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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名毕业生返校 特殊毕业季有遗憾更有憧憬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印度《高等教育评论》专题报道温州肯恩大学：致力
于培养高水平的领导型人才

温肯聚焦

《中国科学报》专访王立校长：国际化和家国情怀都
要兼顾

一图读懂 | 十多年来，这位美国校长向世界讲好温州
故事！
温州肯恩大学王立校长给高考生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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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专访王立校长：
国际化和家国情怀都要兼顾
今年的招生季，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引发人们对疫情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前景的担忧。

定位不清带来双重影响

级文件和学校规划，到2025年学校办学规模为全日制在校生

《中国科学报》：今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下发《关
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其中提出要着

7000人。学校在几年内会迎来较大发展。然而，这样的招生
规模扩张所需要的招生指标并没有戴“帽子”下来。

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大中外合作办学改革力度。在您看

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如果浙江省的招生总规模不变，

来，目前中外合作大学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是什

温州肯恩大学要想扩大招生规模，便只能从本省的其他学校

么？

“抢”指标，这同样不利于高校整体生态的健康发展。

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是否会因疫情的暴发产生逆转，不仅关乎高等教育的未来，也关乎莘莘

王立：我认为还是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不清的问题。

学子的人生选择。

目前，我国的高校被分为了“公办高校”和“其他高校”。

必须强调，目前国内拥有独立法人资质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虽然只有9所，在国内数千家高等教育实体中所占的比例

那么，这种逆转真的会发生吗？

中外合作大学显然被分到了“其他高

并不算高，但这并不能成为可以将

作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一扇窗口，中外合作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国人关注，其发展状况

校”之列，与民办高校同属于一个序

其与其他高校“等而视之”的理由。

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晴雨表”。未来此类高校的发展前景

列。然而，这两者之间不管从办学

因为中外合作大学不仅在办学主体

又将如何？就这些问题，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

性质还是办学主体，都不能相提并

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而且这些高校

论。

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
事实上，即使是中外合作大

以温州肯恩大学为例，我校的141名专任

学，不同学校间的性质也是有所区

教师来自世界35个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

别的。比如，温州肯恩大学是由中

自3月起，大部分外籍教职工及其家属都滞留

外两家公立高校合作建立的大学；

境外。但学校一直没有放弃希望，经过数月努

上海纽约大学则是由国内公立高校

力，截止8月底，境内教师已增至58名，另外100

与国外私立高校合作建立的。

多名外籍教职工及其家属也顺利拿到邀请函，
剩余人员都在办理签证和机票中。

疫情反证高教国际化重要性

重要形式，乃至于高等教育未来发
展的一种可能性。

不必夸大“沟通成本”
《中国科学报》：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绝大

总之，中外合作大学由于自身

多数高校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您

办学主体的多样，导致其本身性质

认为较之国内其他高校，中外合作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这种影响会持续

有一定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

大学在这方面所受影响是否更大一

多长时间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中外合

笼统地将其归于民办高校，会给此

些？

作办学又发挥着怎样的特殊作用？王立：目前

类高校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来看，这种影响依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想

王立：由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学

《中国科学报》：您所指的负

生生源结构、师资结构相较一般高

《中国科学报》：今年，温州肯恩大学的

说明的是，基于现状而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产生

面影响是否有所特指？在具体的学校办学层面，这种模糊的

校更加国际化，此次疫情对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影响的确更

高考录取情况如何？您觉得造成目前这种状况

消极态度是不正确的。相反，此次疫情恰恰说

学校定位，会给学校发展带来怎样的实质性影响？

大一些。以我校为例，其90%的课程和美国肯恩大学衔接一

的原因何在？

明，国际间合作必将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一

王立：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致。由于疫情影响，春季学期起至今，我们创建了约400门网
络课程，系统安排了上千门次网络教学，直接的课程开发和

王立：温州肯恩大学筹建于2011年。建校

个重要发展方向。原因很简单——目前全球范

首先是办学经费来源的问题。目前，中外合作大学的经

至今，学校每年的招生情况都是持续向好的，

围内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已经说明在全球化的

费筹措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即地方政府资助、合作办学各

但今年的确遇到了一个不小的挫折。应该说，

大背景下，“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而全球性的

方投入、社会资助和学费收入等。但由于学校自身定位的模

《中国科学报》：您所提到的这种理念问题，相信在高

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国内所有高校都产生了深刻

合作基础则在于彼此间的沟通理解，特别是各

糊，或者拨款资助的渠道上存在体制机制的障碍等，目前中

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在您看来，这种差

影响，对于中外合作大学的影响尤甚。其原因

国青年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在这方面，中外合

外合作大学除学费收入外，缺乏一种相对稳定的、大的投入

异性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高教国际化的进程？

在于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和互动性是中外合作

作办学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外合作大学长期的发展是比较不利的。

办学的重要存在基础，而疫情因素显然动摇了
这一根基。

温州肯恩大学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冲击只是
一时，注定不会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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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资金外，另一个困扰中外合作大学的问题便是招生指
标的分配。2020年，温州肯恩大学在校生约2500人。根据上

温州肯恩大学

运行成本大大提升。

王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容易产生
误解的问题。
首先必须承认，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外合作过程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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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家和区域间的理念或者文化差异无法避免，属于一种正

“家国情怀”不能忽视

常现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彼此间沟通成本的
增加，也不是原先预想的那么高，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

《中国科学报》：展望后疫情时代，您觉得此次疫情对
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当然，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本身的特殊性，我们的这项工作需要采
取合作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比如，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我们针对
全体学生开设了具有特色的国情课，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家国情怀教育。

依然以此次疫情期间我们与美方人员的合作为例。虽然

王立：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

再比如，在国内高校，辅导员往往承担着一定的思政教育的职责，而

近期中美两国在某些领域产生了一些冲突与摩擦，但我们与

题，那就是为什么虽然现阶段困难重重，但国际化依然注定

中外合作大学中并不存在“辅导员”的职位设置。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

美方的合作并没有明显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双方均表现出对

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方向。

设置了“书院导师和成长顾问”制度，行政教工担任“成长顾问”，每人负责

对方的足够尊重，并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疫情并改变教学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类社会目前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对10名学生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辅导，我本人也兼任着这样的职务。而在

模式。而其中产生的资源投入和成本增加，亦能以大格局友

如气候问题、疾病问题等，都不是单一国家所能解决的，这

与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将一些价值理念传输给学生。

好处理。

已经为国际化提供了最基本的必要性支持。同时，国际化发

《中国科学报》：目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您认

比如在疫情暴发初期，我们共有超过120位正在美国进

展所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目前也已经被攻克——现代通信技

为贵校这些做法是否适合于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行交流的学生被困当地。而随着美国当地疫情的持续蔓延，

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抹平了距离所带来的难题，为国际化

王立：的确如此，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性质、合作对象的不同，决定

这些学生的安危也成为了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更重要的

奠定了技术基础，而英语的普及则帮助人们克服了沟通障

了其能采取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有些内容却是共通的。至少在我

是，两个国家对待疫情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相差很大，这加剧

碍。

看来，选择一个有家国情怀的领导者，才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一点任

了在美交流学生被感染的危险性，一些学生家长对此也忧心

因此，虽然此次疫情暂时性地阻碍了不同地区人们的交

忡忡。基于此，我们一方面向美方高校捐赠了1万副口罩，

流，但以上真正影响国际化发展的因素，并没有因为疫情而

以我个人为例，我和我爱人曾在加拿大留学。当浙大需要我们的时

另一方面也向美方坦承了我们的担心。对此，美方表现出了

发生改变，这就决定了国际化依然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

候，浙大导师一声呼唤我俩立即打包返程。因为早期留学海外的导师对这

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封闭校园时特许温肯交换生仍可住在校

当这种趋势投射到高等教育领域，就一定会产生高等教育国

片土地的深深眷恋，感染了我们，也深深植入我们的心中。

园宿舍进行网络课程学习，并对学生提供防疫物资及食物派

际化的发展。甚至可以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将是国际化整

事实上，在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领导人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候

送、紧急护理、心理咨询疏导。

体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培养的是年轻一代，培养的是

选者在国际化方面的资质，比如工作经历、国际化视野，乃至于在世界范

世界的未来。

围的人脉等，但作为要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机构领导者，无论怎

不仅如此，美方为了减少这些学生的感染风险，已经细
心到安排专人替学生们收取快递，并亲自送到学生手中，这
让我们非常感动。
此次抗疫经历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在中外合作办
学的过程中，我们固然要重视合作双方在文化、理念上的差

《中国科学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目前公

样“胸怀天下”，其内心一定要怀有一份“家国情怀”。如此，他才能够在规

众也存在一定质疑，那就是当国内优秀学子借助中外合作大

划机构发展路线，以及与合作方的沟通中，守住为国育人的底线，并将这

学等平台走出国门后，究竟还会有多少学生能够学成归国，

份情怀外化为一种文化，在师生的心底种下家国情怀的种子。

报效国家？

异，但如果我们能够向对方展示足够的诚意，绝大部分差异

王立：在我看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人才培养的过程

最终都能够抹平。毕竟，理念差异可以通过制度规避，制度

中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在培养学生全球化视野的同

差异可以通过沟通解决，而沟通的基础则在于彼此间的信任

时，孕育学生心中的家国情怀，使学生能够树立为国报效的

与尊重。

志向。

温州肯恩大学

何机构都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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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中国科学报》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0-09-01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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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高等教育评论》
专题报道温州肯恩大学：
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领导型人才
今年5月，温州肯恩大学正式被印度《高等教育评论》列为“面向印度学生，2020年中国十大最具
潜力的大学之一”，一同入围名单的还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印度《高等教育评论》专注于高等教育领

