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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起航，走向世界，
温肯校友会，温肯学子永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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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喜悦

温州肯恩大学自2012年办学以来，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国际化人才。温肯校友遍布世界各地，见证世界
大局的变革，参与世界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球化、多样化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者。
校友是母校的重要品牌，也是母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助推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温肯校友会期刊
《与友同行》记录、分享母校的发展和所有温肯校友的成长，也将成为沟通联络校友与母校的桥梁和重要平
台。希望《与友同行》不断服务温肯校友，联络校友感情，加强沟通联系，促进学校和校友共同发展。
温肯校友于此启航，走向世界。诚挚邀请所有在世界各地奋斗的温肯校友常回母校看看，与母校分享你

校友贺 词

分享每一位校友的

的世界，不少校友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毕业
之后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和丰富经历。我们在澳洲的

同行》的正式发行！这是温肯校友会发展浓墨重彩的一件大事。我

相互联系并坚持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攻克出国后学业和生活上

非常高兴和感到荣幸出任《与友同行》的主编。在这几个月的筹备

的难关，真正做到了那句“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希望

过程中，我们也面临诸多挑战，如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而打乱了原

大家未来继续行走在成为大企业家、大科学家、语言大师和建

本的计划。在此我要对编委会每一位成员的不懈努力和认真细致的

筑设计大师的路上，继续谱写自己人生的华章，以梦为马，不

工作表示真心地感谢！

负韶华！

如今，温肯校友们遍足各行各业，在所在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2017届严江越

努力践行着心中的梦想。你们取得的成绩让母校为之骄傲，也让所有校友为之自豪。《与友同行》中记录着

现就职于澳大利亚墨尔本GeHCo医学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暖心丰富的校友活动，温情的校友故事，同时将一直跟随校友的步伐记录各位校友的成长。同时《与友同
行》将作为各位校友以及校友与母校沟通联系的桥梁，在这里我们将共忆母校时光，共叙校友亲情，共悟人
祝贺温州肯恩大学校友期刊正式发行！

生哲理。
我们十分期待收到你们的最新动态并真诚的邀请你们常回家看看。最后，祝愿全体校友事业兴旺，万事

温州肯恩大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以看到世界的窗，大学四年的
经历和故事更为我们搭起通往窗外的梯子。年复一年，毕业生们如花

如意！

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副校长
校友会常务副会长

王北铰

校友会会长

“Start here, go anywhere”的校训，不断“走出去”探索未知

校友们也始终心系母校的发展，在2020年这个艰难的时刻保持

许书利博士

理事会理事长

刊即将出版。毕业以后的这些年，我们各位校友们始终牢记

今天，我们满怀期待地迎来了温肯校友会的第一本刊物《与友

们的成功与喜悦。

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

远在大洋彼岸的我喜闻母校温州肯恩大学的第一本校友期

Editor’s Notes:

火四散到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带去了WKU的温度和朝气，也让WKU
得到了社会的肯定。祝愿校友期刊越做越好，为校友建立一个精彩的
平台！
李玥 2017届

With full expectations and excitements,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WKU Alumni Association’s Magazine,       , is published today.

现就职于美国达拉斯博彦科技

This is a historic ev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KU Alumni Association.
I am greatly honored to serve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the magazine. As you all know, the year of 2020 presented so many challeng-

SHARING THE SUCCESS AND HAPPINESS OF EVERY ALUMNUS AND ALUM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n 2012, it has cultivated many cohorts of globally competitive talents. Its

es such as COVID-19, which has changed and will forever change the ways we do things. Together, we have o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brought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magazine to you. My sincere gratitude goes to the editorial board for their persistence, passion

恭喜《与友同行》正式发刊！毕业四年，从无到有，令人
激动。最近看综艺，有一期主题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如温肯

and their attention to all the details.

于我们。曾经我们以为大学是懵懂高中时老师父母嘴里的终

Alumni around the world are witnesses of the changes on the global stage, contributors of world economy, social and cultural

To this day, WKU alums are working diligently in all walks of life, realizing their dreams which they cherish so dearly to their heart.

globalization and diversity and practitioners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Your achievements are the pride of your alma mater and of all the alums.       depicts all the rich and heart-warming activities of

点，毕业后才发觉，这只不过是我们人生漫漫征途的起点。我

our alums, narrates vividly your stories, and follows the growth of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step by step in your pursuit to become

觉得大学是一道题，它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如今，毕业四

Alumni commun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n institution’
s brand. They are valuable assets and crucial promoters of a
University’
s development.       updates and shares the growth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l alumni. It is a bridge and platform,
connecting the University with the alumni community. I hope       can always serve the alumni community, boost networking and

a better person and contributor to social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is a bridge between you all and your alma mater, where
we remember those wonderful days at WKU, cherish our friendship and appreciate all that life teaches u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nd invite you to come home from time to time. Last of all, our best wishes to you for a

communication, and stimulate the growth of both the University and the alumni community.
WKU alumni “start here, go anywhere”. I sincerely invite all WKU alumni across the world to come back to your Alma Mater and
share your stories of success and happiness with us.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President, Alumni Association
Frank Wang

年，大学时与好友们一同聚餐畅聊的时光仍历历在目，所幸毕
业后我们仍然都还是彼此强有力的依靠。《与友同行》的发行

successful career and a fulfilled life!

更能看到昔日身边伙伴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相互勉励。一

Sincerely,

年四季，寒来暑往，温肯也不停迭代，希望《与友同行》是一
个起点，有空校友们也能常聚聚！
Shuli Xu, EdD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WKU Alumni Association

2016届 冯嘉
现就职于彭博资讯

Congratulations on the publishing of our first alumini journal!
We will never forget our motto “Start here, go anywhere”, and
are still on our way exploring this world. Many of our friends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with their unique stories after
graduation. I would especially appreciate my friends in Australia, who keep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and are fully in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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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veryone at this hard time in the year 2020 because we still

目录

ca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our university. I sincerely hope
that we insist and pursue our dreams as entrepreneurs,
scientists, language professions and designers and achieve
greater success.
Sam Yan , Class of 2017
Information Modeller – Health Data Analysis at Global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pened a window for us to take a
glance at the world. College life made a ladder for us to climb
out of the window. Fresh graduates dispersed into countries and
industries year after year, spreading WKU spirits and energy,
which in return win the acknowledgement from the society.
Can't wait to see more stories and events being shared on this
great platform!
Luna Li, Class of 2017,
Beyondsoft Consulting Inc，Dallas, Texas

Congratulations on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ssue of
Journal of       ! Four years have elapsed since the graduation
year. Growing out of nothing is a thrilling. Recently, I watched a
variety show called “The End is Also the Beginning”. The end
is also the beginning, like WKU is to us. Once, we thought
university is the destina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ile,
after graduation, we realized university can be just the beginning on the long road of life. I think university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that encourages us to think of “Why?” Now, four

你们好！
时光匆匆，恍惚之间你们也已毕业多年。
从温肯出发的你们现在又去到了哪里？不论是仗剑指天涯的闯荡还是异国思故乡的深造，
母校都想要了解你们的近况。你们走出的每一步，母校都在默默关注，默默记录，默默为你们

校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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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Benefits >>>

鼓掌。
如今《与友同行》（Beacon）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感谢此前参与我们刊物名征集活动的校

eHealth Collaborative (GeHCo), Melbourne, Australia

Congratulations on the alumni magazine launch!

亲爱的温肯校友们，

返校指南

08

线上纪念品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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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权益

10

招聘信息

11

校友会活动

中文名，寓意温肯校友会将时刻与你们同行。在英文名的征集中，非常感谢许书利博士为我们
提供的灵感（Beacon），寓意今后这本校友们自己的刊物将是连通校友与母校，校友与校友之

Alumni Association Events >>>

13

校友代表大会

15

校友羽毛球友谊赛

18

我校参加中国高校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19

毕业季

21

高招咨询会

23

在美校友中秋活动

25

校友活动-新中国成立

27

校友分享会

28

校友动态

友，你们的想法给了我们更多的灵感。最后编委会采用了编委会内部征集的《与友同行》作为

间最紧密的桥梁，也像灯塔和曙光一直引领温肯校友们向未知的未来勇敢前进。
继续勇往直前吧，温肯儿们！

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会

追梦的路上，道阻且长，
Alumni New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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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故事（老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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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玩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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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的最美温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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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汇”Alumni Stories

愿你们踏遍丛林荆棘，归来初心依旧，不要忘记还有好多好多人与你为伴。
秋风依旧，叶黄而落，
那颗悄悄埋下的种子，
在孕育自己的力量。

53

>>>

years after graduation, memories about eating meals and
chatting with friends in the campus still haunt me. Fortunately,
we are still leaning on each other after graduation.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 of       shows more highlight moments that our
old friends flourish and encourage one another in all walks. As
seasons change, WKU is changing. We hope Journal of      
will be the beginning of something new and our alumni will get
together often!
Andy Feng, Class of 2016

听说你想进“四大”？看温肯美女学姐们的My Days in Big 4

55

温肯走出科研大牛，赴美读研两月收到直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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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系唯一男生，毕业关头，他做出了那一届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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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甜度爆表的推送！温肯校友情侣毕业3年修成正果，这是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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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NI BENEFITS

务栏目，即可进入纪念品商店页面。商品涵盖文具、服装、礼
品三大类，从温肯美丽风景明信片，到独具特色的WKU细纹刻
纸，旅行必备U型枕，手工羊奶皂，WKU小米联名充电宝，运
动手环，加湿器，马卡龙风扇等。另特别上线四款校友会特制

WENZHOU-KEAN
UNIVERSITY
SOUVENIR
STORE ONLINE
NOW

纪念品。

HOME COMING
GUIDE

所有校友通过线上商店购物将享受专属校友折扣，最低更
低至七五折！
线上纪念品商店中品类齐全，多样，极大方便了想要购买
客房示图

温肯纪念品的校友。后续，校友会将与有关部门继续合作，不

遍布海内外的校友们是我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我
校建设及各项工作开展的良好基础，校友们对学校工作开
展的积极支持是我校发展的不竭动力。为了进一步加强校
友与母校之间双向良性的积极互动，校友办联合了学校各
大职能部门，正式出台六大校友权益：

WKU ALUMNI
BENEFITS

01

及十月的“秋招进行时，母校来支招1.0”近50家企业招聘信
息。涉及银行，金融，管理，教育等全国范围内多个领域，部分
岗位长期有效。
招聘信息公布以来，校友办收到很多校友留言表示，招聘信

招聘信息旨在给毕业校友提供就业信息及更多岗位选择，帮

校友温肯邮件账号永久保留

助毕业校友解决就业问题。校友办联合招生与就业办会不定时更
新招聘信息，更多资讯请关注【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会】公众号。

就业服务

所有校友会成员可在毕业之后免费享受来自温州肯恩大学的职业指导服务，

断为校友们推出更多惊喜。

时，母校来支招1.0”，四月“春招进行时，母校来支招2.0”以

息非常受用并希望能提供更多的岗位信息。

所有毕业生的温肯账号将会继续保留，温肯邮箱功能永久保留。

02

校友办联合招生与就业办，在今年二月发布了“春招进行

文字/ 程序芝

陈怡妤 朱思奇

职业发展中心将会帮助校友制定未来职业发展计划，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和
职业培训：

