10 月 23 日以来，已进行了 7 堂课程。而 13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设立这一基金，旨在通过捐赠行为本

名支教老师均为自愿报名的温肯学生。

身，凝聚更多师生、校友及社会人士的爱心，让涓涓细流汇

负责 “空间立体几何的三视图” 这一课的张祎然，是温肯大二
数学系的学生，而他的搭档张悠然则是大一金融系的学生。两人都

文字 王舒

此基金主要来源于温州肯恩大学师生、校友、自然人、
法人与其他组织的自愿捐赠，或通过 “亲青筹” 等公益众筹平

的教案和 PPT，还有自己亲手制作的圆柱体、长方体等几何模型。

台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获得。

45 分钟的课程结束，
两个年轻老师直言又 “激动” 又 “出乎意料”。

基金所募集款项将用于资助温州肯恩大学家庭经济困难

“本以为我们准备的问题会对他们有难度，没想到他们学得挺轻松的，

学生的学业和生活补助 ；救助温州肯恩大学遭遇意外伤害和

都回答上了。
” 张祎然说。而这次 “线上” 小试牛刀更点燃了张悠然

重大疾病侵袭的师生 ；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师生开展关爱留守

内心的一团火 ：“当老师很锻炼，然后看到那边的小朋友也想去实地

儿童、环境保护、社区服务、社会创新等公益项目和社会实践；

支教看看。
”

扶持和奖励温州肯恩大学师生的创业实践和创新成果 ；参与

学们所授内容都是我们学生平时很少有机会了解到的知识。对于农

一个合法、好用的募款平台，希望更多的项目可以参与进来。

成大江大海。

是第一次 “支教”，为了这堂课，两人都是有 “备” 而来。除了完整

“温肯的大学生们准备得很好。
” 大璋小学校长冯正点赞道 ：“同

温肯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孟骏表示，发起在线支教项目，

图片 王舒

重大灾害、重大事故的救助和重建，以及温州肯恩大学对口
帮扶地区的公益项目资助服务。

村学生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启迪思考和求知欲，提高学习的热情
都有很大的作用。
”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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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50 个！温州肯恩大学带头
对一次性纸杯说“不”！

在温州肯恩大学已经工作 8 年的职员 EMMA 最近养成

会使用我们提供的陶瓷杯，这样一来就能从源头上控制了

了一个新习惯，去开会一定要带上自己桌上的保温杯。原来，

垃圾的总量。” 温州肯恩大学后勤与资产管理部数据统计显

2020 年伊始，在温州肯恩大学的校园里，就开始限制一次

示，2019 年温州肯恩大学一年共计使用了 573 包一次性纸

性消费用品，不仅会议室里的一次性纸杯不见了，就连食

杯，其中一包为 50 个杯子，所以总共为 28650 个，而学校

堂里也难觅一次性打包物品的踪影。

作为会务使用了 434 包 21700 个。

WKU Magazine NO. 03

大咖驾到 |
杨卫院士作客温肯讲解“中国基础研究”，
寄语温肯在学术上不断前行

国科研发展迅速，但在农业与健康、环境与地球科学、核心

近来，我市全方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温州肯恩大学

事实上，自 2019 年 12 月温肯推行垃圾分类以来，温

2019 年 12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积极响应号召，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垃圾分类。而作为垃圾