有现代化的校园，学校始终致力于成为推动浙江省

竞争力。“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为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

生，学校设有各类的奖助学金，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和研

域，在印度具有广泛影响力。该杂志主要面向

科技进步的孵化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中心，始

向。与大多数中国传统大学不同，学生在第一学期内可自由

究经验的同时，也提供了广泛的资金支持。

印度学生，着眼全球高校，通过相关教育主题

终立足知识经济时代，以培养高水平具有创新性和

选择专业。温肯采取美式教育模式，全英文授课,实施小班化

未来，为支持科研和研究生教学工作，温州肯恩大学将

讨论和多维度考查，评选出符合印度学生需求

领导力的高水平人才为使命，始终着眼于为中国的

教学，所有课程设置均符合美肯教学标准，采用美国原版教

筹建综合实验室，新的理工大楼也预计将在2022年建成。学

的最具潜力的世界高等院校。

教育改革做出贡献，始终以打造成为中美合作办学

材。学生在享有美式教学的同时共享中国生活经历。如果学

校将继续致力于为学生提供世界级的教育，打造成为一流国

的典范为目标。

生想感受真正的美国大学生活，他们也有机会赴美参加美国

际高等教育的缩影。温州肯恩大学欢迎有抱负的印度学生加

肯恩大学的交流项目。”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许书利博士这样

入我们。你们将获得纯正的美式教育和校园环境，以及难忘

说道。

的中国的文化体验和丰富的校外活动。

提供面向未来的教育

来源|印度《高等教育评论》

《面向印度学生：2020年中国十大最具
潜力的大学》是《高等教育评论》推出的重磅
年度刊物。编委会对学校专业选择、研究影响

区别于应试教育

力、软硬件设施、印度学生学习兴趣、学校环

温州肯恩大学同时为毕业生提供美国肯恩大学

境、费用承担力、奖助学金支持力度、住宿环

和温州肯恩大学两方的学位证书。相比在美留学，

境等参数多方综合考查论证后，评选出了“面向

选择温州肯恩大学就学，国际生能够以较低成本获

温州肯恩大学的教师来自28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除了

印度学生，2020年中国十大最具潜力的大学”名

得纯正的美式教学体验，还能拥有在中国学习的经

强大的师资队伍支持，学校还积极与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及

单，温州肯恩大学入围其中。

历。

行业领袖达成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科研和实践机会。学

随后，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许书利接受了

目前，温州肯恩大学共设有18门本科课程，从

校的教授鼓励学生形成批判性思维，通过实践课程着力解决

印度《高等教育评论》的采访，就温州肯恩大

2020年秋季开始，学校还将陆续开放8个硕士专业和

实际问题。学院重点培养学生学科兴趣，构建终身学习的能

学的发展现状做了深入的分析，以下是报道全

3个博士专业。学校始终注重于博雅教育，并将此理

力。教职工乐于帮助学生，他们普遍拥有广泛且丰富的学术

文：

念融入四年的本科课程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中。

经验及独到的学术观点，启迪学生探足科研。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飞速发展，

经过精心的教学培养，学生普遍在批判性思考、数

同时，温州肯恩大学联合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及各行

中外合作办学加深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水

据分析、书面和演讲、领导力和团队合作方面发展

各业的杰出企业代表组建了30多个实习基地。为提高学生综

平。教育部把筹建大学列为扩大教育开放、以

表现突出。大部分温肯毕业生会进入世界顶尖的研

合实践能力，学校积极鼓励学生利用暑寒假或空余时间参与

开放促改革的重大项目之一。温州肯恩大学是

究生院校深造或中国财富五百强企业工作。

相关企业实习。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作为学生与雇主之间的桥

浙江省和美国新泽西州友好省州合作项目，作

值得一提的是，温肯学生个人/职业的拓展能力

梁，每个学期会定期组织校园招聘会、研讨会、讲习班、团

为一所中美合作办学高校，学校始终致力于培

和专业技能在就业市场上都非常有优势。学校为学

体咨询及其他活动，以帮助提升学生的就业意识并提高他们

养学生成为高水平、创新型的领导型人才。

生提供了诸多学习的平台，包括本科阶段的研究工

的职业规划能力。除此，职业发展中心设有职业发展评估系

作、社会实践以及出国学习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

统，学生在校期间可无限次使用。为了支持经济困难的学

作为一流的教学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拥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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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名毕业生返校 特殊毕业季
有遗憾更有憧憬

经历亮码、测温、行李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正式进入校园。
引导口处还贴心地设置了洗手点。有毕业生表示，看到母校
如此用心，他们感到安全的同时，更对母校充满了不舍。
在返校的众多毕业生中，还有一位“明星”，她就是温州
肯恩大学英语系的大四女生查艺文，今年3月她已提前收到了

有遗憾、有不舍……5月31日，温州肯恩大学312名大四毕业生在时隔4个多月后选择集中返
校，迎来他们的特殊毕业季——返校7天就开始毕业离校。
没有了站在一起拍的毕业照，没有围坐在一起吃的散伙饭，甚至见不到那些来自全球各地的亲
密的导师，但在这所中美合作大学里，迎接毕业生们的是精心设置的毕业照打卡点，还有一周后同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的录取通知书。
查艺文说，在校时间所剩无几，无法与同学们相聚太
久，她心中还是有点不舍。但与此同时，她期待能够在未来
成就自己更大的梦想。

往年完全不同的毕业典礼。
学士帽、绶带提早邮寄
毕业典礼线上线下相结合
有人带了一行李箱的零食

业散伙饭安排的，她希望和同学们一起分享零

有人抢在室友前打扫寝室

食，弥补遗憾。

“在全球抗疫的时代背景下，你们可能因为疫情影响了毕
业设计，或影响了毕业旅行，甚至影响了申研和出国计划。

从5月31日开始，温州肯恩大学2020届毕业

但你们以全新的方式准备毕业就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蓄

生便开始陆续返校。虽然返校7天就要毕业离

能量、危中寻机，在这场共同的战役中，你们经受了考验，

校，但却挡不住学生们对毕业季的憧憬。

磨炼了心志，砥砺了品格。你们以自己的方式，即将为自己

温州肯恩大学大四会计专业的学生徐子

的大学生涯划下圆满的句号，这何尝不是一场胜利！”每名返

然，5月31日上午9时不到便回到了学校，成为了

校毕业生还收到了一个特殊的蓝色信封，里面装有该校理事

该校当日最早的返校毕业生。

长、党委书记王北铰和校长王立联名写给毕业生的一封信。

她告诉记者，她之所以这么急着回来，

他们在信中鼓励学生在未来施展才华、成就梦想、奉献社

一来是想着把寝室里的行李先整理好，免得离

会，有空时多回母校走走看看。

校时太匆忙；二来更是希望能够抓住最后与同

一张毕业照、一场毕业典礼，这些往年毕业季里的“标

学们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回忆下四年的美好经

配”，在今年就显得格外珍贵。由于无法拍摄毕业照，温州肯

历，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划出一个完美句号。

恩大学今年还提早给毕业生邮寄了学士帽、流苏、绶带等，

不过，由于她返校的时间早，同寝室的同
学都还没有到。徐子然说，这刚好让她有时间
先把寝室打扫一遍，也算是给同学们送上了一
份特别的“毕业惊喜”。
从杭州乘高铁返校报到的该校金融学专业
学生余珍则拖了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

毕业生返校学校统一接送

让同学们自行拍好单人照，再由学校统一将照片集中起来制

进校连行李都需消杀

成一个合集，以弥补无法合照的遗憾。

据悉，温州肯恩大学共有312名大四毕业生

对于一周后举行的毕业典礼，温州肯恩大学更是采取线

确认返校。为了确保他们能安全返校，在毕业

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将毕业典礼的主会场设在校内，同时

季里拥有一段难忘回忆，温州肯恩大学此次颇

与美国肯恩大学和来自全球各地的老师一起采取直播连线，

费了一番心思，做足了“功课”。

让因为时间和距离而不能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师生，也能一

了收纳盒和零食。余珍说：“虽然平时通过上网

5月31日，该校共组织了4辆大巴车，分赴

课，与同学们在线上有互动交流，但大家毕竟

机场、动车站迎接毕业生返校。不仅如此，跟

几个月不见了，再加上马上就要毕业，我还是

车老师手里还拿有一份详细的毕业生返校名单

来源|温州晚报

非常期待这次与同学们的重逢的，因为一周后

表，上面详细记录每名毕业生的乘车车次和抵

文字|李庭

分别，大家再相聚就不知何时了。”

站时间，并在他们抵达温州后，逐一将他们引

图片|汤涟猗、王智耀、黄鑫

她箱子里装的零食，就是作为今年的毕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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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读懂 | 十多年来，这位美
国校长向世界讲好温州故事！