为进一步鼓励校友返校，密切校友与母校之间的感情，凝聚校友力量，温肯校友会特于
2019年推出九大校友返校福利：

1. 对简历，职位申请和面试提出意见和建议；
2. 提供就业岗位信息；

1. 交通：八人以上返校可安排接站服务

3. 为校友创业提供建议和帮助

2. 餐饮：提供怀旧午餐
3. 住宿：协助预定校内住宿，可享受校友折扣8.8折

03

4. 赠送返校纪念品

1. 使用图书馆公共设施；

5. 协助预约学生大使提供校园游览服务

2. 在馆浏览纸质馆藏和电子资源；

6. 协助预定活动场地

3. 按规定缴纳押金开通借阅权限后可免费借阅馆藏图书资料

文献资源

7. 协助拍摄活动照片

04

8. 协助联系学院老师
9. 协助联系学校领导安排座谈会
除以上九大福利外，校友嘉宾除另可享受三大嘉宾返校福利：

校友活动支持

1. 协助校友聚会返校活动场地安排；

留不住的青春，
带的走的回忆。

2. 提供志愿者服务；
3. 支持各分会校友活动

1. 提供往返交通费用
2. 安排校内住宿

05

3. 享受临时校园卡服务

纪念品商店校友专属服务

为方便校友会提前做好返校接待工作，所有校友需提前三周至温肯官网或温肯校友会公

06

众号下载返校申请表并发送至校友办。校友办将竭尽做好各位校友的返校工作。

纪念品商店校友专属服务

提供学历和学位证明

协助联系教务部为所有毕业生免费提供学历，学位证明
文字/陈怡妤
文字/陈怡妤 排版/朱思奇
文字/陈怡妤 程序芝

返校指南 校友福利 08

线 上 纪 念 品 商 店 校 友 福 利 09

10 校 友 福 利 校 友 权 益

招聘信 息

校友们只需关注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会公众号，点击校友服

温肯校 友 权 益

资产公司共同上线温州肯恩大学线上纪念品商店。

温州肯 恩 大 学
线上纪 念 品 商 店 上 线

校友返 校 指 南

为方便校友购买温肯萌萌的纪念品，校友会特与学校后勤

11 校 友 福 利 招 聘 信 息

CAREER INFORMATION

校友会
活动
ALUMNI ASSOCIATION EVENTS

12月11日，我校举行温州肯恩大学第一届校友代表大会，校党委书
记、理事长王北铰，原温肯常务副校长Philip

Connelly、校友代表以及各

职能部门代表参加大会。会议由我校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会章程》，表决通过校友会理事会成
员名单，由王北铰担任校友会会长，许书利担任常务副会长。此外，11位
温肯毕业生获颁校友大使称号。
“校友，是母校最宝贵的财富。Once a WKUer，always a WKUer
……”

开场，许书利博士介绍了我校毕业生的总体情况：自2012年第一届

欢迎回﹃家﹄， Alumni！
温肯第一届校友代表大会召开

WELCOME
HOME! THE
FIRST MEETING
OF WKU ALUMNI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校友相聚 倾诉心声
得知校友大会召开，来自2017届毕业生、目前正在墨尔本大学
攻读医学院电子健康专业硕士课程的严江越校友发来了贺信。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从事何事，业绩如何，我们的母校将始
终是我们事业的起点、怀念的故土与精神的家园……走出校门，我
们代表了温肯的形象、温肯的专业水准以及温肯的校园文化。美国
的学术会议、焦点事件的现场，澳大利亚卫生信息协会的部长级会
议，英国G5名校的角落里，都不乏走向世界的温肯校友的身影。我
们感谢母校对我们的悉心栽培，同时也积极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温
肯精神的激励下，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尽自己的所能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严江越的字里行间传递出对母
校的眷恋和深情。

招生以来，温肯已走出了三届毕业生，三届毕业生的升学就业率在毕业半年
后统计超过95%，其中233位毕业生被2018QS排名全球前50院校录取，占
现场，2016届毕业生、目前在我校

三届毕业生总人数的29.9%，333位毕业生被排名全球前100院校录取，占

招生办任职的林肯谈到了自己与温肯共

三届毕业生总人数的约42.75%。我校现有学生校友780名学生校友，187

成长的6年时光。“作为温肯第一届毕业

名左右教职工校友。

生，一方面母校见证了我的成长，另一

“母校是校友永远的精神家园，是校友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校友是母

方面，我也参与了母校的一点一滴建

校最好的名片，也是母校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是母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

设。”组建社团，办迎新会，林肯坦

量。”王北铰会长希望，在校友和校友会理事会成员们的支持下，逐步健全

言，相比其他学校，他们需要做的更

校友会组织机构，促进规范化管理和有序化运行，服务广大校友，助推学校
事业发展。
同时，王会长也向各地校友发出了倡议，希望各地校友汇集智慧，凝聚

2016届毕业生、目前在我校招生办任职的

多，但同时也收获了异常珍贵的机会。

林肯发言

“现在，以教职工身份回到校园，可以
说，我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温肯！”

力量，在招生工作、就业实习、捐赠资助等方面支持温州肯恩大学的发展。

“自信，踏实，批判性，是温肯赋予我
们的三大气质。”在2018届毕业生陆乐
看来，温肯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展现出的
自信，踏实学术，并兼具批判性思维，
并不亚于任何一所中外合作大学的毕业
生。“在学校我们得到了来自学校的关
2018 届毕业生陆乐发言

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主持

15 校友会活动 校友代表大会

怀，获得了许多机会，也培养出了强 烈

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发言

校 友 代 表 大 会 校 友 会 活 动 16

都拥有一份荣誉感和责任感加入学校建
设，反哺学校。”
今年11月中上旬，在校友会的积极
联络下，王北铰会长在英国，看望了正
在伦敦国王学院、利兹大学和曼彻斯特
大学读研的温肯毕业生们，为校友们捎
去来自母校的问候。

2019年3月9日，第一届校友羽毛球友
谊赛在校园综合球馆举内顺利举行。

对抗性，更有满满的趣味性和浓浓的校友
情。校友们不仅交流了球技、增进了友谊，

据了解，校友会已初步制定校友权

本次羽毛球友谊赛不仅是一场比赛，更

更加深了对母校的情感。羽毛球比赛很好地

益，包括所有温肯校友的温肯邮件账号

是校友们的一次久别重逢，共有10名来自杭

调动了大家的热情，既引领着大家积极参与

将永久保留；校友会成员可在毕业之后

州，宁波等地的校友参与其中。羽毛球场

体育活动，又让这些校友们在组队比赛的过

免费享受来自温肯的职业指导服务；所

上，他们和学弟学妹们同场较量，那段在球

程中增进联系、加深彼此间的情谊。

有校友可以使用图书馆公共设施并且可

场上挥洒汗水的青春记忆重新被唤起。这些

球场下，他们与老同学们相聚，一起回

以在馆浏览纸质馆藏和电子资源，同时

阔别已久的校友们重逢于温肯，畅聊过去与

忆往昔时光，欣赏温肯的新变化，看望昔日

可按图书馆规定开通借阅权限后免费借

未来，旧友重逢的喜悦弥漫了整个赛场。在

熟悉的老师们，重温着那熟悉的一切。

阅馆藏图书资料。此外，校友会为校友

为时半天的精彩比赛中，不仅具有比赛性和

返校聚会活动提供场地及协助等。
2019年，校友会将首先建立各地
联系小组，实时联系校友传达校友消
息。
王会 长 与 在 伦 敦 国 王 学 院 深 造 的 校 友 合 照

会议中，与会校友代表们就校友会
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包括建立完善的校友档案库和通讯制
度，定期举办主题校友活动，加强各地
校友联系等。校友会理事会顾问Philip
Connelly也提出，不仅要加强整合校友
资源，还要整合学校外教资源，纳入校

母校永远是你们的家。温肯校友们，记得常回家看看。

友会体系，为学校以及校友职业发展提
11位 温 肯 毕 业 生 获 颁 校 友 大 使 称 号

供后续学术支持。
文字／陈怡妤 王凌珂
文字／王舒 图片／实习生 陈袆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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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羽毛球友谊赛

的主人公意识，所以每一个温肯毕业生

ALUMNI
BADMINTON MATCH

我校参加中国高校校友会&
教育基金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WKU
DELEGATION
ATTENDS
CHINES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
EDUCATION
FOUNDATION
SUMMIT I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年4月10日—4月12日，

作，华东师范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

第三届友笑•中国高校校友会&教

邢和祥用一番《超越低垂的果实》

育基金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在浙

精彩演讲告诉了我们答案。邢老师

江广电开元名都大酒店顺利举行。

围绕校友会身份、校友会和校友关

全国共有219所高校的316位校友

系、校友会责任发表了自己的工作

会、教育基金会工作者与17位资深

见解，他强调大家应当超越现有校

专家齐聚一堂，在“新时期、新技

友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将目光专注

术、新理念、新发展”主题下，共

于难度更高也更富有价值的校友会

同奏响了校友会和教育基金会永不

使命与责任，虽然“低垂的果实”

止步的新篇章。

易得，但不是最甘甜的;简单的事

论坛伊始，远在美国加州的杭

情易做，但不是最富成效的，虽然

州友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是

鸿，通过视频向参会老师发来问

每一次收获都必须努力。

候。作为东道主，陈鸿总经理代表

福州大学校友会秘书长程玉敏

全体友笑人员感谢老师们的到来，

独辟蹊径，以校庆为切入点，以点

并祝愿与会嘉宾老师有所收获，友

带面，分享了福州大学校友会利用

笑是校友会行业的老兵，过去、现

校庆契机宣传、推介学校发展建设

在和将来都会一如既往支持高校校

项目并促进募捐筹款的工作经验。

程中，林教浅出拆解了教育基金会筹款关键因素，从潜力评估、组织动员、项目设计、筹资策略、筹资管理等

友会&教育基金会的专业发展。

程老师提到，福州大学在2018年

多个方面详尽阐述筹资流程和要点。值得一提的是，林教授还是我们温州老乡。会下与我校校友会与基金会老

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校友总会

的60周年校庆活动期间，共获得校

师交流得知温肯时，他表示有机会一定要来家乡这所国际化大学看看。

秘书长胡炜作为特别来宾，受邀为

友捐赠11亿元，学校基金会工作取

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美国）理事长左成慈深耕于基金会工作多年，在全国教育基金会建设领域有着丰富

大会致辞。胡炜老师专注校友会工

得重大进步，也令众多兄弟院校羡

经验与独到见解。左老师在《校友会在募捐中的作用及与基金会的关系》中强调：校友会办公室是付出的部

作多年，是中国高校校友会发展的

慕不已。这一惊人数据的背后，是

门，是花钱的部门，为校友提供服务、解决困难是高校校友会建设的根本目的，且高校校友会作为教育基金会

重要建设者。发言中，他讲述着自

学校对于校友企业发展多年的大力

捐赠的协助方，要协调学校与校友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学校与校友的长远利益，而基金会作为受益单位，在

己对校友会基金会工作的特殊感情

支持和付出，通过加强产学研合

获得捐赠的同时，也应该当回馈资源和资金支持高校校友会部门的运作和发展，由此才能保障高校校友会更好

和特别感悟。他强调，校友发展是

作，扶持校友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

的为校友群体服务，双向带动，形成良性循环。

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衡量标准，多

的结果。

服务校友，长沙理工大学塑造了典范，学校多年倾心打造的校友之家项目已成为高校校友之家建设的模范

年的经验和体会让自己意识到，校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学筹资

标杆之一。长沙理工大学校友会秘书长张美红在会议中重点分享了校友之家这一特色建设案例，张老师指出，

友工作的理念是服务，而深入和专

理论与实践研究学者，浙江大学公

“打造校友之家，培育校友文化”是该校校友工作的核心，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搭建平台扩大服务群体和范

业的服务恰恰需要新技术的融入，

共管理学院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

围，让更多校友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学校服务于校友的诚心和真心。张老师还举例，校友之家经常为年长校友

因为技术可以带来变革，技术可以

副教授林成华就世界一流大学筹

举办寿宴，这一温暖的举动，让与会者无不点头称赞。

提高效率，在国家大力支持高校信

款战略与筹款管理策略进行了深

息化建设的时代，拥抱互联网将使

度解读。林 教 授 研 究 过 诸 多 世 界

得校友会领域创新带来无限可能。

一流大学捐赠模式，整理了丰富

如何超越校友情感做校友工

的一流大学筹款案例库。分享过

19 校友会活动 我校参加中国高校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创新与发展高峰论坛

温肯校友办的陈怡妤老师和基金会的包小娇老师都亲临现场参与了此次论坛。温肯校友会和基金会将结合
温肯的实际情况将会议中好的点子带到温肯，继续砥砺前行，服务好各方校友。
图文/友笑公司 陈怡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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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除了四季，还有一个最美好的季节
毕业季主题活动