肯校园里垃圾分类元素随处可见。不仅每幢寝室楼下，都

司库、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原浙江大学校长杨卫教授做客

分类的升级，浙江省发布《关于限制一次性消费用品的通

设置了颜色鲜明的垃圾桶，每个寝室里则放置了厨余垃圾

温州肯恩大学，为温肯师生带来一场主题为《中国基础研究

知》
，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不

和其他垃圾两种垃圾桶，寝室楼、教学楼的每一个可视屏

的学术地貌图》的讲座。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的

在硬件、文化、本科生培养、国际化办学上已经走在前面，

得使用一次性杯具。温州肯恩大学作为浙江省第一所中美

幕里还都轮番播放垃圾分类小视频，主题海报更出现在每

杨卫介绍了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分享他对中国科研发展未

发展势头很好，加强科研十分有必要。“据我了解，温肯本科

合作大学，率先行动。日前，记者在中午 12 点午餐时间，

一个海报栏和茶水间里。

来的思考，并寄语温肯在学术上不断前行。

生会深度介入老师的研究之中。温肯已经有很好的教育理念，

高新技术等领域还存在短板，亟待开发。
讲座最后，杨卫为温肯未来发展把脉支招。他说，温肯

可以同时本科教育和科研发展并进。” 杨卫说。

走近温州肯恩大学一食堂，发现学校打饭窗口常见的一次

1 月 15 日中午，校长王立和副校长郑晓东更是穿上

性打包盒、塑料袋都不见了，有几个学生和外教需要打包

印着 “Green Earth Volunteer” 字样的志愿者马甲，亲自引

运用大量宏观数据分析，描绘中国科技在全球各个领域的版

温肯校长王立用 “震撼” 形容整场讲座。他说，温肯已

食物，都会掏出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盒。

导用餐的师生们进行垃圾分类投放，受到了学生和外籍教

图分布。在他看来，加强基础研究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所

获批开展硕博研究生教育，发展科学研究迫在眉睫，这场讲

师的纷纷点赞。

在。 “2017 年，国家自然基金委成立 31 年，经费从 8000 万元

座将对温州肯恩大学如何更好开展科研带来更多思考和帮助。

据悉，今年的 1 月 3 日，每一个温肯师生都收到了一

讲座中，杨卫从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短板和突破入手，

封来自学校后勤与资产管理部的温馨邮件，邮件里通知：“自

作为一所中美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共有中外教

到 286 亿元，31 年体量扩大了 360 倍。” 他用这一组数据说明

当天，还有来自温州医科大学、温州大学、温州商学院、温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会议室不再提供一次性纸杯，统一

职员工 300 多人，其中专任教师 117 人，来自全球 28 个不

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而随着投入的大幅增长和科研条件

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以及温州浙大校友会、浙大温州研究

使用瓷杯或玻璃杯，倡导办公或开会自带水杯 ；倡导无纸

同的国家和地区。商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助理教授 Candy

的大幅度改善，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杨卫

院、温州科协的代表前往聆听讲座。

化办公，减少纸张使用比例，如需书面材料推行双面打印；

Lim Chiu 来自菲律宾，在收到学校的邮件后，她专门购置

介绍，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呈现几大趋势 ：数量到质量同步发

倡导不使用一次性硒鼓及一次性签字笔，推广使用钢笔或

了饭盒，去食堂打饭就带上。Candy 直言学校的做法非常棒，

展趋势明显，我国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 2017

更换笔芯循环利用。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食堂不主动

她说 ：“菲律宾还没有推行垃圾分类，但我曾分别在日本和

年跃至第 2 位 ；整体呈现年轻化态势，杰青、卓青、优青、

提供一次性餐具、餐盒和打包袋。”

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这两个国家在垃圾分类上做得非常

青千等青年人才项目申请热度持续飙升 ；国际间合作走向中

出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身边的环境和地球生态出一份

心，我国在国际科学合作网络中已上升为次中心位置。

学校后勤部主任黄坚有多年后勤服务工作经验，对此
特别有感触。黄坚说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采购一批陶瓷、

力，减少垃圾，积极进行垃圾分类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很

玻璃杯。以往开会，我们都会习惯性提供一次性纸杯装的

高兴在温州我们学校能先行一步。”

水，今年一来，开会与会人员要么带上自己的杯子，要么

文字 华晓夏 王舒 毛泳喆
图片 蔡贝妮

杨卫以大量案例为证，分享他对基础研究下一步发展的
看法。他表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亟需实现四大突破 ：开创

“停止使用一次性茶杯和一次性餐具是为了进一步促

性和引领性研究突破，增强关键领域竞争力的研究突破，高

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温肯校园一直就在倡导绿色环保生

端科研设备突破以及世界级团队突破。杨卫还指出，虽然我

活理念，同时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发挥作为一所大学
的带头表率作用。” 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郑晓东表示，希望
通过学校的行为，让环保意识扎根萌芽，进而推动全社会
形成垃圾分类行动自觉。