温州肯恩大学王立校长给
高考生的一封信
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大学课堂里没有标

搭建创业平台，2014年5月，温州肯恩大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高考成绩刚

准答案，需要不断地咀嚼与反思，需要

学就开出首家学生创业店——Social Dog

刚出炉，想必此刻你们心中最大的一个

主动探究、传承和创造。而温肯围绕“为

学生自营咖啡馆，从开业至今已香飘5

问题就是，我要去什么样的大学。我想

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的办学

年，而通过自主经营咖啡店，你可以将

对你说，大学是人生的重要阶段，当今

理念开展办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所学运用实际，更收获创业体验，要知

社会，大学生的学习与国际化结合，才

作能力，批判性、创新性思维。

道Social Dog的历代经营者均被世界知名

亲爱的同学们：

来源| 浙江日报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温

你可能会好奇，这到底是一所怎

肯作为教育国际化实践的一个缩影，正

样的大学？我想告诉你，在温肯，你会

是结合了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和美国优

遇见这样的课堂，课桌摆放可以自由组

质的高等教育的“双重优势”。

合，讲桌和书桌同等高度，随时都可能

温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和搭建的

进入温肯，你将感受最前沿的国

进行的小游戏、小组讨论和上台陈述；

国际化教育平台，为你走向世界奠定基

际化教育，培养全球化视野。温肯所提

你会遇到这样的上课方式，教授诙谐、

础。站在APEC的台前，用一口流利的

供的国际化教育，不仅仅是用世界前沿

幽默，他们不惧你质疑，鼓励你感受思

英语展现自我风采；带着自己的研究论

的学科知识武装你们，更多的是通过先

辨的快感，体会探究学习的快乐；你会

文，与行业领域学术大咖交流分享……

进的教学手段和丰富的资源拓宽你们的

遇到这样的考核，课业总成绩构成期末

这些都可能是未来你的校园日常。于此

眼界。

分只占25%，平时的作业分、测验分、

启航，走向世界。温肯现已走出五届毕

作为中外合作大学，温肯国际化

课堂出勤率、课堂参与率等都算入总成

业生，超过六成学子选择继续深造。在

师资水平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名列前茅。

绩……你可以在这里专心读书、潜心学

他们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里，不乏哈佛大

全校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任教师

问。学校24小时不断网，遍布各处的公

学、芝加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新加

120多人，其中90%以上的教师全球招聘

共学习空间，充满同学们你追我赶、师

坡南洋理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爱丁

或美国肯恩大学选派，大部分具有国际

生教学相长的浓郁氛围，激励你奋发向

堡大学等世界顶尖名校，很多温肯学

教学背景和博士学位。温肯课程设置国

上。

子甚至同时拿到了几份常春藤联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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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温肯，你将拥有跨文化沟通的
能力和走向世界舞台的勇气。

际化，学校90%以上课程从美国肯恩大

进入温肯，你将拥有科研与创新创

的offer。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华

学引进，采用国际原版教材，共享美国

业的基因。学校科研氛围浓重，设有学

为、汇丰、字节跳动、腾讯等企业更是

肯恩大学的数据库和电子资源。学校为

生科研日、师生拍档科研项目、全球系

纷纷向温肯学子递来橄榄枝。

学生搭建了多层次赴海外交流的平台，

列讲座等活动，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亲爱的同学们，希望你们主动把握

让学生出国留学之路更便捷。如温肯的

创新能力。学校还建立了浙江省肯恩创

教育国际化的机遇，勇敢迎接挑战。温

交换生项目，满足一定的条件，你可从

业创新研究院、中美青年创客中心、亚

州肯恩大学欢迎你们！

大二学年起赴美国肯恩大学交换1-5个学

洲产业竞争力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并与

期，并享受新泽西州州内标准的学费优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理工大学等

惠。

一流大学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
进入温肯，你将收获国际化教育

温州肯恩大学

高校录取读研。

温州肯恩大学

同时，温肯还积极致力于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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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校长 王立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WKU Magazine NO. 03

【毕业季】心意 + 情怀！温肯校长王立毕业典礼上的“十
大”金句，你值得回味
【迎新季】温州肯恩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王立校长谈“合
作共赢”
【迎新季】温肯迎来 2020 级新生，首批 27 名硕博研究
生来报到

A CITY OF THE WORLD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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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温州肯恩大学举行 2020 届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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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

温州肯恩大学
举行 2020 届毕业典礼
6月6日，温州肯恩大学举行了202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庆祝440余名学生顺利毕业。典礼首
次采取线上线下实时互动的形式，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法拉希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宣布，将正式退休离

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剑谨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博士

2020届优秀毕业生代表王阳灿

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博士在致辞中寄语汲取四年中西教育之精华的温肯
学子，以后浪之势奔涌前方。
质才是战胜困难的内在力量，他希望温肯学子在未来的征途

了优秀毕业生代表，她说：“在温肯，好奇心、勇气和遇见造

中，具备在未知面前不断锻炼个人危机处理能力；拥有家国

就了我的蜕变。”

这是温州肯恩大学的第五届毕业生毕业典

先生在线发表致辞，他表示：“美肯和温州的合

礼，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往年相比，有

作，可以吸引世界上最优秀、最聪明、最努力

天下的情怀；承担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荣使命。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法拉希博士在9000英里之外的美国新

能。 “在温肯，我们的好奇心不会被任何事情所束缚；我们

回忆起大学四年的生活，王阳灿直呼经历了无数不可

了无数第一次。举办场地、参与形式、庆祝方

的学生，你们就是最好的例子。我相信，你们

泽西，通过在线的方式远程参加了毕业典礼。法拉希校长在

的想法，无论再怎么稀奇古怪、天方夜谭，也永远会被教授

式都发生了变化，温州肯恩大学最终选择用在

在温州肯恩大学接受的国际化教育，会为你们

致辞中宣布了他将正式退休离任的消息，本届毕业典礼也是

们温柔鼓励，并辅以正确的意见和引导，将它们变成现实。”

线共享和分会场的方式，邀请温肯毕业生、家

树立更强的自信。”

他作为美国肯恩大学校长参加的最后一届。“和你们一样，我

据悉，2020届温州肯恩大学毕业生总人数为440余名。截

长、来自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的老师、众多中

“当你们从温肯走向世界的时候，请一定要

也即将从美国肯恩大学毕业。担任校长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好

止到6月1日，已确定去向人数为279人，其中199人选择继续

美嘉宾和各界人士，一同见证温肯四年的培养

告诉自己，温肯人一直都在努力使这个世界朝

的挑战，而其中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就是，我为温州肯恩

深造，超过七成。选择深造的学生中，195人选择出国深造，

成果。

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毕业典礼上，温州肯恩

大学的创办出了一份力。温肯对于促进中美两国关系起到了

4人选择国内升学。学生大多申请到世界名校，包括哈佛大

大学校长王立深情寄语温肯学子。

重大意义，我们把国际化的教育带到温州，同时，你们也将

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

中国思维带到了美肯的课堂中，这都让双方获益匪浅。”

学安娜堡分校、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墨尔本大学、

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剑谨女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博

在演讲中，王立校长直言构建人类命运

士和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博士等嘉宾出席典

共同体是未来全球治理的目标，也是世界人民

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剑谨现场伸出“橄榄枝”，

香港大学、多伦多大学、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等。

礼并致辞。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

的共同责任和历史使命，而温肯学子在温肯这

希望温肯毕业生像四年前选择温州一样，继续选择温州作为

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杨毅欣博士送来祝福视频。

博士，新泽西州教育厅厅长、美国肯恩大学候

所具备独特基因的中美合作大学里，对“共同

职业生涯的第一站，成就青春之温肯，奋进之温州。

随后，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博士为49位省级和校级优

任校长拉蒙·瑞博列特博士等则在美国通过线

体”“多元化”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具备了更广阔

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受邀担任

上直播参加毕业典礼。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

的视野、更包容性的心态，更希望温肯学子能

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他以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的演讲《奔涌

记、理事长王北铰担任主持人。

肩负起更大的责任。他提到武汉方舱医院里的

吧，后浪》为例，表示后浪要奔涌，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

温州肯恩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许书利博士致辞，他表

美国肯恩大学理事·温州肯恩大学理事、

戴着口罩在病床上捧着《政治秩序的起源》读

强大的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谈到被问及最多的成功的秘

示大学四年，你们与温肯共同成长，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

肯恩家族代表小约翰·肯恩（John Kean Jr.）

书的 “读书哥”。王立校长表示，良好的心理素

诀，李校堃说道：“必须时刻牢记，做出选择只是事业的起

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还学会了如何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处理各

步，要成就事业，必须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作为首位温州

种复杂的问题，希望温肯毕业生们能心系母校，多回校看

“本土”院士，他更分享了温州版“火神山”快速建成及医护人

看，为母校发展出力。

员积极投身抗疫战斗的故事，以此寄语温肯学子传承这种精
神，做个有温州情怀和充满正能量的时代新人。

秀毕业生授予毕业卷轴，向毕业生表示祝贺。美国肯恩大学
校长法拉希博士为毕业生确认学位授予。

温肯学生合唱团唱起了校歌，毕业典礼在温情、动人的
旋律中落下帷幕。

典礼上，王立校长还为李校堃博士颁发肯恩纪念章。
四年前，温州女孩王阳灿选择进入温肯英语专业就读。
四年后，她带着3.98的高绩点，手握宾夕法尼亚大学、伦敦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法拉希博士