IN ADDITION
TO THE FOUR
SEASONS,
ANOTHER BEST
SEASON-GRADUATION
SEASON

离校当天为了解决毕业生行李繁多这一问题，校友会联系学校后勤部门，在毕业生离校当天推出“暖心摆
渡车”服务。摆渡车在宿舍和学校大门口不间断来回行驶，将繁重的行李送至校门口，让毕业生们轻松离校。
离校当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除了暖心的摆渡车，保安师傅、宿管叔叔阿姨，以及志愿者们，在雨天仍然在
各居民楼外，帮助毕业生们运送行李，让温暖延续。
在这最美好的季节里，校友会也希望毕业生们能够带着最美好的回忆，开启人生的下一阶段。未来路上，
愿你们插上温肯的翅膀，带着老师们的祝福，向梦想的天空翱翔！校友会也将珍贵保存这份属于你们的回忆。

文字/陈怡妤 程序芝

校园摆渡车便捷服务 助阵送行
为迎接2019级毕业生毕业季，校友会开展了毕业季主题特
别活动。包括“愿你们带着老师们的祝福继续翱翔”外教祝福视
频，优秀毕业生祝福视频，毕业生手印板、留言板以及“暖心摆
渡车，让温暖延续”系列活动。
毕业生们在留言板前写下自己的毕业寄语，并合照。毕业生
们将四年最宝贵的回忆和对母校的爱都化作一条条寄语定格在留
言板上。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有毕业生们对自己未来的期盼，大学
生活的回忆还有对学弟学妹们的鼓励；五彩缤纷的手印是无法用
文字代替情感的表达；与朋友一起印下的手印，是他们友谊的见
证。外教们通过视频和留言板表达了他们对毕业生们美好的祝福
“Start Here, Go anywhere”。校友会也将珍贵保存这份属于
你们的回忆。

21 校友会活动 毕业季

毕 业 季 校 友 会 活 动 22

校友热情助力
高招咨询会
2019
ALUMNI ASSISTANCE WITH
COLLEGE ADMISSION CONSULTATION FAIR

2019年六月，遍布在全国各地
的校友参加全国17个省市共200余

满头大汗，体验着热与累交织的感
觉，但依然耐心解答所有问题。

场招生咨询会。全校师生一同，不

另外，作为2019届的新晋毕业

惧炎热，奔赴一线，为未来的温肯

生，杭州的林嘉璇同学更是带上爸

人带去更多温肯的资讯。高招会场

爸妈妈，全家出动参与到此次招生

场爆满。

咨询会中。

温肯咨询摊位所到之处是人气

200余场招生咨询会，已圆满落

“爆棚”，来咨询的家长和考生络

幕。其中共有29名校友参加了55场

绎不绝。此次高招会，有数十名校

高招咨询会。谢谢你们一如既往地

友志愿者自愿前往支援各地咨询

惦记着母校，让我们预祝今年招生

会，他们用自己的现身说法支持着

工作圆满成功，也期待我们下次再

母校的招生工作。夏日炎炎，抵挡

相遇!

不住他们的热情。一整天面对络绎
不绝的家长与学生，他们虽然早已

23 校友会活动 高招咨询会

谢谢所有热情的校友们的辛勤
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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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秋不孤单，温肯在美校友回

美肯与母校共庆中秋

WKU ALUMNI IN
US CELEBRAT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THE ALMA
MATER IN KEAN
UNIVERSITY

今年中秋，对于美肯校友来说一点也不孤单，因为他们有了特别的新去

中秋宴席

Mid-Autumn Festival Feast

水煮鱼，宫保鸡丁，鱼香肉

在享用了晚宴之后，校友们

丝，梅菜扣肉，这一道道思念已

一 起 见 证 了 美 肯 学 生 社 团

久的中国美食都出现在了中秋宴

KUCSSA（肯恩大学中国学生学

席上。校友们和温肯交换生一起

者联合会）的成立和揭幕仪式。

品尝着美肯校方为大家精心准备
的宴席，并和学弟学妹们愉快的
交流。校长Dr.Farahi和中国驻纽
约领事馆教育参赞杨军更是亲临
现场对温肯校友和学子送上了美
好的中秋祝福。

中秋音乐会 Mid-Autumn Festival Concert
下午5点半，在大家都吃饱喝

月球》，《月亮代表我的心》等。

足后，学校更是安排了一个大惊

耳熟能详的乐曲在耳边响起，寄托

喜。纽约著名的华人乐队Bound-

了对祖国和家人的相思。温肯校友

ary和温肯交换生们为大家准备了

会更是赞助了激动人心的抽奖，让

精彩绝伦的中秋音乐会。《私奔到

现场的气氛再推上一波高潮。

处。在接到温肯校友会的邀请后，10名在美的温肯校友回到了母校美国肯恩大
学，与温肯交换生们欢聚一堂，共度佳节。

校 友 们 纷 纷 表 示 能 回 母 校 一 同 庆 祝 中 秋 非 常 高 兴 ， 此 次 的 中 秋 庆 典 活 动 精 彩 而 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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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分享会
/顾静怡 何奕韬

新中国成立

CELEB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LUMNI SHARING SESSION 1
2019年3月9日，温肯16届国际会计顾静怡和16届国际
金融何奕韬作客第一期校友分享会。
校友顾静怡，在校期间，她作为学生大使，招生办助
视 频脚本由2019 届毕业生叶泉泉执笔，学生媒体中心联合校学生 会、学
生 大使、团委以及各大社团共同创作完成。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温州肯恩大学媒

祖国母亲70周岁生日，视频里集结了世界各地的

体与设计中心和校友会共同出品微视频《目的地

温肯校友们，对祖国的祝福和思念。虽相隔万里，但

(Destination)》，献礼国庆70周年。活跃在世界各地

在外拼搏的温肯学子们因为这份家国情怀紧紧相连。

的校友也参与其中。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信真挚的笑容，是因为他们的内

70年来，我们的祖国战胜千难万险，跨越激流险
滩，直至如今巍峨屹立。

心有着冉冉升起的旭日，他们的背后有着繁荣富强的
祖国。

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的创办离
不开祖国的快速发展和高度开放。

祖国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起点，也永远都是等待我
们飞回的港湾。

2012年，温肯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至今从这里
走出了4届毕业生，其中超过60%的毕业生被世界各

无论我们去往何地，目的地永远都只有一个——
中国

理，温州创新网络（WIN）联合创始人，不断探索尝试新的
领域，提升自我。分享会中她提到，她十分感谢这三段经
历，这三段经历教会了她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学会辩证思考，
如何冷静处理突发危机情况，也让她成为一位独立有主见的
女性。台上的她侃侃而谈，无不让在场的学弟学妹们对这位
从容自信的学姐感到钦佩。
第二位校友何奕韬，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
加入华为公司。 何奕韬向大家分享的是他在温肯中学到的最
重要的三节课。他从“谁是孔子”，这个外教布置的作业开
始聊到温肯教授教育他做学问无论是引用网络资源还是利用
他人文献都应公开透明，并且更要独立思考。追求精确，避
免模糊，是温肯教授教给他的第二节课。温肯教授还告诉他
分数不是老师给的，是自己争取的，包括话语权，尊重都是
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在外留学期间，他给自己定的要求

地的知名高校录取继续深造。

是，做一个重要的中国人，希望能在西方世界发出中国人的
编辑/何忱 杨若妍 文字/何忱 王舒

声音，可以让认识他的人更全面的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本次分享会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给予了在场的学弟
学妹们深刻的启迪。也正式拉开了校友分享会的序幕。我们
也祝愿这两位优秀的校友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文字/陈怡妤 王凌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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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演讲嘉宾重回母校。
曾经的APEC全国总冠军，2015美国大学名人榜入选者，
各类英语演讲比赛的获奖常客，这位光环无数的励志女孩，重
回母校，为在校的学弟学妹们带来了一场专业而生动的个人分
享会。
夏雪向大家分享了她在波士顿大学学习期间，作为一个新
闻人，走进了美国社会基层，展开了一系列对美国时事问题的
调查。毒品问题，枪支管控问题，每一项调查都需要十足的勇
气。她见过街头散落的针头，接触了通过佛教冥想帮助戒毒的

记录美国穆斯林游行、调查跨国代孕……

2019年4月25日晚，APEC女孩夏雪作为校友分享会第二

女孩夏雪的﹃新闻梦﹄
APEC

RECORDED
MUSLIM
PARADE,
RESEARCHED
MULTINATIONAL SURROGATE
…
… THE JOURNALIST DREAM
OF APEC GIRL
XIA XUE

夏雪的分享结束之后，现场来自不同年级、不同

结合新闻业的现实状况，对于同学提出的记者责

专业的同学纷纷化身为夏雪的迷弟、迷妹，积极踊跃

任的问题，“记者挖出隐藏在社会最深处的痛点，起

地对学姐提出了各种类型的问题。

到诊断社会的作用，那么他们是否也应承担起治愈社

夏雪从多个角度出发，站在新闻工作者的立场，

会的责任”，夏雪表示，美国已经在尝试solutions

结合自身的经历、对中美社会结构的认识和两国新闻

journalism，让新闻工作者不仅呈现出问题，还要通

业目前的状况等方面，生动又耐心地为同学们解答疑

过调查等方式去提供解决方式，让读者自己去做出行

惑，给大家又好好地上了一课。

动。

问及她从金融转到新闻真正的motivation，夏雪

持续半个小时的问答现场，让同学们不断刷新对

说：“站出来说话真的很重要。能够传递出声音，去

于新闻的认识和理解，也使他们更加接近一名优秀新

考证事实的真相对社会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进步需

闻工作者的内心。在高质量的问与答之中，我们可以

要有人不断的督促它、鞭策它，需要记者去担起这份

看到，无论是夏雪还是现场的同学，作为当下的青年

社会责任。”同时，她也提到了其他个人因素：“我

群体，都在对新闻与社会做着探索和思考，为追寻事

喜欢接触更多的文化，喜欢倾听不同的故事，挖掘不

实和真相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与担当。

同类群的人身上的闪光点。“

夏雪建议

迷弟迷妹积极提问 探讨记者责任与担当
现场有学生提问道：“采访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的

1. 不要把全部时间放在GPA上，培养自己多元化
智力和多元化爱好。

姑娘，她还目睹了墓碑上死于枪战的年轻孩子的面孔，记录了

主体，如何在这些主体中保持自我的独立，避免成为

2. 多锻炼自己的口才

美国穆斯林游行。

偏见的附庸？”

3. 多读西方著作

分享过程中，她还提到了自己做了一个跨种族跨文化的国

夏雪根据自己的接触和经验说道：“这是很多记

际新闻调查—跨国代孕，随着中国二胎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

者一辈子都要自己跟自己较劲的东西，其实不管怎么

的中国家庭选择了跨国代孕，她利用短片，记录了一位美国代

写都会带入一点自己的视角。事实的东西不能颠覆，

孕妈妈Sarah为中国广州的小家庭产下了一个女儿。她说，我

我们不一定能接近真相，但可以提供环绕真相周围的

为自己能够跨越信息的鸿沟而感到自豪，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

一圈一圈的视角。”

4.人生往往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不断适应变化
出来的

美国，没有多少平台能够同时传达双方的声音，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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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10月8日，第三期校友分享在温州肯恩大学森
马厅举行。
本次分享会由温肯首届优秀毕业生郑大为，为学弟学妹
们分享其工作与就职经历。其硕士就读于美国史蒂文斯理工
学院，现任职世界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Oracle）。
作为温肯第一届学生，郑大为是那批与温肯同步成长的
元老级人物。本科毕业后，他在美国斯蒂文斯理工学院攻读
MBA。2018年，郑大为修完硕士课程之后，又将TEDx演说
品牌带回温州，并成功举办了浙南地区首场TedxWumaS-

郑大为：从 Ted 到
x 甲骨文，天生敢为
第三期校友分享会

ZHENG DAWEI:
FROM TEDX TO
ORACLE, BORN
TO DARE -----ALUMNI SHARING SESSION 3

案 图 片，审核嘉宾的演讲内容，确保现场活动流畅，
做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准备。彩排当天突如其来的
一场大雨导致了舞台正上方开始漏水，所有人都不知