文字 范晨
图片 蔡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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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x 一鸣｜
24 小时头脑风暴，看
看温肯儿都为一鸣出
了哪些金点子？
由温州肯恩大学亚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

比赛结果
第一名：“DF-inm” 队 陈卓、莫玉雯、唐巾玉、唐佳其、王生旺
第二名：“Mommy Sharks” 队 胡浩南、张子叶、张英越
第三名：“Shark Tank” 队 葛方方、马琳雯、汪治中、胡扬帆、Moira

本土乳制品企业 “一鸣” 的品牌营销方案。选手

11 月 28 日下午，进入决赛的四个小组分别向一鸣公司代表介绍了自己的营销方案。温肯儿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共同举办，浙江

在规定时间和场地内只能现场休息，不得随意

独特的创新思维、策划能力和幽默风趣的讲解令一鸣公司代表频频点头赞许。参与的学生王生旺

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资助的 “一鸣市场营销黑

离开指定区域，做完当场提交作品或方案。

说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既紧张又兴奋。24 小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通过这次比赛，我

客马拉松比赛”，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在温州肯
恩大学商学院进行了最后的决赛。
“一鸣” 市场营销马拉松大赛是至今温

刚开始时，同学们的热情十分高涨，讨论、

深刻的了解了市场营销这个专业的概念，这是个既有趣又复杂的专业，觉得自己还要学习好多知识，

分工、做调查、搜集资料，和教授讨论着营销方

今后努力吧！” 而学生葛方方则表示，通过比赛意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案，向教授询问建议，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本

真的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肯 最 专 业、 影 响 最 大 的 一 项 品 牌 市 场 营 销 活

次活动的组织者商学院 Dr.Candy、Dr.Somkiat、

动。市场营销马拉松大赛，是黑客马拉松比赛

Dr. 何汉強三位外教全程陪着同学们，给他们提

一鸣公司希望能以本次比赛为契机，将同学们的营销策略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促进企业更好

出适当的建议。

的发展。

（Hackathon）发展的一个分支，经过一段时间

一鸣公司温台大区经理薛碧玉直言，今天同学们所展示的四个营销方案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的发展，趋向成熟，国外名校如哈佛、耶鲁等

23 日上午 7 点，记者来到了比赛现场。距

已有多次举办。本次活动持续近半个月，共有

离比赛开始已经过去 15 个小时，同学们都十分

彩展示。许校长高度赞叹了同学们的创造能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构思出如此多的新颖的营销策略，

35 名同学参赛，均为大四市场营销（国际营销

疲惫了，躺在活动室的沙发上、椅子上休息，

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从本次比赛中收获到宝贵的经验并运用到今后的创新创业中去，期待着同学们

方向）专业的学生。在 11 月 16 日到 20 日期间，

有的同学累得席地而睡。23 日中午，七个小组

今后更加精彩的表现。

同学们集中学习了 “学生品牌管理” 和 “一鸣公

都完成了自己的营销方案，开始完善细节，准

司理念及运营介绍” 等知识。11 月 22 日下午四

备下午四点钟的小组成果展示。三位外教根据

点整，24 小时的市场营销黑客马拉松大赛正式

每个小组的成果展示进行打分，最终选出四个

文字 杨硕

开始。选手们需在规定的 24 小时内完成对温州

小组进入 11 月 28 日决赛。

图片 祝添瑞 阳馨谊 戴斌 苏俞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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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来到了决赛现场，观看了同学们的精

最后许书利副校长、基金会孟骏老师以及一鸣公司代表为同学们颁发了奖杯。

温州肯恩大学

W e n z h o u -K e a n U n i v e rs i t y

0 0 46

CONTENT
CONTENT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pproved to Offer Graduate Programs
·WKU becomes Bloomberg's Experiential Learning Partner
·Work as One: Weather the Storm, Tide Over the Crisis -Greetings
and wishes to WKU from representatives and
students in Kean USA via Video
·Global Linkage, Thousands of Miles to Help
Facing the epidemic, WKUers do their best to contribute
·Everything is OK in Wenzhou——14-day quarantine diaries
of WKU teacher Daniel Hoare and Daniel Dyer
·WKU to Promot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enzhou-Kean University's proposal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KU Magazine NO. 03