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博士

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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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 + 情怀！
温肯校长王立毕业典礼上的
“十大”金句，你值得回味……
都说毕业典礼是学校给学生们的最后一课，也是他们与母校做的一次道别。转身离开，今后再提
起，这里将成“记忆中的母校”。
“当你们从温肯走向世界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自己，温肯人一直都在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更好的
方向发展。”在6月6日举行的2020届毕业典礼上，王立校长的“最后一课”，有心意有情怀，金句频
出，温情满满。
今天就让我们再重温一次校长的“最后一课”，听听他毕业典礼讲话之“十大”金句。

最真挚
最煽情

最鼓舞

录下来，并在网上流传，大家都叫他“读书哥”。即

世界的进步由无数个未知堆叠而成，而这些未

在这分别的时刻，我希望伴随你们的不仅

回首往昔，忘不了你们在中美融合的校

使感染了疾病，他也没有忘记阅读和思考，这种平

知将由你们来打开，希望你们带着这样的心态，遇

仅是批判性思维、全球性视野以及创新创造和

园里结伴而行的身姿；忘不了你们在小班化的

静中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和宽

事沉着冷静，从容乐观面对挑战，从而创造更好的

创业能力，还有经过磨练所形成的“化危为机”的

课堂上与外教用流利英文交流的声音；忘不了

慰，内心安宁也是抗疫良药。

世界。

能力；不仅有真诚的同学情谊，还有温肯人胸

你们在考试周的夜晚埋头苦读的背影。环顾当
下，你们在疫情背景下的学习方式变革中，学
会了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脸上洋溢着放眼全
球的自信。

最动人
当你们在这样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里从温
肯走向世界的时候，请一定要告诉自己，温肯

怀家国的热血情怀；不仅有对温肯生活的美好
最掏心

记忆，还有“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命运”的历史使

我是研究化学的，在化学研究领域，同样面临

泱泱华夏情，赤子爱国心，要拥有家国天下

很多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

的情怀。虽然不少毕业生都选择了去往国际著名学

我们就是在不断地锻炼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疫情

府继续深造，即将迈向世界的舞台，追求自己的梦

发生之后，我们的工作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

想，但在你们实现自我圆满的同时，不应忘了民生

战，同时也获得了磨炼和成长的机会，这对同学们

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

而言，是一笔特殊的财富。

最认可

命感。

最“初心”
最后，我想对2020届毕业生说，其实人生
的意义并不复杂，生若平凡，让身边的人生活
更好；如有成就，则让国家社会更好。因为有

最国际

人一直都在努力使这个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
展。

最共情

你们，我相信世界一定会更好！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要承担起构建人类命

温肯不同于传统高校，我知道这四年你们过得

运共同体的光荣使命。四年的时间，你们接受了来

文字|范晨

并不轻松。你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专业的压力，还有

自世界各地的教师传授的知识，你们在各种国际会

图片|媒体中心

这让我想起在武汉方舱医院里，有一名年

语言的挑战、思维模式上的转化，在这样多重的学

议与活动上崭露头角。四年之后的今天，你们具备

轻人，戴着口罩在病床上捧着一本《政治秩序

业压力之下，磨练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能力，更是

了比传统大学毕业生更广阔的视野、更包容性的心

的起源》，他安静读书的样子被媒体摄像机记

一种平稳、乐观、坚毅的心态。

态，因此我希望你们能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最“网红”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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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举行开学典礼
王立校长谈“合作共赢”
9月5日下午7点，温州肯恩大学2020级本硕
博新生开学典礼在大草坪上举行。这是温州肯恩
大学的首届本硕博新生开学典礼，标志着学校办
学层次的提升，在学校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活建议。大四国际商务专业学生、现任温肯

索的关键。在温肯，你将与世界一流的思想家、创

以及美国、韩国、委内瑞拉、孟加拉国等国的本

学生理事倪培佩则向新生们介绍了什么是学生理事

造者一起探讨问题，获取收获。要相信，只有付出

科生，还有来自北京、辽宁、山东、河北、江苏

及学生理事的具体职责。

巨大的努力，你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而这些努力

现场有来自国内19个省市和港澳台地区，

温肯优秀校友王永富，则带来了一场名为“Play

以及浙江的27位首批硕博研究生等近800人及50

hard，study harder and be smarter”的主题演讲。王永

多名外教。校领导王北铰、王立、郑晓东、杨毅

会让成功变得更甜。”在许书利副校长的寄语中，开
学典礼落下帷幕。

欣、周东、严晓鹏、夏彩国、应永宏、林扬帆、

生，找到不同的发展方向”的办学宗旨和培养具

富为2016届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因为对温肯有深厚

朱葛出席，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主持开学典

有国际视野、爱国情怀人才的使命，则让你在

的感情，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后，回到

文字丨范晨

礼。

国际化的浪潮中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温肯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任职讲师。他动情地

图片丨媒体中心

值观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并理性地做出选

分享了自己在大学的经历，并直言大学是人生中重

择。”

要的十字路口和里程碑，将对未来的职业生涯产生

典礼在中美国歌中拉开序幕。典礼一开
场，许书利副校长就积极与各学院的学生进行互
动，他感谢新生们对温肯这所年轻但又充满活力

王立还向给予温肯信任的新生们和跨越重

的中美大学的信任，尤其是今年温肯迎来了首批

洋回到温肯的外教们表示了感谢，并鼓励新生

27位硕博研究生，这是温肯历史性的时刻。

们在温肯人“三观”的指引下，争做国际化的弄潮

典礼上，王立校长对2020级全体新生及家
长表示欢迎，并以“合作共赢、积极奉献，争做
国际化的弄潮儿”为题发表演讲。
王立分享了温肯人的“三观”，分别为国际
化、合作和贡献。

教学，能带你探索全新的世界格局，塑造完整
的世界观；学校小班化、全英文小组讨论能让
你学会拥抱差异、追求合作；学校“为不同的学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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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典礼最后还有一个惊喜“彩蛋”，美国肯恩大学

儿、合作关系的建立者和积极奉献的践行者，

校长拉蒙特·雷波列特Lamont Repollet,Ed.D.通过视

进而贡献自己应有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频向新生们表达了祝福。温肯四大学院院长也录制

随后，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在发言中激励新
生，他表示温肯的博雅教育强调创造力，批判
性思维，分析能力，领导力，团队合作和沟通

王立说：“学校全国领先的国际化师资和

重要的影响，他寄语新生们努力学习，保持学术诚

了视频，分别代表学院向新生们致辞欢迎。
“追求财富是为了追逐获利和威望，而追求知识
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好奇心是不断学习、研究和探

能力，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这个不断发展
的世界。
大三数学系学生、学生会主席宫骏哲向新
生们介绍了温肯丰富的校园生活，更分享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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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迎来 2020 级新生
首批 27 名硕博研究生来报到

学位，因此对全英文教学非常熟悉，“因为现在从事

浅。此前温肯每年的校园开放日，他都会抽空来，

英语教学工作，所以希望能继续深造提升自己，因

感受美式课堂的氛围。陈上直言：“很喜欢温肯的教

此一听到温肯要招收硕博研究生，我第一时间就报

学环境，所以在知道温肯招收硕博研究生后，我失

名了。”“我们全家都非常支持她继续深造，我们会成

眠了一夜，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

为她坚强的后盾”，刘然的妈妈开心得说。

优秀的陈上不仅从层层筛选中脱颖而出，还拿下了

教育领导学博士“新生”叶珺君是浙江工贸职业

国际英语教学硕士的全奖，这意味着他将免除学习

技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也是温州知识产权协会

期间的所有学费。“因为是家门口的美式大学，对于

副院长。被问到为何已经是副教授，还要来报考温

我来说，可以在兼顾工作的同时继续深造，这也将

肯的原因，叶珺君笑着说：“教育是无止境的，温肯

为我下一步的英语教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招收硕博研究生对我们温州的教育工作者是个很好

据悉，温肯课程均为全英文授课，采用美国肯

的机会，因为美肯的教育领导学专业在美国都属于

恩大学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全日制硕士1~3年、

领先，这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对接国际教育，

博士3~5年；在职硕士2~4年、博士4~7年。届时毕业

打开国际视野。我同事知道我被录取后，都纷纷向

将授予美国肯恩大学硕士或博士学位，该学位可在

我取经，他们也计划明年来报考。”

国家教育部学位认证中心获得认证。

虽然温肯今年首年招生，但硕博研究生的申请
竞争非常激烈，最终获得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可谓“百