幸运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最后，他等来了甲骨文
和谷歌的面试通知。

所措时，郑大为临时借来三个水盆救场，并借机进行

“不要觉得big name company遥不可及，真正

了一场现场“祈福”活动。所幸的是，最终活动顺利

的天才只是少数，能进入其中的那些人只是比其他人

进行。

要更认真一点。”郑大为特别提到，求职对一个人的

今年6月，在美国的郑大为把自己人生下一站选在

生理心理都是不小考验。他建议要把时间安排好，适

了北京。他加入了位于北京的甲骨文（亚太区）公

当用运动和其他的一些合理的方式释放自己身上的压

司，担任软件即服务商业发展经理。

力。

甲骨文是继Microsoft世界第二大软件科技公司。
目前，全球近90%的世界500强公司正在使用甲骨文
产品。“天生爱自由”的郑大为十分看重热工作环境
的多元性和包容性。而甲骨文勇于突破、不断探索的
企业文化正好与他的个性不谋而合。
他提到，入职前自己也曾认为公司里那些所谓的
精英也只是普普通通的上班一族，但在接触中慢慢发
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把每一件平平凡凡的小事
做好，就是一种不平凡。”认真尽责地完成每一件小
事，就是他学到的工作经验之一。
郑大为坦言，在甲骨文短短几个月自己也学习到
了待人接物要谦逊的处事态度。“多和优秀的人交流

近期在加州参加TED大会和其他中国来的小伙伴

会让自己变得谦虚。现在的工作性质让我能接触到很

合影

多公司高层，感受越是大公司的管理人员，待人处事
越有礼有节。”
分享会上，郑大为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求职攻

treet活动。在这场活动中，郑大为负责在美国远程参与流

略。郑大为的求职过程并非一帆顺风。“算上盲投的

程设计、TED的品牌申请以及在现场的品牌把控。把全球最

简历零零总总有一百多份，而收到回复的却只有寥寥

具影响力的演讲品牌TED带回温州并不容易。郑大为的申请

几封，”在现实面前，即便是生性乐观的他也受到了

过程可谓是一条漫漫长路：从向TED总部递交提交申请，需

不小打击。为了改善这种回复率低的窘境，他选择为

要介绍品牌名称的来源、团队组成、活动的主题、潜在的演

每一个自己要面试的公司量身定做简历，并特别在每

讲嘉宾，再到官方审核，需历时2个月，程序格外繁琐。

份简历中加入对应公司的logo，希望用细节来打动对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还撞上了美国的公共假期，苦等了三个

方。“此外，写求职信前，要大致地浏览这个公司的

月才最终获得了品牌使用授权。”郑大为说。

财报，然后去写一些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和认

而现场品牌控制的工作更不轻松。作为和总部交涉的联

郑大为说道。

识，在信里传递自己对这个公司以及行业的洞察。”

络人，他 担 任 起 类 似 舞 台 导 演 的 角 色 ， 负 责 校 对 活 动 文

31 校友会活动 校友分享会

校 友 分 享 会 校 友 会 活 动 32

停下过探索未来的步伐。工作之外，他热爱旅游，足

想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零散的知识就得有经验和经历

迹遍及多个国家，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跟着领队去追寻

的串联，在实践中得以发挥作用。可以说，丰富的生

鳄鱼的脚步，在巴拿马运河坐上船舶观赏人类工程的

活经历为他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奇迹、在海明威的故居感受文坛硬汉的思想、在瓦尔
登湖品味卢梭记载的景色……

从活跃在温肯校园的年轻学生，到如今的甲骨文

2019年12月10日，温州肯恩大学2016届毕业生吴程程作客
第四期校友分享会。她是一位勇于突破，敢于尝试的逐梦女
孩。她用多元化的选择丰盈着自己的人生，不惧失败，砥砺
前行。

的职业人，站在分享会上的郑大为依然还是大学时代

“趁着年轻就该多出去走走，去经历更多样的生
活。知识是在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散点，而经历和

那个披着一头文艺长发的年轻人，自信而坚定，从未
停下向前的脚步。

在本科期间吴程程就成为温肯学子

引流。刚上班没多久，她深深的体会到

中第一批创业家。创办温肯演说品

了工作的辛苦。一次，吴程程跟着好声

牌——温州创新网络（WIN），校园

音节目组到现场录制，从当天下午三点

角落的打印店以及温肯第一家学生创业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八点，连续30多个

项目——Social

Dog，这些都为她今

小时的超负荷工作，她也坚持了下来。

后所选择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

长达七个月的实践不仅磨炼了她的

步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她笑称

心志，让她从一个“小白”摇身一变成

自己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很一般，但是

了“经理”，更为重要的时候，她在实

拥有各种丰富的经历。自己目前取得的

践中形成了独特的营销思维，明白客户

成绩正诠释了温肯的办学理念，“为不

真正想要的产品到底是什么，再加以巧

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

妙的手段进行营销，这为她以后未来的

毕业后她成功申请到到英国华威大

跨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传媒专业的硕士offer。但这个有着
大胆想法与主见的女孩，选择GAP一

和曾经WIN的演讲者在纽约碰面在 “美国淘宝”小试牛刀

年，进入一家4A广告公司担任营销策
划，来为研究生课程的学习打下一定的
基础。
这一看似简单的决定，背后却蕴藏

拥有众多创业标签的吴程程

着很多未知的凶险，可她还是义无反顾
地走了下去。
广告业是她的探险第一站。作为北
京一家4A公司的营销策划人，她的主
要任务就是“搞事情”——用最小的
预算获得最大的关注度，为负责的节目

33 校友会活动 校友分享会

吴程程在广告公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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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势，不畏前行

经验则是将这些散点串联起来的线。”郑大为说，要

第四期校友分享会

这个身上一直涌动着对生活热情的年轻人，从未

ADAPT TO THE
CURRENT
TRENDS, AND
BRAVE FORWARD -- ALUMNI
SHARING
SESSION 4

用优质的房源基础和自己在广告公司所

想着追着风口跑，但我的准备一直在等

GLORY AND
MISSION FORMAL INAUGURATION OF
ALUMNI AMBASSADORS FROM
CLASS OF 2020

风来。”

积淀下的营销经验，第一间民宿在上线

而如今，她已经开始涉足美容业，

5小时内就收获了三笔订单，这给予了

成为了一家美容店的小老板。这次，她

她一颗强有力的定心丸。而之后，她的

也抓住了传统美容业的缺陷，确立起自

民宿更是成为Airbnb首页网红民宿。

己独特的定位，努力与知名品牌方进行

她向现场的观众们展示了自己所设计的

谈判，使得她的店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

不同风格的民宿，田园风，简欧风，复

而出。新店在开业第二个月便跃居区域

古风，让在场的学弟学妹们无不感叹于

第二。对比朋友朝九晚五的工作生活，

她的设计灵感与天赋。

她谈到自己选择自由职业的好处，那便

当民宿规范，资本进场，旅宿大环

是有了更多的时间与自由去不断尝试新

境日益萧条时，她再一次顺应变化，但

事物，挖掘出不同的可能性，做足准

又有备而来，依靠出色的民宿经营经

备，给予自我更多的话语权与选择权，

历，她从民宿房东转型为酒店软装设计

开辟与众不同的人生轨迹。

2020届温肯学子结束了短暂而美好的大学时光，

光荣与使命
届校友大使正式上任
2020

她有效抓住了传统民宿的弱点，利

校友沟通桥梁中的重要纽带。

师。凭借着之前自己的设计民宿的经验

“顺应时势，无畏前行”，这是这

开始探索前方新的未知旅程。而他们也以新的身份，

来自浙江、河南、贵州、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的

与灵感，她将老式酒店改造成“携程最

个追梦女孩最真实的写照。我们祝愿她

温肯校友，与母校展开新的联结。创造无限可能的校

12名2020届毕业生在毕业之际，以另一种身份延续他

美酒店”。

在无限种可能性的人生道路里为自己，

友们，在世界地图上遍及他们的足迹。为了将这些点

们温州肯恩学子的身份——校友大使。他们分别是黄

也为他人创造出更多的精彩与惊喜。

联结起来，编织成一张巨大的交流网络，给校友们提

遂通、李赟赟、吕丹阳、潘霄芸、孙逸、王淳延、王

供一个增进往来、促进合作的平台，温州肯恩大学校

阳灿、杨洺、姚雨纯、张广林瑞、周必琪、朱芳蒂。

她笑言到：“选择副业的时候未必

友会招募了12名2020届校友大使。他们将作为母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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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校友大使，他们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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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灿 英语

杨洺 金融

好奇心与勇气让我在四年的大学生

大学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

活中找到了独特的乐趣与可能性。我不

一，温肯的精神，品格永远会在每个毕

断地意识到，发声、行动是产生影响的

业身上放大。四年很长，四年很短。让

黄遂通 国际商务专业

李赟赟 国际商务

最优解。所以我希望加入校友会，贡献

我们揣着这四年来的宝贵记忆，继续做

我是一个性格乐观开朗的人，平时

担任了温州肯恩大学四年的学生大

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期待，在不同领域

一个精彩的人！

乐于与人沟通，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

使，热情活跃在每一次的高校招生活动

里独自闪耀的校友们，都能通过校友会

神和创新意识，对新事物始也始终保持

中。跟随温肯招生办的脚步，足迹遍布

找到熟悉的频率。祝愿今后的校友会，

着很高的热情。希望毕业后能够实现自

于浙江省和广东省的8个不同的市。毕业

可以提供给曾经在这里共同学习的人们

我价值，同时能为母校的建设发展贡献

之后，还是渴望再次成为一名校友大

温暖的共振。

自己的力量，更多地希望通过校友会这

使，为深深热爱的母校出一份力量……

个平台团结校友和增加与校友之间的联
系，为母校未来发展注入活力并维护好

姚雨纯 国际金融

张广林瑞 会计系

母校的良好声誉。

对自己的评价：为人友善，积极乐

天蝎男一枚，喜欢创业/冒险/参加社

观。在校期间也曾多次参与校友会活

会活动，可闹可静。平时有意积累各种跨

动，收获颇丰。

学科跨领域的知识作为认知储备，得到上

吕丹阳 金融

潘霄芸 英语专业，辅修心理学

愿世界各地的WKUer未来某一天再
次相遇。

对校友大使的期望：

有900h学习时长。

我是一个不停寻找可能性的人，在

希望成为校友大使之后，仍能够和

在美肯交换期间(两年)创办中国学生

温肯的生活让我遇到了很多在各自领域

母校多多联系，和优秀的校友们多多交

学者联合会(CSSA)并担任主席。做过最

非常厉害的任务，还有信任的朋友，我

流。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学弟学妹们提供

酷的事是大三寒假一个人28天环游美

很感激这段经历为我的生活和未来增加

一些关于未来的规划参考。希望校友会

了无数可能。希望自己和温肯的校友把

能够越来越好，校友大使们也能积极促进毕业之后的交流

这些可能都去实现，有一天我们都能以

往来。

国，途径7个州13个城市 17次转机/火车/
大巴。

校友大使的身份，自豪的与更多的人分
享温肯的故事。

周必琪 国际商务
孙逸 金融

王淳延 会计

就个人而言，在毕业之后希望自己

大家好，我很荣幸成为校友大使中的

能不断探索自我以及未知的领域，永远

一员。感谢温肯，让我的四年丰富充实：

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时刻为即将到

获得多次校级省级奖学金；push自己参

来的充满挑战性与不确定性的未来国际

加各类活动开拓眼界，例如北京大学创业

环境准备和充实自己，同时能够找到值

训练营，Youth4SDG项目，互联网+创

得为之终身奋斗的方向和动力，将输入

业大赛浙江赛区铜奖；致力于社会实践，

的知识转化成输出性的个人及社会价

例如新青年下乡，KPMG实习……光阴似

值。展望未来，我希望校友大使能够成

箭，希望毕业生们能够Start Here, Go

为各位WKUers沟通与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为构建强有力

Anywhere；学弟学妹们能够在四年里不断尝试、挑战自

的WKU networking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期待有一天，

己，勇敢追梦；校友大使们能够做好联络、团结的作用，

各位校友之间的信息互通与支持互助能够成为温肯国际化

增强WKUer们的凝聚力。未来，一起fighting！

教育的一大特色与亮点，为学校的知名度与号召力贡献不
容小觑的中坚力量。校友大使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每一位校
友的认可和共同努力！