Spring
Festival Greetings
Dear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lumni and friends,

session at the summit started a trend of scientific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na and distinctive in the world”, during which

research. WKU was listed in the first cohort of

has been playing a bigger role, while it formed

we will accelerate the pace of building a world-

Time does not stay and flows like a river. At this

Wenzhou’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s

more than 10 new internship partnerships with

class university. WKU will shoulder a heavier

wonderful moment of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and Zhejiang International People-to-People

enterprises and established a university-industry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e more to China’s

old and ushering in the new, we, on behalf of

Exchange platforms.

cooperation with Southern Zhejiang Industrial

educational reform and opening-up.

Zone. WKU was ranked as Zhejiang Provincial

every member of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ould like to extend

2019 was a year of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Major Projects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We sincerely wish you Happy Chinese New

our sincere gratitude and Spring Festival wishes

at WKU. In the past year, WKU recruited 800

Yangtze River Delta.

Year. May the year of the rat bring peace and

to you all!

students from 17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happiness to all of you!

428 graduates started here and embraced the

Standing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we can

2019 was a year of breakthroughs at WKU. In

world. 68% of them chose to continue their

review the past while look ahead into the

this year, we sweated and toiled as we pressed

studies abroad and 42% were admitted into top

future. In 2020, the university is facing greater

Mr. WANG Beijiao,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ahead with concrete efforts for achievements.

50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WKU has around

opportunitie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e have leaped into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130 faculty members, coming from 28 countries

Strategic Plan (2015-2020) will come to an

Dr. WANG Li, Chancellor, Wenzhou-Kean

of WKU. The approval of offering master’s and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end, and the brand-new 2020-2025 Strategic

University

doctoral programs has been listed as one of

granted a specific funding to attract and retain a

Plan is in preparation. We will anchor the

the 2019 Top 10 Internationalization Events

world-class faculty team. Over the past year, the

goal of a world-class university, continue

of Wenzhou. The first TOFEL and GRE test

construction of a world-class campus has been

to strengthen our ties with our American

center in southern Zhejiang settled at WKU. The

speeded up. The new students' residence hall,

partners, further unleash the great potential

establishment of the test center elevates the

Banyan Hall, was put into use. The construc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urban function level of Wenzhou and brings great

of Gehekai Hall, Student Learning and Activity

invest more resources into scientific research,

convenience to the test takers in the southern

Center and the Athletics Stadium have been

fully launch new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Zhejiang and northern Fujian. The successful

making good progress.

reinforce the university-community relations.
Stepping into 2020, let’s seize the day and live it to

hosting of Zhejiang-New Jersey STEM Innovation
Education Forum is a big step towards WKU’s

2019 was a year of stepping into a new stage

the full! Grea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mean

innovative education. WKU successfully co-

at WKU. Graphic Design and 5 other programs

greater challenges. We will bear in mind the goal

hosted the World Young Scientist Summit

of WKU were listed as Provincial First-Class

of establishing “a university that is contributing

(Wenzhou), and Dr. Akira Suzuki’s shar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s; Zhejiang Institute

to Wenzhou, renowned in Zhejiang, influentia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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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hou-Kean
University
Approved to Offer
Graduate Program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recently

The We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has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M.A.)

Kean University, we are giving our students the

approved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o launch

provided an additional RMB 20 million for each of

Psychology (M.A.)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at WKU,”

11 graduate-level programs, marking a pivotal

the next five years to recruit outstanding faculty

Combined Schoo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Psy.D.)

said Christine Thorpe, Ed.D., dean of Kean’s

moment in the growth of Kean’s campus in

with strong backgrounds in research.

Counseling and Supervision (Ph.D.)

Nathan Weiss Graduate College. “These high-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d.D.)

demand programs will cultivate tomorrow’s

China.

leaders.”

“I am thrilled that WKU has been approved
The eight master’s and three doctoral programs

to offer a wide range of graduate programs,”

“This proves the academic excellence that WKU

include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business

said Kean’s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of

has been pursuing for the past seven years,” said

and accounting, science, psychology and

Research and Faculty Jeffrey H. Toney, Ph.D.