文字|王智耀、范晨

里挑一”。

图片|媒体中心

温州市第三中学的英语教师陈上和温肯情缘匪

9月5日，近800名新生迈入温肯校园，迎来

名教育领导学（教育学专业博士）、12名国际英

忙碌的迎新周，其中还包括27名温肯首批招收的

语教学（文学硕士）、4名生物技术科学（理学

硕博研究生。

硕士），共计27名幸运儿接到了温肯抛出的“橄

今年的温肯新生，来自国内19个省市和港

榄枝”。

澳台地区，以及美国、韩国、委内瑞拉、孟加拉

今年，学校共招收27名硕博研究生，其中年

国等国的本科生，还有来自北京、辽宁、山东、

龄最大的为44岁，年龄最小的22岁，分别来自北

河北、江苏以及浙江的27位首批硕博研究生等近

京、辽宁、山东、河北、江苏以及浙江等地区。

800名。

27名硕博研究生包含11名教育领导学（教育学专

在本科报到的新生中，两位河北的学生王

业博士）、12名国际英语教学（文学硕士）、4

仕妍和张鹏宇，在开学前因在抖音上晒从幼儿

名生物技术科学（理学硕士）。温肯为他们提供

园到高中的照片和温肯录取通知书，就“火了一

了丰厚的奖学金，奖学金覆盖率高达80%。

把”，视频已收获8.4万个赞！青梅竹马，一起长

90后女生刘然是今日下午第一个报到的新

大的约定，和心爱的人一起上同一所大学，着实

生，她将在温肯攻读教育领导学在职博士。值得

让广大网友羡慕了一把。

一提的是，报到时刘然还带着自己刚满2个月的

一同来报到的还有温肯首批硕博研究生，11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孩子。刘然表示，因为在英国获得本科和研究生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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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WKU Magazine NO. 03

理工学院朱绍和教授在线讲授：我的科研之路
292 件作品亮相第 5 届科研日 参与作品和人数
再创新高
疫情下，未来企业管理如何变化？温肯管理学
教授 Jerry Choi 教授这么说
与全省 370 名高手 pk ！第九届“LSCAT 杯”
浙江省口译大赛温肯学子获佳绩

A CITY OF THE WORLD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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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校长王立博士获 2020 年
顺磁共振发展“贡献奖”

理工学院朱绍和教授
在线讲授：我的科研之路

7 月初，温肯校长王立博士荣获由顺磁共振发展奖励基金会颁发的 2020 年顺磁共振发展“贡献奖”。

朱绍和教授

4 月 22 日早上 10 点，温州肯恩大学一年

在面临是留在剑桥（University of

一度的 “学生研究日” 在线讲座如期在哔哩哔哩

Cambridge）继续做科研，还是到马来亚大学

平台和大家见面。此次直播嘉宾是国际知名穿山

（University of Malaya）建立生物信息学实验室

甲专家、温肯理工学院的朱绍和教授。在 “My

的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当提及为何会研究穿

Road Map to Become a Scientist” 的主题演讲中，

山甲作为研究方向，朱教授表示是因为他对诸如

他着重介绍了自己的求学历程和科研之路，展示

为什么穿山甲是唯一有鳞片的哺乳动物、为什么

了部分科研成果，并向有意致力于科研的同学们

它们没有牙齿这些问题感到好奇，他相信答案

分享了自己的科研经验和学术建议。

就藏在穿山甲的基因序列中，他想要去解答这一

该基金由浙江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徐元植

部和浙江省等的科技进步奖、宝钢优秀教师奖、

在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主要用于促进我

浙江大学 “王宽诚优秀教师奖” 等，被评为全国 “来

国顺磁共振学科和技术的发展，重点用于奖励

华留学生教育模范个人”、浙江省先进科技工作者、

西亚最后到中国，从剑桥大学的 PHD 到发表

分科研成果，并介绍了国际穿山甲联盟（IPaRC）

在顺磁共振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才，以及人

浙江大学 “三育人” 标兵。

Nature 的大牛，朱教授的求学之路充满惊喜和

及其成员。

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到英国再回到马来

才培养、国际学术交流等。其中杰出贡献奖旨在

电子顺磁共振（electron paramagnetic

奖励在顺磁共振研发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

resonance，EPR）是由不配对电子的磁矩发源的

作者，每两年评奖一次。2020 年基金将 “贡献奖”

一种磁共振技术，可用于从定性和定量方面检测

授予了我校校长王立博士，一同获奖的还有清华

物质原子或分子中所含的不配对电子，并探索其

会，除了扎实的学术功底，学术人际网络、参

心，竞争能力，合作精神，抢占机会，热情，冒险）

大学李勇博士。

周围环境的结构特性。对自由基而言，轨道磁矩

加国际会议也至关重要。他特别提到了 Coffee

是一个科研者需要具备的品质。他强调 Curiosity

王立博士长期从事高分子及催化剂的研究，

挑战，但是他总是能抓住关键的节点做出漂亮的

个又一个未知之谜。随后，朱教授展示了他的部

回击。

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朱教授表示
Curiosity、Competitive、Collaboration、Grab

在求真探索的科研历程中，朱教授深有体

Opportunity、Be Passionate、Take Risks（好奇

几乎不起作用，总磁矩的绝大部分（99% 以上）

Break 文化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对科研者来说非常重要，在现今竞争激烈的情况

特别是在高分子的自旋标记和自旋探针等方面颇

的贡献来自电子自旋，所以电子顺磁共振亦称 “电

用。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让你有机会膜拜世界顶

下必须要 Competitive，Collaboration 能够互通

有建树。发表 SCI 收录论文等 300 余篇，作为大

子自旋共振”（ESR）。
（科普中国 | 本词条由 “科

尖学者的学术思路，对个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引

共享科研资源，Grab Opportunity 是基于他本人

会主席主持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9 次，多次在国际

普中国” 科学百科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

导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教授的博士研

的亲身经验，Be Passionate 是成为一个成功的科

究只花了 2 年半就完成了，他将此归结于高效的

学家的第一步，而 Take risks 是因为每一项科研

时间及项目管理能力。同时，他提醒学生们应掌

项目都有失败的风险，
要从失败中学习汲取经验。

国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先后获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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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transferable skills（通用技能），例如写作技巧、

图片 | 媒体中心

压力管理、谈判能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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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 件作品亮相 | 第 5 届科研日
参与作品和人数再创新高
2020 年学生研究日系列活动于 4 月底圆满结束。

学院朱绍和教授的 “My Road Map to Become a

该活动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在国际化的视野下，

Scientist” 主题讲座在 B 站线上直播，吸引了逾

紧密结合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与科技领域的热点，开

1200 人在线观看与互动。

展探索和研究，为学生提供科研项目和成果展示平
台。迄今，学生研究日已举办 5 届。
受疫情影响，今年传统线下活动搬到了线上。

据活动的主办部门科研办老师介绍，举办学
生研究日活动旨在大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科
学研究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促进课堂教学的实

但是学生的热情不减，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参与人

践化和成果化。今年学生研究日的作品相较往年

数都再创新高，共吸引了 500 余人参与，收到作品

总体质量更高，这些作品着眼温州、全国再到世

教授表示，由于穿山甲属于国家保护动物，获得研究许可

日” 活动参与人数创历年新高，同学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292 个，作品数量同比去年超 30%。学生研究日活动

界，关注金融、产业、设计再到环保、生命健康，

需要漫长等待耗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这是他最为遗憾的。

疫情所带来的危机中潜藏着创新机会，希望同学们再

包括主旨演讲、海报展示、设计作品展览、应用编

同学们的研究视野广阔，选题精准，剖析独到，

还有同学好奇朱教授这位科研大咖是怎么平衡生活和工作

接再厉。

程程序演示、项目演讲、毕业作品设计暨三分钟演讲

展现了温肯学生国际化教育的成果。未来，我们

等系列主题。今年所有的参赛作品将在温州肯恩大

将着力把学生研究日活动打造成温肯学生学术品

学官网展示一个月。4 月 22 日活动开幕当天，理工

牌活动。

的？朱教授回答，对时间和项目的管理能力非常重要，这个
能力贯穿他的整个科研之路。对同学们的提问，朱教授都

文字 | 陈跃、赖秋红

一一详细耐心解答，最后还鼓励有科研热情并对他的研究
感兴趣的同学日后加入他的团队。
温州肯恩大学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主持了此次讲座，
他表示温肯一直鼓励学生探索科学，也将长期在科研上
为温肯儿们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支持。美国肯恩大学教务长
Jeffrey Toney 发来了一段开场视频，他表示今年 “学生研究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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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颖和范丽是来自理工学院生物科学专业大

相关专业的 paper 给我们看，还会给我们提供一

二的学生。两人因为对生物学的兴趣选择了这个专业，

些国际会议的信息鼓励我们参与。” 在导师们的

因为热爱在生物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

影响下，李佳颖和范丽也萌生了努力做科研争取

在第五届学生研究日中，她们关于 K16ApoE 电

发论文的想法，发论文的最终目的是能出可以被

荷对 AChE 活性影响的研究在一众作品中脱颖而出。

应用的成果，比如她们此次的项目，如果能研究

在这个项目中，她们使用晚期婴儿神经元类 ceroid

出如何跨越血脑屏障，那么就能治愈大量的大

lipofuscinosis (LINCL) 的小鼠模型研究了血脑屏障，

脑性疾病，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

使用 K12ApoE 和 K20ApoE 变异基因在雄性和雌性

的。

疫情下，未来企业管理如何变
化？温肯管理学教授 Jerry Choi
教授这么说

处在大二的她们，一直在提高自己的生物科

由中国技术经济学会中小企业分会、源大集团主办的 2020 年影响力投资国际论坛于 6 月 28 日正式启

两人最初选择生物科学这个专业，都是纯粹的

学实验技能，努力发展创新科研研发能力。范丽

动。温州肯恩大学管理科学系教授 Jerry Choi 受邀参与大会，
并于 7 月 5 日发表了 “疫情下的管理范式变革”