朱芳蒂 金融

作为第6届校友，感谢前5届优秀的

我是朱芳蒂，是一个有多重身份的

学长学姐，因为你们的努力，更多的研究

人。在生活里呢是一个十分追求新鲜感的

生学校和公司认可了我们这些学弟学妹，

人，不局限于老套也促使着我体验了许多

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底气。

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其中收获到过意料之

感恩在WKU遇到的所有前辈和同

外的结果。在学习工作中却是一个结果导

学，承蒙照顾，青春有你，与有荣焉。

向型的人，愿意为了一个向往的结果去多

Maggie想继续做一个温暖热情，被大家

努力一点儿。

需要的人，会做好信息资源库、人脉链接
者的角色。有事找Maggie，放心交给我！

是为了可以把饼吃进肚子里。

最重要的是，美东的小伙伴们再次聚起来！活动搞起
来！冲鸭 ！

对于未来呢偶尔也会画大饼，但大多
作为一个温肯人，也希望将来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作为
桥梁纽带去促进校友和学校的共同发展。
作为校友大使的他们，集光荣与使命于一身，在促进
校友和学校的共同发展，发扬母校精神，构建高效的校友
联络制度以及校友会发展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
将协助校友会联系与支持当地校友发展，包括校友联络，
建立活跃校友社区，组织校友活动；维护母校及校友会声
誉，积极参加校友会活动；协助更新校友最新动态，传达
学校最新信息和动态等工作。
希望未来在大家努力之下，母校与毕业生之间搭建一
个良性互动的平台，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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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动态
ALUMNI NEWS

在今年美国老兵节（Veteran Day）的三天小假

食。同时一起游览参观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

里，在美的温肯校友，相聚于西北大学，重温母校

学。

情。他们有的从德州飞来，有的从周边的安娜堡驱车

当游览西北大学时看到一块写着“世界再大，也要回

四小时赶来。遥远的路途和寒冷的天气都抵不上他们

家”的石头的字样时，他们立马决定一定要在这块石

和老朋友相聚的喜悦。

头前拍一张有意义的合影，并且特地打印了一张温州

有一种情缘叫母校，它是久别重逢时的喜悦，是

肯恩大学图标字样的小海报。“看到这块石头我们不

在异国他乡感知其温度时的欣慰，亦是心底里最柔软

约而同的感觉，这块石头上的字和我们几个人高度契

的部分。当问及老友重逢时的感受时，他们纷纷表示

合。因为温肯是我们共同的根共同的家。与我们此次

“激动” ，“开心”，“感觉有说不完的话”，“真

在美国的重聚也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于是毫不犹豫地

希望能天天陪在这群可爱的老朋友身边”。18届毕业

拍下了这张照片。”18届毕业生何广谦说道。

生戴超勇更是直言道：“他乡觅知音，仿佛有一种回

结束完此次短暂的相聚后，他们几位又匆匆回到

到温肯的感觉，会有说不完的故事。话题能从未来去

自己所在的城市，继续回到忙碌的学业和工作当中。

向聊到村口烧烤摊。”

遍布全球的温肯毕业生正充分体现着“聚是一团火，

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硕士的18届毕业生毛元祺和目
前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整合市场营销的17届毕业生周
雨荷为此行的导游。他们热情地向几位远道而来的温
肯家人介绍着这座城市的风情古貌，享受芝加哥美

校友戴超勇拍摄于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

散是满天星”的精神。因为他们心中有着对同一个名
字的呼唤，“温肯儿”。
祝愿在全球各地奋斗的温肯儿都能绽放出最耀眼
的属于你们的异彩。

排版/郁高寒 文字/陈怡妤 王凌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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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校友周雨荷，戴超勇，毛元祺，毛潇涵，何广谦（从左至右）

温肯校友相聚美国西北大学，重温母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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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该研究系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研期间
与医学信息学专业的同学易蒙、彭俊彦以及导师
Ms. Heather Grain共同完成。
该项研究评估了朴素贝叶斯和神经网络作为
两种技术用于给出急诊病人分类意见的可行性，
提出将这两种机器学习方式用于给出针对澳洲急
诊病人分类建议，可大大提高急诊病人分类的效
率和准确性，从而减少急重症患者的等待时间，
进而可能使得他们预后更佳。
校友说
本次参会的同时，我也借机回到了母校与计
2019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会议
(PRAI)暨第6届跨领域国际社交网络会议
（MISNC）于2019年8月26日至8月28日在浙
江省温州市举行，该会议展示了人工智能与模式
识别方面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当前该
领域研究中技术可靠性和可行性方面的一些现实
性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本次会议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以及
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35所顶尖高校和

算机系教授和同学为首的朋友们进行了深入而友
好的交流。交流期间，我欣喜地看到了母校的发
展。温肯与2019年相比，增添了不少新的教学
活动和用于师生居住的宏伟建筑，校内设备设施
更加齐全了。学校附近的道路也通车了，公交车
可以直达校门口，交通条件获得了极大的改善。
此外，学校的教职工们辛勤地为同学们工作着，
且一如既往地客气友善。最后祝愿母校的发展越
来越好！

科研机构在该领域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日常研究
分布于工业、政府、工程、学界和设计界等各类

文字，图片/严江越

不同领域。
本次会议由国际光学物理研究学会新加坡分
会和浙江大学合作举办，由温州肯恩大学负责组
织会议人员并安排会议议程，富集了领域专家讲
座、论文作者演讲、正式学术访问以及研究成果
展示等多样的研究成果展示方式，出版的文章将
会收录于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ACM）的电子
数据库中，并会同时被录入到EI和Scopus索引
中。
本次会议上，我校13届校友严江越发表了
题为“将两种机器学习方法用于澳大利亚急诊病
人分类的前景研究”的学术论文，并以此为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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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两年，他带着论文来到了
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会
2019

8月27日上午在温州阿外楼酒店作了主题演

TWO YEARS
AFTER GRADUATION,
HE ATTENDED
2019 WITH HIS
PAPE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台下参加自己的开学典礼，八年后
重返母校，以全新身份加入温肯，
在这意义非凡的开学典礼，他以
“play hard,study harder and be smarter”为主题，给学弟学妹们上了幽默
风趣的一课。

在学术上，他以“study harder and keep high

9月5日下午7点，温州肯恩大学2020级本硕博新生开学典

academic integrity”（认真学习，保持高度学术诚

礼在大草坪上举行。这是温州肯恩大学的首届本硕博新生开

信）这句恩师给予他的箴言，勉励新生，教导他们在

学典礼，标志着学校办学层次的提升，在学校发展史上具有

大学里依旧应当努力学习，合理规划时间，不留遗

重要意义。现场有来自国内19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以及美
国、韩国、委内瑞拉、孟加拉国等国的本科生，还有来自北
京、辽宁、山东、河北、江苏以及浙江的27位首批硕博研究
生等近800人及50多名外教。

憾，让青春无悔。此外，他鼓励新生在努力学习的同
时，积极融入大学里各式各样的活动，扩充自己的社
交圈，勇于尝试不同的体验。学会“play

hard”也

是一种智慧，它与“study harder”相辅相成。
在温肯，他实现了从害羞男孩到自信学霸的华丽

校友王永富受邀成为开学典礼的发言嘉宾，他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寄语新生并送上美好的期望与愿景。

蜕变。
八年前作为温肯新生的他，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
情参加了开学典礼。他还记得自己在参加新生派对时
因为害怕人际交往而选择羞涩地躲在一个角落里。他
不会想到，此后在温肯的四年，他实现了属于自己的
蜕变。
翻开王永富的简历，丰富的社团活动经历，深厚
的科研背景，出众的学业成绩，不禁让人佩服。同时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他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时间从而平

嘉宾介绍：王永富

衡好每一项活动。
他谈到，自己会把基础课业和科研项目归类到

2016届计算机专

Study 上，其他的社团活动，课外实践和休闲娱乐归

业美国西北大学硕士

类到Play上，这两大类其实本身并不冲突，他们完

温州肯恩大学计算机专

全可以形成互补。重点是要学会如何去平衡Study和

业讲师

Play。“其实我也比较爱玩游戏，大学期间一般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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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玩的平衡，
温肯﹃学霸﹄的温肯再征程

八年前作为温肯第一届学生坐在

没有快速获得的答案只有自己找寻的答案
当问到在温肯期间获得的最大收获时，他说：
“应该是学习能力的培养，比如problem

周末我都会分配一些时间和室友一起打游戏，但是平时我会全心投入到学习和项

力”。他还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另一段经历：在完成全

solving

国创新杯竞赛过程中，他碰到了一个一直无法解决的

skill（解决问题的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辩

数据获取融合的问题。作为学生的他，第一反应便是

证思考的能力），public speaking skill（公共演说

找导师解决。而导师只是坦诚地说道：“这个问题我

的能力）等等。刚开始他没有觉察到这些在温肯潜移

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你可以通过关键词去谷歌，微

默化中获得的技能的重要性,直到步入了研究生阶段，

软官网，Kinect论坛等搜索一下。”在老师的指导和

他说：“我发现自己会比其他同学更容易也更快地去

鼓励下，他一步步探索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法。他感叹

适应研究生课程，因为我知道碰到不懂的问题要通过

道：“在温肯老师并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引导

怎样的方式去解决。那个时候我才深刻地意识到这些

你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解决问题”。

年在温肯的学习科研经历让我收获了如此珍贵的能

目中去。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适合我的平衡。至于具体到如何平衡，那就因人而

为了实现心中的承诺，回到温肯开启新征程

异了，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然后把握好那个度，选择适合自己的平衡。”
他谈到了在大二时一段十分难忘的竞赛经历。一次偶然的机遇，王永富在微

在申请研究生时，王永富在文书的个人陈述书里

之努力兑现的承诺。同时，在几位恩师潜移默化的影

软官网上看到了Kinect 全国创新杯竞赛。当时抱着试试的态度，他用晦涩的英文

写下“I will apply what I learned in Northwestern

响下，他也励志成为一个像他们能够帮助学生成长的

给教授发了一封邮件，没想到很快得到了教授的回复。在教授的悉心指导下，温

University back in autism research in China（我将

人。于是，毕业后的他选择重返母校，站上讲台，成

肯这支年轻的战队日夜奋战，与来自全国150支队伍，其中不乏来自上海交大，

把在西北大学所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自闭症研究

为一名讲师，将自己所学传授给学生。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院校的学生，经历了多轮激烈艰辛的比拼并摘得了三

中）。”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成了他之后一直为

等奖的好成绩。这次经历开启了他的科研之路，此后他参加了全球最顶级的人机
交互会议（CHI 2015）和来自美国麻省理工等其他世界顶级名校的队伍共同展示
科研成果；还参加了微软全球Image Cup 比赛并取得中国区一等奖等等。王永
富回忆说：“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很激动，一个全新大学的大二学生可以和来自世
界各地名校的学长学姐进行比拼，并且获奖，真的非常难得。我们的团队被大家
称为“Pioneer（先驱者）”,我们一直在拓展探索的脚步，也正是温肯这个平
台，这份特殊的土壤培育着我们成长。在温肯，你会有很多机会和机遇，重要的

结尾
大学对大部分人来说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好

学校成立，与母校共同成长的学生。现在，母校也祝

好学习是核心要务之一，同时大学生活也需要多彩的

愿他可以怀着不变的热忱继续发光发亮，继续共同见

课余活动去点缀，丰富自己的履历。

证越来越多优秀WKUers的成长。

作为温肯的第一届毕业生，王永富是那群见证着

是你要好好的去抓取。”
文字 王凌珂
文稿编辑 陈怡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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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冲上前，肩挑使命

记战﹃疫﹄中的最美温肯儿

CHARGE
FORWAR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THE MOST
BEAUTIFUL
WKUERS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2020年的农历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一场没有硝烟的
疫情狙击战在中华大地打响。在这个本该阖家团
圆，喜迎新春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勇敢担负起
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和使命，挺身而出，冲进这场
战“疫”。
作为疫情同样严峻的浙江省，浙江的各方力量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打响了战号，奋力战斗着。温肯
校友会走近了这些身处浙江在战“疫”中奋斗的温
肯儿们，让我们一同向这些在平凡中岗位中见证伟
大的普通人，致敬。
篇章一 奋战“疫”线“疫”往无前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郑一杨，现就
职于台州仙居县财政局，温肯2017届校友。目前主
要负责支援防控工作，每天的主要任务是在路口卡
点检查进出人员是否具有发放的通行证，同时测量