Eric Yixin Yang, Ph.D., Kean’s associate provost

counseling and architecture.

“Our graduate programs will prepare students to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acting vice chancellor

become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in the global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he graduate

marketplace.”

programs will provid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We will offer qualitatively superior programs,

From Kean.edu

students with a unique graduate education

hire the best-qualified faculty, and continue to
cooperate in the best interests of our students,”

More than 2,400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that provides the vigorous and innovative Kean

said Kean University President Dawood Farahi,

currently enrolled at WKU with thousands more

curriculum under China's modern, economic and

Ph.D. “This is an amazing start to the second

expected in the coming years.

cultural context.”

University as a global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The 11 graduate programs are:

WKU is located in the foothills of Wenzhou,

China.”

Accounting (M.S.)

China, a city with 9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Architecture (M.Arch.)

a majority of its graduates go on to pursu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WKU graduate

Biotechnology Science (M.S.)

post-baccalaureate degrees, some to the most

programs will b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Kean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M.S.)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USA. WKU’s goal is to begin rolling out som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M.A.)

programs for Fall 2020.

Global Business (MBA)

pha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nzhou-K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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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becomes
Bloomberg's Experiential
Learning Partner
Latel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as approved

Equipped with a wide range of information

to join the Bloomberg Experiential Learning

sources and fast acquisition speed, the Terminal

Partner (ELP) program, which officially

meets the needs of rapid searching and

recognized the University's outstanding

downloading. Currently, it’s applied by more

contribu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Bloomberg

than 70% of investment banks, commercial

Terminal Courses.

banks and large financial companies worldwide,
being regarded as "Facebook" of the Wall
Street.

Since WKU-Bloomberg Financial Lab’s
establishment in April 2018,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CBPM)

It is known that the Bloomberg ELP program

has encouraged students to learn the basic

is dedicated to absorb leading academic

operations of Bloomberg Terminal, and get

institutions in experiential learning field. These

extra credits by taking the course nam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are required to integrate

Bloomberg Market Concepts (BMC). Up to

Bloomberg Terminals into the curriculum with

now, more than 300 students have achieved

at least 100 students taking BMC courses,

this expectation.

providing innovative courses for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WKU's contribution was officially

markets and career planning. At present,

acknowledged by Bloomberg

the members of ELP program globally are all

The Bloomberg Terminal is an important tool

prestigious education institutions. Joining the

for financial practitioners to obtain data and

ELP program is an acknowledgement of WKU's

information, conduct market analysis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another

trading. It provides key information such as

hallmark of WKU's commitment to bridging the

real-time trends, historical data, prices and

gap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ransactions of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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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005 3

Over 80% attendance rate, more than 2000

Zhou Biqi, a senior student from International

users per year

Business major. And thanks to the operating

WKU-Bloomberg Financial Lab is one of the

skills of Bloomberg Terminal, she got an

two Bloomberg Lab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ternship at Deloitte Accounting, one of four

The laboratory currently owns 12 Bloomberg

largest accounting firms worldwide.

financial trading and data terminals, which can
Professor Robert Marjerison from CBPM

be used by 30 students simultaneously.

thought that Chinese students who apply to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istics, WKU-

foreign business schools were all with excellent

Bloomberg Financial Lab has been used by

academic achievements. It was helpful for them

more than 2,000 people every year since its

to analyze financial markets with the support

establishment, and the average attendance

of Bloomberg Terminals. Anyhow, the practical

rate has reached 80%. Through the most timely

and research skills they equipped would

resource support of Bloomberg Terminals,

distinguish WKUers from other competitors.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WKU can obtain
Translator CHEN Yue

extensive information quickly, so as to analyze
scientific research data duly. In addition, it
enhanc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tudents’
graduate application and employment. Starting
from 2020, CBPM will further encourage and
require students to take the BMC before
graduation.
“With the Lab, our learning source is no longer
just the professors’ PowerPoint”, sai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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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as One: Weather the Storm,
Tide Over the CrisisGreetings and wishes to WKU from
representatives and students in Kean
USA via Video
As the first Chinese-American jointly establishe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se make onlin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instruction a challenging task.

both parties have always been firmly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guaranteeing Wenzhou-Kean

Through swift but thorough preparation, all

University (WKU) a rapid development. Since

138 courses have now been offered onlin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Kean USA has been

which started officially on Feb. 24th. Staff from

highly concerned and has been attaching close

Kean USA were tasked with supporting online

attention to the virus prevention in WKU.

instruction of WKU in an orderly manner.