出于兴趣。进入温肯后，课堂上，她们学习生物科学

希望之后能在细胞分子学、免疫学方向继续深入

的主题演讲。

理论知识 ；实验室里，她们掌握生物科学研究能力

研究，李佳颖表示希望可以在纳米科技、生物制

与分析思维。她们参加此次研究日的导师也是 Toby

药领域不断探索。她们小时候那个想成为科学家

Michelena 教授和 Yu Meng 教授。自大一入学以来，

的梦想，正在生根开花……

小鼠中对 AChE 活性进行剂量反应分析。

两位教授对她们的帮助就非常大。两人表示，“从实

未来工作将如何变化？

资本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你是谁？想成

崔博士认为云共享、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使

为谁，即心理资本；
你有精力去执行吗？即生理资本；

验器材的使用、安全问题到实验的设计与操作，导

文字 | 陈跃、赖秋红

我们能够超越时空界限，随时随地工作。在这个维度

而你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目标感，

师们从基础开始，耐心教导我们。他们也经常会发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上，新冠肺炎可以说是一种 “契机”，迫使员工在家工

即精神资本，在确保企业卓越发展上起着越来越重

作，充分利用技术进行管理。

要的作用。

此外，信息碎片化时代，社交媒体及相关平台空
优秀获奖者说 ：

前流行。这些平台的频繁使用提高了个人对工作的期

此次活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来自商学院会计专业的汤婷婷就凭借自己的作品 The
Moderating Role of Behavior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the Adoption Behavior of Digital

望并催生了更加个性化的行为和态度，人们工作的理
念更加灵活。他认为，
这将会是未来的一种 “新常态”。

Wallet: Chinese Youth Perspective 从一大批作品中脱颖而出。
婷婷是第二次参加学生研究日作品展示，所以对于整个流程，她并不陌生。第一次的作品主
题就是围绕着 Alipay。在校期间，她与 Dr. Somkiat 教授多次就该主题做了一系列小的研究，因此，

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崔博士坚信，在危机中，平衡工作和生活至关
重要。具体来说，
人们需要管理个人的精力而非时间。
这个观点与施瓦茨提出的观点一脉相承，最早

管理面临哪些挑战？

可以追溯到 2007 年。施瓦茨认为我们需要关注的

崔博士强调，工作和人员变更，势必给管理带来

四个重要能量，包括身体能量、情感能量、心理能

挑战。尽管许多人可能认为传统的组织结构会被多人

量和精神能量。这四个方面分别确保人们行动具有

共治的形式完全取代。但是他更认可，以任务为导向，

可持续性、安全性、专注力和目标感。为达到这一

楚地知道，每个数字背后的意义。这个过程也真正让我感受到了

更具有活力和能动性的临时的组织机构将获得蓬勃

目标，他鼓励个人休息好，保持积极心态，避免分

Marketing Analysis 的乐趣。”

发展，以管理分散影响力的投资项目。与以往不同，

心并做自己内心真正热爱的事。

这次的作品与其说是一种行业初探，还不如说是一次胸有成竹的成品展示。
“相比第一次，我对自己的作品更加有信心。这些模型、数字，不再是冷冰冰的数据，我清

她告诉我们，在整个作品构思阶段，Dr. Somkiat 教授给与了
悉心的指导，从选择什么形式，利用什么软件到最后如何使用软件，
Dr. Candy 和 Dr. Ho 教授全程无私地提供帮助。

这种模式下，一个公司需要的不是单个 “经理”，而更
需要的是多个 “企业家”。

位，是致力于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组织行为与发

与以往 “命令 - 控制” 管理模式不同，管理人员

因为本次作品中 Moderating Effect 教授之前涉猎较少，全程

崔博士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博士学

展领域研究的学者、从业者和商业顾问。他的研究

和企业员工之间的联系应更多采用“倾听 - 表率”模式。

专注于探讨 “如何发挥个人积极性以创造商业和社

他们是通过网络学习和相互学习，一点一点摸索出来的。虽然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重塑了企业的构成逻辑。这场危机提醒

会价值”。同时，他还担任温州肯恩大学管理科学系

们还滞留在海外，但是他们通过视频语音等形式紧密互动，终于如

人们重新评估个人内在需求。当前，人们对物质奖励

主任以及温州肯恩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负责人。

期完成了作品。

关注度有所下降，而更在乎工作是否能够赋予他们目
标感、归属感、使命感并给个人带来正能量等。
传统上，金融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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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省 370 名高手 pk ！
第九届“LSCAT 杯”浙江省口
译大赛温肯学子获佳绩

一直以来，“LSCAT 杯” 浙江省口译大赛都是温肯学子绽

能的提高。主要服务包括 ：一对一的英语辅导、各类英语技

放风采的地方，去年第八届大赛温肯学子也派出了 5 名学子，

能主题讨论课、英语水平评估、各类英语竞赛培训和组织、

其中英语系杨佳琳，董紫欣荣获一等奖，郑臻豪，查艺文，

英语语音实验室、整合英语学习资源、英语角等。

王鹏潮荣获三等奖。董紫欣现已进入全球三大顶尖翻译院校
之一的纽卡斯尔大学的口笔译专业，而查艺文也于今年收到哈
佛大学的橄榄枝。

作为一个大一学生，第一次参赛就能拿下全国口译大赛
浙江省赛区的一等奖，足见艾如瑾的 “英语水平”。
艾如瑾来自武汉，高中毕业于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提

温肯学子屡创佳绩的背后，离不开英语语言中心的帮助。

起自己的英语学习，艾如瑾说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便一直

作为温州肯恩大学的重要学业支持部门，英语语言中心为学

是由外教教授英语，所以对于很多人怕的听和说，我完全不

生提供丰富的课外英语学习机会以及定制的英语学习支持服

会胆怯，后来看美剧看得很多，可能就更锻炼了这些能力。
”

务 ；致力于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业发展需求，促进学生英语技

因为一直期望在大学里能感受不一样的文化，艾如瑾选

7 月底刚结束的第九届 “LSCAT 杯” 全国口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于疫情影响，大赛采用了

译大赛浙江省赛区中，我校 7 名学子与全省各大

线上比赛的方式，这对于选手的专业素质及技术操作

择来到温肯，也在这里打开了自己的新世界。艾如瑾说 ：“之

高校的 370 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7 位同学均喜

能力都是不小的考验。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年大赛根

前高中并没有获过什么英语比赛奖项，这次比赛前 ELC 的

获佳绩！

据选手英译汉和汉译英的综合表现打分，更加考察了

老师还特意给我们进行了指导，尤其项文静老师，对我帮助

选手的口译综合能力。

很大。
”

在此次比赛中，我校大一国际商务专业艾如
瑾和大二英语专业唐风荣获大赛一等奖，大二英

不仅如此，大赛的话题涉猎十分广泛，从契合当

语专业王鹏潮荣获大赛二等奖，大一会计专业刘

下热点的抗疫，到具有前瞻性的未来教育，创意城市等；

文字 | 范晨

婧亭和大一英语专业许思博荣获大赛三等奖，大

从专业性强的金融科技，零工经济话题，再到中缅关

图片 | 受访者提供、媒体中心

一英语专业楼深蓝和大三英语专业周奕涵获大赛

系等外交话题。这体现了大赛选材的丰富性，并且对

优秀奖。

选手相关背景信息的了解度和专业词汇的掌握度都提

“LSCAT 杯” 全国口译大赛浙江省赛是我省

出了较高的要求。

含金量很高的口译比赛，每年吸引了来自浙江大
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诺丁汉
大学、宁波大学等省内知名高校的研究生和本科
生踊跃参 与，高手林立。此外，LSCAT 杯” 浙
江省口译比赛历年的获奖率不高，一等奖获奖率
仅为 2%，二等奖为 8%，三等奖为 15%，优胜奖
为 35%。此次大赛于 2020 年 6 月开始，采取网
上报名、网上提交口译译文和专家评阅的方式进
行，口译主题和内容多样，综合考察口译选手的
知识面、英汉口译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心理素
质等翻译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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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温肯儿带外教“云”游温州，还拿下了这个比赛
的一等奖！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朱思锋：探索多种可能，人生不限“高”

人物风采

查艺文：不是学霸，也能成为“哈佛女孩”

人文学院美女教授 Jennifer Marquardt：弃理从文，
因为学生留在温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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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分数高，加上学校老师写的强有力的推荐信。”
翻看查艺文的大学经历，你会发现，和大多数
温肯学子一样，她除了学习外，还投身公益，参与社
区服务、志愿者项目，为学校部门做文稿翻译 ；专注
特长，大二参加全国口译大赛拿下浙江省二等奖，大
三参加全国口译大赛再次摘得浙江省三等奖。
温肯给我最大的惊喜是勇气
对热爱的事有股不服输的劲儿