篇章二 不一样的春节，不变的初心

体温。并对每个进出人员实施登记，监督每户两天

张一能，现就职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

只能出去一次且只能一个人，且不得超过两小时。

府。2017届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从除夕前一天，也

疫情持续初期，郑一杨每天从早八点到晚上九点对

就是浙江省启动一级响动的那天，他便正式投入疫

居家隔离户进行管控，如今改为每天6小时的轮班制

情防控工作。“因为大年三十单位里不能没人，所

卡点执勤工作，在外人看来十分高强度的工作，他

以五点左右回家吃了个年夜饭我就回单位了。”他

只是淡淡地说道：偶尔会感到疲倦，但这是我的工

说道。28个行政村、4个社区、3个股份经济合作

作，我必须做好它！”

社，单位管辖近十万人口。各种抗疫任务接踵而
来。从大年初二便开始不间断地工作到至今，每天
的工作时间也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2点甚至1
点，偶尔还会因突发事件更迟一些。作为一个基层
干部，这或许是他度过的最特殊的一年，但又是一
个与往常一样平凡的一年，因为不变的是那份初心
与对岗位的坚守。面对这数十天高强度的工作，张
一能淡淡地说，“对我来说，最应当致敬的还是坚
守在疫情重灾区的一线人员！和他们相比，我们的

郑一杨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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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五

不负韶华勇担当，战“疫”前线最温

暖
陆乐，现就职于江北区发改委，温州肯恩大学
2018届校友。从大年初三开始，他的单位就开始
了值班制，全面排查全区企业员工出省情况。随着
紧锣密鼓地排查人员情况，他意识到有如此之多的
普通人曾前往湖北等重点灾区，如果不了解他们的
动向，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防治隐患。随着防疫工
作的延续，企业复工又近在眼前。如何在企业复工
篇章三 身体没热度执法有温度

处，温肯2017届校友。作为一名社区基层服务者，

与防疫工作这块跷跷板上找平衡又是一个难题。为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奋斗在前线的还有大

面对疫情，按照“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放过任

做好全区企业复工作，陆乐和单位的同事们一起修

批女性工作人员，疫情当前，她们舍小家顾大家，

何一条线索”的要求，对各社区迅速行动开展“清

改关于如何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有关工作的

积极投身前线。赵梦晓，现就职于余姚市综合行政

楼”行动，对所有人员进行健康问询，重点排查居

文件，实时监测企业人员信息，收集企业各类问

执法局，温州肯恩大学2018届校友。作为防控疫情

住在奉化区域内的户籍为湖北地区的人员（重点是

题，并形成信息稿向上反映。面对疫情他说，“我

前线的一位女同志，她努力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武汉及周边），14天内从湖北地区返甬、来甬的人

们公职人员肯定要带头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给前方

与使命。目前主要的工作任务主要是24小时协助

员，以及与疫区人员有明确接触史的人员（即有流

战士们拖后腿."

村、社区的设卡点对进出人员做好体温测量和信息

行病学史人员），确保排查工作落实到每一家、每

在得知温州的情况尤为严峻后，他与温肯在宁

登记；加强监管，取缔菜市场的活禽交易；在社区

一户、每一人。两天时间完成四五百人的摸查，这

波的校友们紧急商量，利用校友资源争取到1000

发放疫情告知书，做好防疫情宣传工作。有时因为

对刚工作不久的她来说着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

个口罩，并连夜将其寄送到温肯，作为对母校的一

辖区的严格控制，在卡口的时候有些外来人口会硬

面对有逆反情绪，不够配合社区工作的百姓，她积

份的一份回馈与祈愿。这1000个口罩，给予了凛

闯，引起争吵，她尽可能地用耐心化解矛盾，默默

极劝说，尽己所能；她说：“每一个积极配合工作

冽的寒冬最温暖的一笔。

坚守，牢记使命。“由于站岗的时候会接触大量的

的百姓，都是对我工作的最好的慰藉。”白天到访

谈到捐赠契机，他讲道：通过温肯校友会的微

人，本身就有感染的风险，心里会有些担心，但是

各家各户落实好工作，晚上整理材料，统计数据。

信推送，我了解到温肯学弟学妹们在一线防疫工作

一想到我的职责关系到许许多多的家庭幸福，我就

一整天的工作，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默默坚

中奉献自己，不禁为学弟学妹们点赞叫好。但同

更坚定了自己，无惧心底的恐惧。”她说道。

守，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着

时，我也担心学校老师和同学们在奉献自己的时候

篇章四 社区最美逆行者

太多像厉佳璐这样的社区最美逆行者们，他们都在

会出现没有充足的物资而不能保护好自己的情况。

厉佳璐，现就职于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办事

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平凡生活中的伟大。

因此，作为校友希望可以为母校做些什么。

校友王晗琪工作照

目前这批宁波校友会捐赠的爱心口罩已顺利到
达温州，温肯医务室已代表学校顺利接收。谢谢你

厉佳璐工作照

们对母校的惦念，让我们携手共克难关！
这些坚守在防疫前线的温肯校友们，只是千千
万万防疫工作者中的缩影，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为
抗击疫情付出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一份坚守，一份真诚，为千万人筑起一道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在
替你负重前行。”让我们致敬这些平凡
而又伟大的逆行者们，同时也坚信，只
要我们同舟共济、戮力同心，定能赢得
这场战“疫”的最终胜利！

幸福的围墙。
文字 王凌珂
文稿编辑 陈怡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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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 汇”
ALUMNI STORIES

听说你想进﹃四大﹄？
看温肯美女学姐们的

My Days in Big 4

WANT TO
WORK IN THE
BIG 4? LISTEN
TO WHAT THE 3
BEAUTIFUL
ALUMNI HAVE
TO SAY

准备篇
My day starts the night before.
第二天上班穿什么，前一天晚上就要选好。
在四大，还是有比较严格的dress code，穿得太休闲就不太好啦~
再化上淡妆，毕竟我们也是young professional嘛！
出门前，我还会泡上一杯咖啡，开启一天的工作。
8:30-9:00到达办公室
平常20分钟的车程，遇到堵车路上就要花去1小时。
但公司对上班时间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只要在8:30到9:00间到办公室就行。
办公室是大通间，位置没有固定的，找个你喜欢的地方随意坐。
第一件事，是看一下今天的schedule，理理思路就可以开工拉~
12:00-13:00午餐时间
有时候自带，有时候在大楼附近买一点

对于商科学生来说，

黄涤凡

一个三明治或者沙拉，加杯咖啡

大概都不会对“四大”这个词感到陌生。

目前就职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港市的普华

就是很简单的一顿工作午餐

“Big four四大”

永道，从事Tax Associate（税务助理）的工作。

是指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得知黄学姐在“四大”工作，还是在美国！我们

分别为:

第一时间就邀请她给我们拍一段工作vlog。毕竟这样

毕马威(KPMG)，普华永道(PwC)，

的机会并不多！没想到，学姐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德勤(DTT), 安永(E&Y)。

(Wake

毕业后，能得到一份四大offer

(Accounting&Taxation)。

Forest

读研期间，黄学姐就通过校招的方式进入四大会
计事务所普华永道，经过一年的实习，2018年1月正

就有不少学长学姐进入了这四家会计师事务所

式入职。

今天，3位2016届国际会计系毕业的温肯学姐，
要向我们讲述他们有点新鲜的“四大生活”！
他们服务于四大，却分别身处美国北卡州、杭州

下班后有时候会去work out，做做普拉提，也是工作之余的小小消遣。

University)，专业为会计和税收

在温肯的三届毕业生中
创造了“四大温肯人”的新标签

淡季就是朝九晚六，是很轻松了。

黄学姐研究生就读于全美排名25的维克森林大学

没错，就是这四家！
是多少商科毕业生的梦想

18:00下班

好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进到会计师事务所就意
味着——忙！
但在黄学姐的vlog里，却难得展现了淡季轻松的
一天。

和上海三地，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工作生活的近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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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韵

首先，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四大工作都是以一

目前就职于杭州毕马威 (KPMG)，从事 Auditor 审

个团队为单位展开工作，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任务，所

计工作忙，是真的忙！入职后，一直在忙季，很锻炼人的

以学弟学妹现在一定要适应温肯的 teamwork，每个人

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场新人将四大当作未来跳槽

是螺丝刀，大家要是有这个意识。
其次，学会沟通。举个例子，有一次工作中由于客户

跳板，因为在这里太锻炼人了。
因为 2018 年下半年才入职，还没遇到过很大的挑
战。但进入职场才发现，在公司没有人有这个义务去手把

和同事站在不同角度上思考问题，造成了沟通上的误解，
导致拖后了整个工作进程。
最后，要学会表达，有些问题不要自己瞎想，那样只

手教你。学习全在于你自己，有不懂的地方要主动去问

Senior，与其自己琢磨不如直接问有经验的同事。现在， 会给自己埋坑，甚至犯错，要主动向上级反映，求助。
我主要在做生成第三方的报表工作，具体在做什么，是商

关于四大，最喜欢和最不喜欢

业机密就不透露啦，哈哈哈！

最喜欢公司项目制的方式，每次可以接触到不同的

第一次入职培训

客户——电信、科技、媒体……，与时俱进。最不喜欢出

我研究生就读于香港理工大学会计专业。毕业前就

差，刚开始的确很新鲜，后来会很累，难以平衡工作与生

想着试一试，参加了杭州 KPMG 的招聘。市面上，有不少

活。

针对四大入职的专门培训课程，但我喜欢自己探索学习。

要进入四大，要怎么做？

参加笔试前，我就把功夫花在刷题和参考机构及论坛给

我研究生读的是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会计专

出的经验上，这让我的笔试成绩有了很大提高。

姜韵的工作照

业，通过海外校招的三轮面试进入 PwC。
我觉得自己被

进入四大，我认为最重要的素质是必须具备很强的

选中很大一部分是较丰富的国内国外的实习经验。学弟

沟通能力，学会和领导、同事和客户间交流，同时提高自

学妹也可以在国内秋招中加入四大。（那一天是 super

己的效率，增强抗压能力。这一点，在温肯的学习对我帮

day，考生当天有三项考核作业，分别是无领导小组讨

助挺大的。首先就是帮助我升研，其次母校的语言氛围很

论、领导面试和性格测试）最基本 GPA，四六级等级考试

好，经常性的 presentation 对口才锻炼有了很大提高， 不用多说，要考与专业相关的证，比如三四月的注册会计
师，考试 AICPA，ACCA。要想简历好看，还得多实习，从

同时增强了沟通能力。
吴璟娴

大一开始就要学会利用假期，参加论坛、宣讲会创新大

目前在上海普华永道 (PwC)，从事风控工作，主要为

赛。不过，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处事待人，在 super day
的三轮面试中，四大选拔的是能够很好待人接物的职员，

咨询和审计方面
你眼中的四大是怎么样的，和自己最初预期有差别

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的日常

他们选重的是能否融入团体的全能型人才，而非仅仅某
一方面的拔尖人才。

吗？
很多人会这么问我。这是起点也是归宿。没进入之
前，我觉得四大有高大上的光环。进入后发现这是一个服
务行业，要从最基础开始学习，但过了一年，会发现自己

策划/何灏远 张思瑜 李越 于子淇

的确成长了不少。

文稿/张思瑜 王舒

四大是否会对专业要求严格？

图片 | 黄涤凡 姜韵 吴璟娴

其实，PwC 对专业划分看得并不那么重，虽然需要
基础的商科知识，但更看中综合能力，比如是 PwC 有
专门的日语组，如果你学的是日语专业，那就是加分项。
在四大工作时有三个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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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与同学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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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肯走出科研大牛，
赴美读研两月收到直博邀请

THIS
RESEARCH
GENIUS GRADUATED FROM
WKU, GOT PHD
PROGRAM
OFFER IN THE
FIRST 2
MONTHS OF
HIS MASTER
PROGRAM

高级别的学术会议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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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于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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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诺正在大会上作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演讲