Recently, to meet the invitation of Chinese

President Dr. Dawood Farahi said frankly, “th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Kean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delivery of WKU

University(KUCSSA), the President of Kean USA

stude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Kean USA.

Dr. Dawood Farahi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Collaborated with WKU, they will make every

Ms. Felice Vazquez, together with other deans,

effort to ensure students' education and courses

representatives and exchange students bring

will be operated and conducted orderly even

a special gift for WKU — a video in which they

amid the epidemic.” In the video, he appreciated

extended their sincere concerns and best wishes,

the efforts made by WKU administration, faculty

encouraging all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to

and staff, which realizes the non-stop, efficient

stand together against difficulties.

and effective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very soon. ” She encouraged students to work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the establishment

harder on online courses during the epidemic.

of WKU is a prelude of a closer bond between

Dean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Kean USA

the two countri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and Dean of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ic

2011, WKU has witnessed a rapi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Dr. Cao Jiang, Dean of College

and a significant change. Together with Kea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r. Larry Brown

USA, WKU will continuously advance to nurture

from WKU, and other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champion joint-effort

all together extended their concerns and best

education, serv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shes for students, encouraging them to fight

and China-U.S.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gainst the epidemic with joint efforts. “You have

in the future.

been missed and supported from Kean USA and
Translator LAI Qiuhong

WKU. All the teachers from both sides are right
behind you”, as some of them mentioned.
To the end of the video, students from WKU and
Kean USA extended their best wishes to China,
and their concerns to families and also gave tips
to their classmates and friends who are taking
online courses now.
As a young Chinese-American jointly established

battle against the virus.
Back to early February, Kean USA decided to
offer online courses, given the severity of the

Senior Vice President Ms. Felice Vazquez is both

epidemic.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an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alumna of

in China, WKU features in all-English and

Kean USA. She expected more students would

small-class American teaching style. More

become part of the Alumni Association in the

than 90% of the courses learned by students

future. She believed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and all textbooks are introduced from Kean

of Chinese government, situation will get better

USA, and our faculty are from 28 countries and

for sure, China will recover from this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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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inkage,
Thousands of Miles
to Help

Facing the epidemic,
WKUers do their best
to contribute

Facing COVID-19, the faculty of WKU from

was facing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materials,

28 countries as well as alumni and exchange

she immediately contacted the WKU Education

reporter that there was a volcanic eruption in the

Choi, from South Korea, is the lecturer of College

students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are the most

Foundation and expressed her willingness to

middle of January in Philippines. On January 30,

of Business and Public Management. On January

solid backup force, helping Wenzhou and China

purchase some medical materials at her own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Philippines announced

29, he sent the above message in Moments of

in their own way.

expense in Philippines and mailed them to

that it had confirmed the first case of new

WeChat.

Wenzhou. After days of rushing around, Candy
Purchase medical supplies with family

bought 100 pairs of goggles and 4,000 pairs of

members in Philippines

gloves.

Candy Chiu, the marketing lecturer from WKU,
is spending her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 in her

On the afternoon of the 30th, when the reporter

hometown, Manila, Philippines.

contacted Candy, she was still busy purchasing
supplies. In order to transport boxes of supplies,

On January 28, when Candy knew that Wenzhou

her whole family joined to help. Candy told the

coronavirus infection. Therefore, it was very
Choi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new coronavirus

difficult to get medical supplies there.

around January 21th via Facebook from a
In addition to purchasing at local stores, Candy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At that time,

and her family also contacted local medical

he realized something was wrong and prepared

suppliers to raise more supplies. Candy was

100 masks before he returned to school.

sad to learn that so many people had been
affected by COVID-19 in China. And she hoped

On January 28, he suddenly received a message

to play her part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in China.

from the WeChat group of the WKU Foundation.