“在来温州肯恩大学以前，我也曾觉得哈佛、哥大是那样

2019 年 4 月，温肯英语系的学生们都拿到了一本

的遥不可及”，查艺文说。高三时她就相中了温肯，虽然在最

名为《ECHO-ENG》的系刊，而查艺文就是 ECHO-

初的三位一体面试时落选，最终她还是通过高考成绩进入温

ENG 团队的学生发起人之一。

肯。而进入温肯后并没有让她失望，她不仅提升了英文能力，

她在第二期系刊中担任编辑组组长，还和同伴
为系刊设计了一个以学校身后的吹台山为元素的标

大三上学期，查艺文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前往美国肯

识。通过这个工作，查艺文不仅对英语专业的学术信

恩大学交换学习了一个学期。在上 Creative writing 课程的时

息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同时还熟悉了期刊杂志的

候，查艺文是班上唯一一个中国人，一开始她对自己的口语

编辑经验，更是圆了她一度的作家梦。

并不自信，直到后来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告诉她 ：“你的口语

提起查艺文，和她接触过的同学都说这个姑娘
有股淡然的力量。同专业的英语系刊主要学生负责人

查艺文：不是学霸，
也能成为“哈佛女孩”

GPA 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

更打开了国际视野，让她拥有了走向国际舞台的勇气和能力。

很好，但是口语和书面语是不一样的。你的语法比我好很多，
写作水平也比我好。” 查艺文这才发现，其实在日常温肯重于

毛思齐就直言 ：“她的性

发言与讨论的美式课堂的浸

格非常开 朗， 做事认 真

润下，她已经拥有了新的可

且 乐意与别人讨 论， 行

能。

动力超强。” 而且对于自

而这一 切也 得到了验

现在回想起收到哈佛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己喜 欢 且热爱的事，查

证。托福考试满分为 120 分，

查艺文 直言当时读着邮箱里通知书上的文字，

艺 文总有一股不服输的

查艺文拿下了 114 分的高分，

她还是有点恍惚。

劲儿。

其中阅读和听力都是 30 分满

其实一开始哈佛大学并没有在查艺文的申

大一暑 假，查艺 文

分， 写 作 29 分。 而 GRE 更

请列表中。因为她笑称自己并不是一个 “学霸”。

前往泰国素攀武里的一

获得 326 分， 这便为 她申请

查艺文说 ：“我大一时的 GPA 只有 3.3+，现在

所小学教当地孩子学习

全球最牛的教育学院校提供

今年 4 月，温州肯恩大学英语系大四女生查艺文收

的 GPA 也只有 3.8+，这个成绩即使在学校的英

英语，因为学校没有其他中国人，那个一个半月的时

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的录取通知书。在 USnew

语系都不是最顶尖的。” 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本

间里，这个小姑娘每天只能说英语。学校条件并不理

土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不仅培养出了包括富

想，她完全不怕吃苦，最后还和当地孩子打成一片，

兰克林·罗斯福、贝拉克·奥巴马在内的 8 位美

还教授了他们简单的中文。

教育学排名中，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多次位列世界第一名。
而此前，查艺文早已将新常春藤联盟范德堡大学提供奖学
金的 offer 收入囊中。
她是怎么拿下“哈佛”的？在接受采访时，查艺文多
次提到：“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即使是 GPA 也不是

提到未来，这个爱笑的女孩表示希望能成为一名老师或
是一位优秀的翻译，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她来说都将可期。

国总统，而哈佛的校友、教授及研究人员中共

文字 | 范晨

产生了 160 位诺贝尔奖得主（世界第一）。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专业里最拔尖的。之所以能得到哈佛的认可，除了托福、
GRE 分数不错，还和我大学丰富多彩的经历有关。”

了可能。

这几天无数家长都 在围着查艺文的父母，
询问其独特的秘籍。查艺文自己归纳道 ：“我想
这应该和我丰富的大学经历有关，而且 G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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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思 锋： 探 索 多 种 可 能， 人
生不限“高”
用一张图，就可以直观展现Netflix（网飞）旗下不同类型影视作品的发展趋势 —— 朱思锋做
到了。

2020 年 4 月 30 日，温州肯恩大学贸易专业

论 , 整个过程足足花费了 40 个小时。在作品中，

毕业生朱思锋在由知名大数据软件 Tableau 主办

朱思锋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红色作为主色调，通

的全国性 Viz Challenge 数据可视化挑战赛中荣

过三个板块一共十九张图表，呈现了近三年来

获冠军。

Netflix 不同种类电影和电视剧的发展趋势。

现在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正于美国罗切斯
特大学就读商业分析专业研究生，而他同时也是
Startup Grind Wenzhou（创业磨坊）的联合创始
人，并于今年 2 月 11 日作为温州青年代表参加

“疫情当前，展现青年担当”
除去冠军的头衔，朱思锋还有另一个身份

什么来为温州，为武汉、为中国加油。于是朱思锋和他的团队们临时附加了新
冠的主题，并在峰会期间邀请了很多人录制了一个为温州疫情加油的视频，以

——Startup Grind Wenzhou 的联合策展人。

在硅谷举办的 Startup Grind Global Conference

“Startup Grind Wenzhou 是我大四在温州

期在向各国创业者分享温州经验的同时，讲述高温青年全球战疫的故事。“参会

2020 全球峰会。每一份成绩和阅历的背后，究

市政府实习的时候，和我们团队的伙伴一同申请

者们在听了我们想法之后，都非常支持我们，这又一次让我感觉到了社群的力量。”

竟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和创办的。温州是一个充满着商业氛围的城市，

朱思锋说。
不仅如此，朱思峰还是高温青年社区的一员。高温青年社区是他们的另一

温州人也是最敢打拼的一群人。作为全球最大的
“以梦为马，挑战永无止境”
从小，朱思锋便与数据可视化结下不解之
缘，对数字的浓厚兴趣一直影响着他的成长，这
也成为了他学习数据分析的起点。

创业社群，我们希望把 SG 这个品牌带到温州，

位联合策展人倪考梦先生牵头组织的，在这次抗疫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青年力

让温州了解世界的创业氛围，也让世界见证温州

量。 “在 SG 和高温青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社群的力量和年轻一代的温州人

的发展，” 谈到创立的初衷，朱思峰说。

的高温精神。” 他自豪地说道。

2 月 11 日，朱思锋代表中国参加在硅谷举办

回顾本科的学习生活，朱思锋感慨 ：“在温肯的四年，全英文的教学让我很

的 Startup Grind Global Conference 2020 全 球

好地对接了全球的信息，丰富的课程极大地拓展了我思考的维度，让我受益匪

他表示，在 Tableau 公众号看到宣传时，意外发

峰会。他坦言，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本

浅。” 对于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行业，朱思锋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规划。在未来，

现本次比赛的主题与 Netflix 有关。作为 Tableau

来 SG 中国区的策展人和社群成员能在美国齐聚，

他会从事 Business Intelligence 方向的数据分析类的工作，让自己的热情与理想

和 Netflix 的用户，朱思锋毫不犹豫地报名了。

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中美之间的航班取消，

继续燃烧。同时，基于对未来信息全球化，或者说大数据时代的一种信心，他

而签证延期更是使情况雪上加霜，导致中国区只

也计划能在麦肯锡、贝恩这样的企业从事咨询方面的工作。对于他而言，他所

己想要的内容进行归类，最终用图表进行呈现。

有他和两个在美肯的团队成员所组成的温州团队

仰望着攀登着的那座高峰，将会是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在经历了两天的资料整理后，他专门为这些成果

能参加。他表示，作为策展人，他们原本的任务

建立了一个 “小房子”，并用数据软件对这所 “小

就是向参会者们展示那些来自祖国的创业者的故

朱思锋

文字 | 傅于真、王奇

房子” 进行了清洁打扫，从而得出来了最终的结

事，但是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他们更希望能做点

温州肯恩大学贸易专业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提起这次参加 Viz Challenge 挑战赛的原因，

他的任务是，对比赛给定的数据集，抓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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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 温 肯 儿 带 外 教“ 云”
游温州，还拿下了这个比赛
的一等奖！
今年 7 月，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温州市文物局主办，温州博物馆承办的 “讲述文物故事
——我为温州文物代言” 第二季活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短视频作品征集及专家评选、网友投票，获
奖结果终于出炉。
由温肯学生媒体中心采编部同学制作的短视频《利济医学堂与它的百年抗疫故事》最终从 148 件
作品中脱颖而出，以专家评审第三名、网络投票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获得了 “讲述文物故事——我为温
州文物代言” 第二季短视频大赛的一等奖。

“云”演绎温州百年抗疫故事

让更多歪果仁爱上中国文化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三个小伙伴从校园生活和自身经历
中汲取经验和灵感，将其汇聚于这一视频。

在这次参赛的背后，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其中又有哪些细节和经历值得我们关注呢？

作视频的过程中，王舒老师和部门的小伙伴们都给了他们很

经过采编部同学们的讨论、做调查，最终确定了拍摄位
于温州瑞安的不可移动文物 - 利济医学堂。利济医学堂是第六

00 后探索温州历史文物
五月份的一天，采编部的指导老师王舒在群里

多有效的建议。“所谓实践出真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讲述文物故事——我为温州文物代言” 第二季活动在已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创办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