为计算机专业助理教授张长江以及数学系助理教授
暑假刚过，温肯2018届毕业生许诺转身成为了南

Leng Leng Lim。

加州大学通用计算机专业的研一新生。能在世界排名

四年四篇PAPER 敲开直博大门

前50的顶级名校就读，换作他人早已心满意足。但许

除了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这次学术会议许

诺并未止步，带着自己做的研究论文参加全球科研会

诺还有着另一个目的——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学术平

议，还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新机会——收到来自密苏里

台。

大学一位导师的直博邀约。

许诺从大一开始研究人机互动项目，大二就发

助理教授Aloysius Wong博士为通讯作者，其他作者

“美国读硕只有2年，能学到的东西太有限，要往

带着论文 登上国际学术会议

学术方向发展，还是要读博。”在许诺看来，大会聚

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温肯教师鼓励跨学科研

今年8月29日-9月1日期间，第九届ACM（美国

集了来自全球各大高校和机构的专业学者，能和他们

究。大三时期，对生物学颇感兴趣的许诺开始加入

计算机协会）生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和卫生信息学

同台交流，对自身是一个鼓励，但如果能在和这些高

Aloysius Wong博士的团队，开展关于氨基酸序列

会议在华盛顿举行。许诺的论文《Bioinformatics

校学者交流过程中得到一份直博offer，才是最大的收

分析，数据文本挖掘等方面的研究，并分别发表了3

analysis of nucleotide cyclase functional centers

获。

篇相关论文。

and development of ACPred webserver》（核苷

本科期间，发表5篇论文的成绩成为了许诺最坚实

对许诺来说亦师亦友的Aloysius Wong博士如

酸酶功能中心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及 ACPred 服务器的

的砝码。会议期间，许诺分别收到了来自密苏里大学

此形容他：“在校园里一个爱因斯坦似的人物，对

开发）被大会收录。作为第一作者，他站到了大会的

哥伦比亚校区和华盛顿大学Bothell分校两位导师发出

演讲台上。

的直博申请邀请。

学术有很强钻研精神，生活上却有点邋遢。”形容

文博会上许诺介绍他开发的自闭症儿童游戏

得一点不假。在美国刚刚安顿下来，许诺已不满足

生物利用分子信号传递信息，例如激素和生长因

“我并不关心现在你的研究方向，但我关注你的

一个学期6个学分的课程安排，开始捣鼓着干些自己

子在细胞表面被感知，并进入细胞引发一系列使生物

未来发展方向。”密苏里大学导师的话触动了许诺，

的事，购置了一些必要设备，打算在公寓里继续自

体生长、发育和对环境做出响应的生理反应。许诺和

让他看到了自身发展的更多可能性。最终他决定明年

己的研究。

他的伙伴们将cAMP(环磷酸腺苷)和cGMP(环磷酸鸟

春季先申请密苏里大学的这一直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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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苷)两种分子信号进行比对，发现cAMP具有更强的不

旅游是许诺除科研外的另一大爱好

确定性（值的波动比较大，方差，）得出了cAMP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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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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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职华为
CAREER WITH
HUAWEI

从2016年由温州肯恩大学毕业后赴美国
芝加哥大学读研，到今年四月入职华为公

对教授的话产生误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寝室里严格

更加客观，二来能避免盲从。同时，温肯的多元化也

进行的全英文交流则让日常闲谈都增加了些许挑战

让他在团队中能快速 适应环境，更好地接受和自己

性。但他表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愿意多开口、多

不一样的想法，用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接受工作和生

练习，把教授当作朋友一样交流，就真的不存在语言

活的点滴。

不通的问题。

进入华为绝对不是件易事。在经历了一轮无领导

提到在四年乃至之后的学习生活中，是什么让自

小组的群面，一轮业务能力的考核，一轮综合素质的

己保持较高的专注力和动力，何奕韬说他的三个关键

考察，以及一轮英语测试后，何奕韬终于等到了让自

词是目标，目标，目标。
“要管好自己肯定要设置好一

己满意的结果。也许很多人对于“在华为工作的”理

个目标，只有知道自己想要在这里得到什么才能一步

解就是一个人被当三个人用，但关于这一点，何学长

步去往这个方向实现。”在他看来，了解和规划自己

表示每个部门的情况都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然

的时间，把综合目标落实细化到每个学年、每个学

而，在当下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让自己忙起来

期，在每个时间单位里都全力以赴，是让他持续高效

是不可或缺的进步条件。对他来说，阶段性的自我进

前行的方法。而在这段时间里养成的早起和运动的习

步和团队提升带来的成就感能给前行带来不可小觑

惯，也已延续至今。

的助力。以他个人为例，要彻底熟悉正在从事的行业

从“打下基础”到“全方位提高素质

需要至少三年，所以他近期的目标就是尽量了解业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就读公共政策专业的研究生

务。谈起将来，他则更希望去海外历练，开拓自己的

司任其产品经理，何奕韬学长的经历无疑

经历无疑是何奕韬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出国

让很多同学心向往之。在这样一步步的成

考研和国外就读，他坦言：“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

长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和经验是他愿意与
我们分享的呢？

习惯”
2012年的夏天,

刚刚经历完高考

到非常高兴。他希望温肯能够继续 成为中外合作大

经历会成为人生中难以磨灭的记忆；另一方面，那段

学的标杆，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想要成为的样子，也不

时期所见识到的一切也会对一个人处事时的思维和

要降低对自己的期许。当问到有没有对学弟学妹们的

方法论产生极大影响。”

寄语时，他说：
“希望温肯儿能够以自己是温肯一员而

学弟学妹不在少数，何奕韬给我们的经验和建议是首

感到骄傲，你是怎样，温肯就是怎样。”
如果你也有一个目标，那就大踏步向它进发吧。

先要注重课内，把书读好，打下基础，之后再在课外

在途中，多一点努力，多一点宽容，也许最后，你也能

多建设自己的综合素质并培养自己的兴趣。同时，最

比别人多那么一点不一样的收获 。

的何奕韬很年轻，但温州肯恩大学甚

关键的还是要有规划，要知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个人名片：

至更年轻。如果不是因为各种机缘巧

在每个阶段需要做什么。在他眼里，很认真地为自己

何奕韬，绍兴人，狮子座

合，何奕韬或许会和当初的温肯擦肩

的目标努力了，是当年在温肯以及之后的学习生活中

2012 年 ~2016 年就读于温州肯恩大学金融

而过。但正是因为看中了美式教育和

最正确的选择，也是不留遗憾的最好方式。

专业，后赴美芝加哥大学读研。喜欢运动，音乐和西

全英文环境塑造自身能力的潜力，这

从“忐忑不安”到“每天都有成就感”

班牙语。最常听的歌是 Crimenes Perfectos 和七

个来自浙江绍兴的小伙子在深思熟虑

回顾当初通过校招投了简历，经历了大大小小一

里香。

后，满怀信心地选择了这样一所与众

共 四 轮 的 面 试，到 期 待 又 忐 忑 地 等 着 拿 到 华 为 的

不同的大学。

offer，再到如今已经工作了小半年，何奕韬坦言工作

初到学校 , 尽管已经做足了准备，

61 校友汇 入职华为

离开温肯这么久还和母校联系紧密，何奕韬也感

我非常支持出国深造。一方面，在国外学习和历练的

在温肯的环境影响下，有类似走出国门的想法的
从“我不习惯”到“在这里养成

视野。

中的困难和压力从未缺席。面对这些，在温肯学到的

文字/傅于真

但语言差异还是让就读金融专业的

辩证思维对他助益良多。他表示，如果用辩证的角度

文稿编辑/范晨 张思瑜 庄稼

何 奕 韬 有 些 许 的 不 适 应 。在 课 堂 上 ，

看待问题，就很少会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这样一来能

图片/何奕韬 排版/杨若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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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系唯一男生，毕业关头，

他做出了那一届唯一的选择……

编者按
“为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是温肯的办
学方向。校友“汇”栏目开办以来，我们介绍了赴美两
月顺利申博的科研咖学长，也有在美创业，反哺故乡的

早在大一，类似的想法就在我心中发了芽，大二

创新派学长。而今天介绍的这位校友人物在毕业后，选

时我认识了“美丽中国”。这一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

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在这条路上，他用年轻人的闯

益基金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目的是为教育资源

所幸，大姚县里各种商店和其他公共设施也都算

劲不断实践着自己的想法，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匮乏地区提供持续稳定的师资力量。在了解的过程

齐全。事实上，和大家观念中所想的也许不同，就算

中，我逐渐知道了许多与支教有关的人和事，深受触

是大姚县最偏远的山区，最基础的设施还是有的。学

动。

校的环境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设施虽然不能和大城

所谓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它一步一
步带你到今天，成就了今天的你。

程。

真正做出这个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那时，对于

市的小学比，但是该有的都有。学校的老师也不是我

一些新的教育观念，我觉得在乡村是行不通的；当今

们刻板印象中不懂变通、跟不上时代的老师，相反他

教育的发展，和很多别的事物的发展一样，是把城乡

们都相当负责，教学经验相当丰富。不过学校依然有

今天，我想向你讲述我的故事。

完全地割裂开来考虑的。乡村的孩子没有享受到、也

教室紧缺等情况，但随着施工的加紧，情况也逐渐在

“唯一”青年

没有机会享受到很多城市发展带来的好处。乡村、乡

得到改善。

2017年，主修英语的我从温肯毕业了。

村教育一定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有巨大的潜力。这些

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习惯了江南温婉的丘陵地

虽然是当时英语系唯一的男生，面对虚无的未来，

缺乏实践支持的想法、内心与外界的激烈碰撞，推动

形和流云遮挡，平均海拔11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稀

我来到乡村支教。

薄的空气让阳光变得肆无忌惮，而后知后觉的我直到

自述 叶伟力 记录 庄稼
我叫叶伟力，2017年毕业于温肯英语系，目前是一

THE ONLY BOY
IN THE
ENGLISH
MAJOR, AT
GRADUATION,
HE MADE AN
UNIQUE
CHOICE LIKE
NO OTHER

姚，还是要经历5个小时的飞机以及4个多小时的车

名“美丽中国”乡村支教老师。

我却并不觉得慌张——在就业与读研的分岔路口，我选
择与“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签约，成为了一名乡村教
师。

就这样，我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踏出了第一
步。

晒黑八度才意识到这件事。
此外，我居住在学校一栋宿舍和办公室合体的楼

“乡村”青年

中，几天下来倒也适应了大姚县停水停电的日常。但

子中，竟还能如此跳脱，寻到另外一条路。的确，支教

我支教的学校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金

在饮食方面，虽然云贵川地区美食众多，这种重油重

这条曲折蜿蜒的小路，纵然曾经被人注目，几秒之后也

碧小学。转眼间，在这里，我度过了忙碌而充实的两

辣的风格让我实在不敢恭维，多数时间里还得靠自己

总会被其他计划和机会草草掩盖。

年。

动手丰衣足食。好在校门口还有饭馆营业，也算是除

很多人惊讶于我的选择：早已被规划好的人生方格

这条小路或许荒草萋萋、十分幽寂，但对我，却更
诱人也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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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坐落在大姚县的中心地带——金碧镇，相对

了自己的“黑暗料理”外偶尔幸福的调剂。

山区还算繁荣些。不过即便如此，从温州出发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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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我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自己解决问