She would continue to seek and contact new

The Foundation was seeking medical supplies

suppliers to raise more medical supplies.

overseas on behalf of WKU. In response,
Professor Choi immediately bought 600 KF94

The gloves and goggles purchased by Candy

masks and 400 disposable masks online.

have been given by Wenzhounese in Philippines,
which would be transported to Wenzhou soon.

He admitted that because of the sudden
outbreak, even in South Korea, both online and

Keep Up ！ Wenzhou

offline channels of medical supplies were in great

This is not just the battle of China

scarcity. He once tried to order Tyvek protective
clothing from a Korean supplier, but got a 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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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on buying necessary stuff for Wenzhou

that could not be supplied in time. Therefore,

in South Korea ……Let’s unite together”. Jerry

he expanded his search channels.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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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agues, he contacted a Chinese who

fighters, we should help them regardless of

was doing business in South Korea, from

borders," he said.

whom he ordered some medical supplies.
As of January 31, Professor Choi had
received more than 600 KF94 masks and

Global online search
The WKU alumni volunteered to

1000 pairs of medical gloves.

transport supplies by themselves

Professor Choi also mentioned that in South

These days, because of the epidemic,

Korea, the fear of the new coronavirus was

WKU freshman Ma Xinyu is "grounded" at

spreading rapidly, masks and other related

his home in Hangzhou. But as a member of

medical supplies were also in short supply,

the Overseas Materials Purchasing Group

more than half of the people on the street

of WKU Youth Association, he is still busy

chose to wear masks, and the government,

searching for "sources" online every day,

experts and reporters were trying their best

taking advantage of his foreign language

to spread the truth and facts through media

skill.

platforms.
“There are currently three people in
Professor Choi believed that China would

the overseas group. We are looking for

control and defeat the epidemic. In his view,

overseas purchasing platforms, as well as

this epidemic was a battle of all human

some overseas suppliers of masks and

beings, and we should show solidarity and

protective clothing, such as Neobits. When

cooperation. He thanked and paid tribute

we confirm that the materials searched

to those medical workers fighting against

are qualified, we will place the orders. We

the new coronavirus. “Solidary is our word.

will email the manufacturer and wait for

WKU and Wenzhou fighting. I am with

the reply.” According to Ma Xinyu, they

you. If we can do something to help these

have purchased a total of 750 pie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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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clothing which meet the standards

in Korea, E-bay...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many

on Amazon and are waiting for the seller to

channels, but still hard to get the goods. “Often

deliver them. These materials will be sent to

there are still goods in one second, and they will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and then transport back

be gone in another second.” even so, they never

to China. “A lot of WKU alumni and exchange

give up and still look for various channels.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fer to help us
bring stuffs by themselves.” Ma Xinyu said.

Translator CHEN Yue

Every day, Ma Xinyu goes to the major
e-commerce platforms to “grab goods”.
BaganMart in Burma, 3M in the US, Gmarket

温州肯恩大学

W e n z h o u -K e a n U n i v e rs i t y

0 0 60

WKU Magazine NO. 03

Everything is OK in
Wenzhou——14-day quarantine
diaries of WKU teacher Daniel
Hoare and Daniel Dyer
In mid-February, the Spring comes to Wenzhou.

remember the last time I suffered from any illnesses

On March 4th, not even a single case of

beyond a light cold, so even now I’m quite confident

COVID-19 was confirmed in Wenzhou for 15

that it wouldn't be a major issue if I caught the virus.

consecutive days.
I came back to Wenzhou on February 3rd, which
A warm spring breeze is bland. At the same time,

was the same day the quarantine really started.

the control to the epidemic has gained the initial

My taxi got stopped by the inspectors on the way

success.

back to Chashan, they asked me some questions
and took my temperature. And I also got

Looking back on the past month, people in

questioned at the gate to my apartment complex,

this city have been united to fight against the

but I managed to get back finally.

epidemic, including not only Wenzhou citizens,
but also foreign friends living in Wenzhou.

I had to stay in quarantine for 14 days and didn't

In WKU, many foreign teachers returned to

leave my apartment once. I was a little annoyed

Wenzhou at this special time. They experienced

at first. However, I really needed some peace and

14-day quarantine and stay together with

quiet after the chaos of India, and also had a lot

Wenzhou people.

of work to catch up on, so I wasn't too upset.

Danny Hoare

I actually had quite a nice time. The security

Lecturer in English College of Liberal

where I lived were willing to go to the

Arts,WKU

supermarket every day for people under

"I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my own quarantine

quarantine in my compound, so food wasn't

experience was so pleasant and trouble free."

a problem, and I wasn't alone either. I was
extremely lucky to be honest. Many people had it

I was traveling around India when the COVID-19

far worse.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China

outbreak began in China. I didn't pay too much

carried out strict control measures, restricted

attention to it until around the time I planned

going out was one of them. I don't go out of my way

to come back to Wenzhou. I personally wasn't

to follow the progress of how the disease is being

worried about it at all for a few reasons. Firstly,

contained, but I hear a lot about it from many of

I heard that the death rate was only around 2%

the WeChat groups I am in. I'm quite impressed at

and that practically all the people who died were

how quickly the quarantine was implemented and

old. I'm young, fairly healthy and can't even

how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follow it.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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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eople wearing masks,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books for each other, and we exercised and

many changes to be honest. Most people in my

played with our dog.On Valentine's Day,we made

compound seem fairly relaxed about it.

a nice and romantic dinner.Sometimes,we also
enjoyed video games and watched Netflix.

I hope things get back to normal soon, and
I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my own quarantine

In the meantime, WKU staff were wonderful.They

experience was so pleasant and trouble-free.

brought us food and cared about our health.
After our quarantine,they kindly helped us to

After the quarantine ended, Danny took a picture

move back to our apartment. Everyone at WKU

of the empty Chashan."The quietest I've ever

including HR and Logistics were great.

seen." It's Danny's the most direct feeling.
I believe I am familiar with the prevention and
Danny Dyer

control measures.I don't think many countries

Lecturer in English College of Liberal

on earth could completely shut down the lines

Arts,WKU

as China does,which I think is incredible.I am

"Our home is in Wenzhou.We are safe at

touched by the sacrific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present."

in fighting against this virus,and I am sad for the
trouble they are going through.I wish people in

My wife and I 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in China

other countries can understand these sacrifices.

before we came back. We read the news and
kept in touch with our friends in Wenzhou. We

We are at our apartment now. So far, we are

were worried about returning, but we didn't have

safe. I would like things to be normal again soon.

a choice. Our home is in China, and so is our

I want China to be a safe home for my wife and

dog, Nemo,is a member in our family.

my dog, and I want to live here for a long time

My wife and I came back on February 3rd.

to work with my wonderful students. "I miss my

Even though we knew we would have to be

students."

quarantined,we were not worried about it.
Translator CHEN Yue
With Nemo, we started a 14-day quarantine
on the campus of WKU.My wife and I rea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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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U to Promot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Standard of Urban Domestic Garbage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n order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actively join in

to as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arbage classification related activities,

the nation, citizens must obey the basic

such as lectures and other knowledge

national policy of conserving resources and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protecting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2. Reduce the amount of garbage from

standards of the citizens, a large number

the source. WKUers are expected to

of domestic garbage has been produce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ampus garbage

causing pollution that affects the 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work, including promoting

of green WKU campus and beautiful Wenzhou

paperless office, joining in the Clean Plate

city.

Campaign, Plastic Limit and other source

—Wenzhou-Kean
University’s proposal on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s a civilized WKUer, with the regulations
on issues such as standards to categorize
garbage, and methods to collect, transport
and dispose of garbage, it’s our duty
to practice th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and make our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campu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reduction activities, cultivating the habit
Garbage is actually a misplaced resource.

of being diligent, making the best use of

Citizen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ut it into

everything and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correct place. Garbage classification is the

green development.

proper way to achieve it.
3. To be a practitioner of garbage
Here, we propose to all WKUers:

classification, on this basis, guide and drive

1. Garbage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people around to support and participate

regarded as citizens’ legal obligation,

in garbage sorting, jointly create a good

should be accepted as a new philosophy.

atmosphere for everyone to be responsible

In daily life, WKUers should study and

for and benefit from, and increase th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Classification

awareness of low-carb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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