支教给我带来了什么？

题、克服困难。教学方面，很多之前从书本上了解到

我想，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拥有很长的一段很纯

的理论得到了印证，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自己的教学技

粹的工作经历，在这段经历中我与当地老师之间没有

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于教育的价值观也一直在改

竞争关系，我要做的事情很单纯简单，就是上好课。

变。

我希望这种心态能成为一种惯性，即使以后回到普通

上个学年带过一个二年级班的英语课，有个男生
每节课上都会让我相当生气，属于听不进也劝不进的

的学校教书，我也希望能够保持住这一份教书的纯
粹。

类型。有时候我甚至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和希望。这

其次，即使我一直以来尽量地撕下支教老师这个

个学年我不带他们班的英语，但是我新带的篮球班上

标签，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用这个身份去观察周围的

“讲师”青年

有他。刚开始我一想到他就眉头紧锁，甚至动了换学

事物。我身处这个学校，是学校的老师，同时我又是

学校里，我与一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打过交道。在主

生的念头。但上课后，让我很惊讶的是这个男生非常

一个局外人，我可以以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学校的

要教授的英语和体育科目上，一周20个课时的量对我

听指挥，即使是做枯燥的训练也不会偷懒。我觉得这

管理和运作，来形成自己的评价。支教老师从这个角

来说还是有点大的。另外我还负责在早上监督学生晨

个学生是开窍了。学生是要老师给他一点时间来“开

度上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这种从多种角度，多

练。每天在备课和授课间交替、恨不得能够分身，都是

窍”的。有的学生三年级的时候就很老成，交代下来

种身份来观察事物，看待问题的意识，也是我希望保

常有的情况。

的事情很快就理解，很快就会做；有的学生五年级还

持下去的。

而当自己突然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从听众变成了讲

是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对事物的理解很慢。这个男

每次说起来我的工作，大家都会觉得我是在穷山

师，困难自然也是存在的：一是学生数量过多的问题，

生二年级就是处于一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所以怎

恶水里艰苦奋斗。其实不是的，最起码在我居住的金

学校里每个班有大约55到60名学生，而最多的一个班

么管教都没有用，但等到三年级他就开窍了。

碧镇上，有超市，有二甲医院，有漂亮的人工湖，有

有62人，怎么做才让每个学生都真正参与到课堂当

我们做教师的要做的不是去着急，去放弃希望；

电影院，有一本率超级高的高中。当然在山里的乡

中；其次就是部分学生的基础比较差，不仅要教他们新

而是公正地对待学生，表现得好就表扬，犯错了就批

村，的确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我想说的是，乡镇的

知识，同时还要进行查漏补缺；当然也有部分父母对于

评，然后耐心地等待学生这个“开窍”的过程。即使

城建都不差，该有的都有，他们缺的就是人才。乡镇

子女教育或无心或无力的情况出现。

是在自己心里，也不能随随便便就宣判学生死刑。

一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

我是一开始没有想到要来教小学生的，尤其是一二
年级的小学生。所以在一开始我是与他们沟通无能，特
别是带一年级的体育课。但是在听了其他老师的课以

“纯粹”青年

发觉到这一点。

关于未来，我可能会选择回到家乡温州，考教师
资格证，在教育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后，加上学习了一些理论知识，再加上回忆自己小时候

选择支教对我而言是选择了一份工作，和其他行

的思维模式，也逐渐掌握了一套与小学生沟通的技巧。

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除去“支教”的身份，我一直

最重要的是要把一件事说得尽可能简单，把对成年人来

把自己当做一个当地普通的乡村教师一样的角色。在

说显而易见的道理，掰开揉碎了一点一点讲。

我看来，只有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支教老师，才能真正

两年的支教生活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不来云南，有
很多事情是我一辈子都看不到，也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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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叶伟力，2017届温肯英语系唯一的男生，
也是那一届，唯一的支教老师。

的融入当地融入学校。

文字/庄稼
文稿编辑/王舒
图片/叶伟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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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波 人 ， 2 0 1 6 届 英 语 专 业 毕 业 生 ， 并 拿 到 宾 夕 法 尼 亚 大 学 的 of f e r ， 攻 读
T ES OL。

这是一条甜度爆表的推送！温肯校友情侣

女主角 顾婷婷

毕业3年修成正果，这是他们的故事……

CONGRATULATIONS TO THE
NEWLYWEEDS!
THEY GRADUATER FROM WKU
3 YEARS
AGO .HERE IS
THEIR STORY.

他们是温肯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温肯结缘，一起
携手赴美读研。温肯毕业3年，时光让他们更成熟，

谈学习：看到对方努力，自己也会自觉更加努力

更懂得生活的责任，但不变的是对爱情的坚持。今年

如今在温肯提起朱经纬和顾婷婷，他们仍旧是学

他们修成正果，用行动证明，谁说大学恋爱都不长
久。
谈相遇：他创立温肯第一家学生咖啡店，并
“招”到她
2012年9月9日，温州肯恩大学迎来了来自浙江省

啊。”

各地的首批204名新生入学，其中就有朱经纬和顾婷

朱经纬在温肯时当了四年的学生大使，学校各项

婷的身影。全英文上课、美式教育理念、多元文化的

活动都能看到他奔忙的身影。而且还是英语辩论社的

碰撞，让这两个年轻人对学校充满好奇，同时也快速

副社长，并在大学期间参加外研社杯全国英语辩论

成长。

赛，一举夺得三等奖，拿过学校三等奖学金。而朱经

同年，19岁的朱经纬和自己的团队第一个“吃螃
蟹”，看准了温肯校内外教多且学生喜欢自主学习的

纬创立的温肯咖啡SOCIAL

DOGS’还在，更逐渐拓

展了外卖业务。
顾婷婷则走学术路线，大学四年跟着教授在国际
期刊上发过两篇论文，四年GPA高达3.9+，更是学校

从如何鉴别、研磨咖啡豆，制作不同咖啡，到管

多个奖学金的“专业户”。

理员工、整理账目，朱经纬特意利用国庆长假回老家

谈付出：她以GPA3.9拿下宾大，他为爱做出取舍

的咖啡吧里学习。回来之后，他作了预算、市场策划

正是因为大学里的努力付出，2016年毕业时，顾

和员工招募。机缘巧合，顾婷婷在招聘中成了朱经纬

婷婷拿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offer。宾大不仅是一所

咖啡店的员工。

全球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更是著名的八所常春藤

提起两人的相识相知，朱经纬归结为“相互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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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自觉，顾婷婷笑道：“这是一种相互较劲，因为看
到对方努力，所以自己也要更加努力，才不至于落后

一人。

嘉善人，2016届会计专业毕业生，随后进入德雷塞尔大学会计专业继续
深造。

弟学妹口中的“神仙情侣”。
大学四年，他们一起鼓励一起进步，学习更是非

氛围，在校园里办起了咖啡吧，成为温肯学生创业第

男主角 朱经纬

婷。

眼后的日久生情”，朱经纬说：“在运营咖啡店的接
触过程中，发现她是一个非常乖巧善良的姑娘，而且
一点不娇气。”而朱经纬的踏实、上进也吸引了顾婷

盟校之一，顾婷婷选择了TESOL专业，致力于从事英
语教育教学事业。
而此时的朱经纬也拿到了不少美国大学的offer，
但这些学校离顾婷婷所在的宾大都非常远，这个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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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心情：
Alumni Messages
从芝加哥回国之后一直非常想来温州会会老友、看看温肯

18届毛元祺

为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所有的offer推
到重来，而是转而去申请宾大所在费城附近的大学研
究生，最终被德雷塞尔大学会计专业录取。
提起当初这个举动，顾婷婷仍然会为朱经纬觉得
可惜，直言：“他本来可以去更好的学校。”但朱经
纬却不以为然，他说：“在我看来，大学排名和专
业，我可能更看重专业，而且异地恋也不靠谱。”
谈事业：研究生毕业定居杭州，如今的工作都与
专业相关

评。
朱经纬笑说：“我妈年轻时没拍过婚纱照，就提
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得到了我丈母娘的响应，于是
在512母亲节当天，我们完成了这特殊的结婚照拍
摄，我想这也是一种别样的圆满。”

就读于芝加哥大学政策分析专业

的变化。此次回校我不仅做了两场分享会，更与昔日同学重

感谢这个短暂的假期让我们一行人得以重聚。老朋友见面

逢，大家走在以往一起走过的道路上，虽然有很多变化-新的建

就有说不完的话，更是借此机会认识了西北大学的Uha（周雨

筑、新的学生，但是一切还是那么熟悉，每一寸土地都能引起

荷）。能和老朋友重聚并结识新朋友便是此行最好的意义。也

我的共鸣，勾起我以往的回忆。

欢迎学弟学妹们来芝加哥！

17届国际会计 张一能

就职于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民政府

18届戴超勇

这次回温肯是临时决定的，很仓促，但就是莫名地很想回

就读于南卫理公会大学商业分析专业
见到老朋友的喜悦感溢于言表。目前研究生的课程很多在

温肯看一看。见到了许多熟悉的教授、Staff与留校工作的同

朱经纬和顾婷婷感慨说：“非常感谢大学四年，

温肯时都有涉及到，尤其是辅修了数学之后，让很多专业课变

学，有回到家的亲切感；逛了熟悉的教学楼，参观了新建的

让我收获了爱情的同时，也完成了学术储备，教会了

的轻松很多。温肯在美国留学以及就业的校友很多，有种到哪

CBPM大楼和综合球馆，还看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建筑设计学

我非常难能可贵的做事方法。这一切都让我接下去的

都能约到熟人的亲切感。

院，不禁感叹，温肯成长的真的很快！希望温州肯恩大学越来

每一步路，走得更加踏实与坚定。”也正是对温肯的

研究生期间，朱经纬和顾婷婷对自己的专业领域

深情，两人还计划今年10月举行婚礼前，回到母校温

进行了更深的探索。2018年6月，两人研究生毕业。

肯看一看，重温一下这个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也为

回国发展成了两个人的共识，最终两人将定居地选在

更多的学弟学妹带去深深的祝福。

杭州。

17届毛潇涵

越好，也希望从温肯走出去的各位校友诸事顺利，成为温肯的

就职于美国大通银行

骄傲。

温肯的校友们在我在申请研究生时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和

16届国际会计 王晗琪

资讯，使我能更好地做选择。如今遍布美国各大主要城市，走

就职于余姚市税务局

到哪都有校友，让人倍感亲切。

新的建筑，新的道路，新的设备，还有新的一批学子们都

给学弟学妹们有关在美找工作的建议：积极地去向身边已

见证了学校的发展与进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那或许就是
母校在我们心中的样子。别来无恙，WKU。

朱经纬进入具有国企背景的英特集团从事财务分

经就业的朋友虚心请教，并且不断学习，增强个人能力。其次

析工作，该集团2018年是中国财富500强，浙江省

是要保持积极心态，找工作是个漫长过程。找到工作有难度，

16届国际会计 顾静怡

但是更大的难度在于搞清自己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就职于宁波银行

100强，年销售达200多亿。

回到温肯，看到温肯变得越来越好，感觉很骄傲，看到那

17届周雨荷

顾婷婷，则供职瑞思学科英语(NASDAQ:REDU)，该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顾婷婷主要

就读于西北大学 整合市场营销专业

些熟悉的staff，faculty觉得很亲切，就像回家一样，也很荣幸

刚考完期中，见到老同学格外的开心！非常荣幸我能当西

能够站在台上与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在温肯的生活，希望温肯

负责4-7幼儿的英语教育，顾婷婷说：“公司的理念

北的地陪，带大家领略各种风土人情。在温肯时的全英语课堂

是美式的原汁原味的英语教育，小朋友在我们这里上

和学生大使经验给我的研究生经历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市场营

18届国际会计 陆乐

课就已经和温肯的english only氛围一样，全英文教

销是很有趣的专业，欢迎学弟学妹们来西北大学。

就职于宁波市江北区发改委

学，我们要求小朋友用英语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这将

这次回学校，发现学校的路更人性化了，基础设施也更好

18届何广谦

我本科的英语专业和研究生的ESL专业紧密结合，也
让我工作起来非常具有挑战，同时有成就感。”

能够越来越好。

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体育管理

了。想起我填志愿的时候，我妈和我说的，“你选的学校是一

见到老朋友感觉跟做梦一样。More和Uha,热情地招待我

所一天天变好的学校，你就有动力变得更好！”

们。这就是朋友之间的情谊，无论在哪，定是把最好的东西拿

2019届 刘祚

出来分享。另外我想说，所有在温肯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有用

就读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的，因为我现在学习的知识基本上温肯本科都涵盖到了基础的

很开心可以参加到江苏省的招生工作中。在校时就作为学

彼此经营与守护，更需要珍惜。正是这份彼此珍惜，

方方面面。也希望学弟学妹们抓住在温肯的时光，这段珍贵的

生大使参加了了许多招生咨询工作，所以即使毕业了，也依旧

两人从大一到研究生毕业，经过6年恋爱长跑，并于

时光在你今后的道路上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希望为母校尽一份力。在这里也祝学弟学妹报考顺利!期待你们

谈婚姻：结婚照全家上阵，爱情不易需珍惜
被问及恋爱经验，朱经纬表示，爱情不易，需要

今年1月份正式领了结婚证。在拍结婚照这件事上，

文字/范晨

两个人也不走寻常路，邀请父母一起穿上婚纱，全家

图片/采访者供图

上阵，拍了一组结婚照，发到朋友圈时引来一众好

责编/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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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届国际金融 何奕韬

与温肯的相遇！

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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