落幕，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却从未

是我国最早一所新式的中医学堂。

停歇。

提到选择拍摄利济医学堂的原因，视频制作者之一毛泳

温肯儿们参加本次活动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手

喆表示，通过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发现利济医学堂的历史背景

法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更多的外国人认识了解关

很丰富，比如它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中医专门学校。除此之

注他们。同学们表示，作为中外合作大学里的学生，更有责

现保存着很多珍贵的文物，文物背后也有很多有趣

外，利济医学堂背后的中草药文化也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这

任做传播中国文化的小使者。同时，也希望能够借此激起年

的故事。她鼓励同学们借着参加本次视频大赛的机

也凸显了它的独特性。

轻人对文物的热爱，呼吁大家一起关心、保护中国这些宝贵

分享了一个链接，是关于本次短视频大赛的介绍。
老师介绍说，温州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

会，去探索了解一下温州的历史文化。部门中的杨硕、

在视频的形式上，同学们也力求展现母校的特色，更体

的财富。

毛泳喆、沈徐舟等多位同学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一

现温州的国际地位。经过讨论，视频最终全程采用了英语旁白，

起参加这次比赛。

巧用带外教 “云” 参观温州不可移动文物的形式向外国朋友们

文字 | 傅于真

介绍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堂与中草药文化。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三位同学都是温肯大一的学生，杨硕是青岛人，
毛泳喆是余姚人，只有沈徐舟是温州瑞安人，而 00

最后的关键点，也是本次灵感来源的重中之重，在于同

后的他对温州本土历史文化也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为

学们注重于将视频的主题与当下热点话题 “抗疫” 相结合。

了这次比赛，3 位来自各地的 00 后温肯儿开始查阅

100 多年前温州爆发霍乱时，利济医学堂的创始人陈虬运用中

各类资料，沈徐舟还用直播的方式带着在外地的小

草药医治患病的病人，成为了温州抗击疫情的中流砥柱。

伙伴走访了瑞安玉海楼、利济医学堂、瑞安博物馆等
文保单位。

温州肯恩大学

对于这次的最终结果，视频制作者之一杨硕表示，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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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美女教授 Jennifer：
弃理从文，因为学生留在温肯
我们线上采访了 Prof. Marquardt，探讨了她的经历和她
对文学的看法。

她知道她所做的与人类的历史、心理等有何契合。这种人文

Q : 你主修英语，同时也是一个小说家。是什么引领你
走上文学之路的？有没有一个重要节点促使你决定成为作

情境使得她的工作更有意义。
Q： 你教授的课程包括世界文学、电子空间写作、网络
文学导论，你希望学生能够从你的课堂上学到什么？

家？
温肯建校之初，来自于美国

的专业领域里承担一些非常重要且有趣的工作，但重要的是，

A :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因为我认为建筑

A ：我希望通过一个内在表现的框架来培养学生的表达

密歇根州的 Jennifer Marquardt 便

是实用物理学与美学的结合。但在一家小型建筑公司实习的

能力。我希望他们拥有自信，能够就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

加入了教师团队中。她是人文学院

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无法作为专业建筑师去将如住宅等小

也希望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来培养这些技能。有些

有名的美女教授。人美心善学问

型设计付诸实践。

灵感正是通过活动和实验产生的。

高，是

学生们对她的评价。

Jennifer 在南密西西比大学作
家中心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原本立

由此，我转而在大学本科阶段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所以
后来当我转而选择文学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
（选择文学）更多的是因为我喜欢那些从事文学创作的

Q ：你是仍留校任教的两个元老级教师之
一，是什么机缘让你来到温肯并留在这里？
A ：当我博士毕业时，我申请了很

志于成为建筑师的她最终选择了

人。我的导师 Brent Chesley 博士引领我探索文学是如何融合

多工作，最终拿到了温肯以及威斯康星州

文学，成为了一个小说家。她的作

我所喜欢的建筑中的设计和解决问题这两个元素的。除了文

一所大学的 offer。威斯康星州离我的家乡很

品被编入《现代短文选集》，并在

学课程外，他还鼓励我参加创意写作课程，并带我参加各种

近，我了解那里。但我对中国知之甚少。好奇心

《新世界作家》杂志上发表。

会议和出版活动。我想主要是文学界的人，他们的全身心投

把我带到了这里，也正是这种好奇心留住了我。中国，

入影响着我，让我踏上文学之路。

尤其是温州，是非常值得探索的。

她认为学习文学就是研究内
在性。她坚信文学能帮助培养人
的分析能力，也能探索内心世界。

Q ：当下理工科因为实用性，比文科更受青睐。你能分

至于为什么留在温肯，一直以来都是因为学生。每一位
教授都喜欢温肯学生一以贯之的善良、投入和聪慧。学生是

享下你认为文学对于社会和个人发展有何意义吗？

她的学术研究主要包括叙事理论、

A： 关 于 文 学， 我 最 欣 赏 作 家 丽 沙· 詹 赛 恩（Lisa

我们在温肯所最喜爱的。因为我从建校初就在此任教，所以

女性主义、理论乌托邦研究和媒体

Zunshine）的观念——心灵理论。她认为，大量阅读小说会

我见证了温肯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们：才华横溢、勇攀高峰。

研究。

增强读者预测他人思维过程的能力。这是因为研究文学本质

Q ：现在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上就是研究内在性。

A ：是的，我正在写小说。我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我与

同时，我认为文学是培养分析思维的最好工具。它教会

学生们在叙事参与方面的合作成果，以及我目前的独立研究，

我们有逻辑地去分析事情并理解其中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材料和观点。我真的很幸运能和

几乎所有大学都会开设类似于《世界文学》这样的课程。学

这些学生一起工作。他们为我提供信息的同时也给予我灵感。

习文学不是为了能在鸡尾酒会上高谈阔论，而是为了培养逻
文字 | 陈跃

辑思维。
往大了说，文科和理工科是相辅相成的。理工科中就有

图片 | 媒体中心

很多的文字应用。
我认为，人文学科赋予我们各种技能，由此无论是什么
职位，具备文学素养的人都能胜任。例如，一个工程师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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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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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向外星人介绍自行车？温肯“三位一体”开考
温肯托福考点 8 月 19 日恢复考试
迷你开放日来了！全方位体验美式大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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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长化身“主播”，上线为 300 名学生畅谈温肯校
园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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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校 长 化 身“ 主 播”，
上线为 300 名学生畅谈
温肯校园创意设计
线下变线上，学生更踊跃
笔架山与大草坪的对话

温肯校园的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让温肯儿

此次讲座，郑晓东副校长以《笔架山与大草坪的对话》

们能获得更好的教学体验和生活感受，同时也

为主题，进行了一场关于温州肯恩大学校园创意设计的漫谈。

在不断探索创新。郑晓东副校长还透露了很多

诗意的主题一下子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什么是笔架

每个温肯建筑背后都有故事

山？”“笔架山是温肯校园后面的那座山吗？”在讲座开始前，

5 月 15 日下午的国情与
文化教育系列讲座，温

这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不仅传达了

同学们就已经在网上提出各种问题。而这些都被提前准备的

创意校园理念，更让温肯儿们对学校加深了了

郑晓东副校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解。

细节，如未来葛和凯楼里面的灯光还请了专门
的灯光设计师，无论是从亮度还是布置都有讲
究。
据温州肯恩大学国情与文化教育中心钱菲

讲座一开始，疑问就得到了解答：“笔架山是温州自然

郑晓东副校长从 2014 年至今，全面负责

老师介绍：“我们每年上半年都会有一场关于

山水文化景观的象征，承载着文明与人文情怀；而大草坪是

温肯这所中美合作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设，智

创意城市、创意校园建设、温州城市规划相关

美国校园的文化景观特色之一，更是美国校园的重要公共空

慧校园建设与后勤管理服务。对于校园的每个

的讲座，但每年的主题均不相同。今年因为疫

间。我们学校作为中美合作大学，校园建设就像是中美文化

角落，他都了然于胸，还和同学们分享了无数

情影响，讲座从线下变为线上。”而在 2019 年

的对话、沟通与融合。”

校园建设背后的故事。

的国情与文化教 育系列讲座上，郑晓东副校长

郑晓东副校长是博士，注册城市规划师，曾留学美国，

你知道吗，学校设计借鉴了温州永嘉苍坡

就曾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名为“多样性、包容性文

获公共管理硕士，担任温州市规划局总规划师 10 多年，从事

古村“文房四宝”的理念；你知道吗，学校此前的

州肯恩大学党委委员、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20 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综

路名征集也体现了中美文化的融合，肯恩环路、

讲座结束后，还设有互动答疑环节。同学

副校长郑晓东化身线上

合专业素养和国际视野。对创意经济与创意城市有深入研究，

温州路、浙江路、泽西路甚至是君子路，每一

们积极踊跃，在网上就校园建设提出了不少自

“ 主 播”， 穿 着 灰 色

多次发表创意城市研究的文章与演讲。

条路的名字都有一段故事；你知道吗，温肯有

己的问题和建议。“学校是否有设校史馆？”“学

无数隐藏的美丽公共空间，商学院的楼顶花园

校大草坪如何与温州气候相结合？”“学校操场的

WKU 衫，在自己的办

“做这次讲座，希望在介绍学校的同时，让你们可以更

化与科技的融合——解读创意城市”的讲座。

就欢迎你去打卡；你知道吗，温肯不同于其他

建设时间？”“学校未来会否规划校园巴士？”郑

公室中，与近 300 名学

传统大学，在统一建筑风格的同时，每一幢楼

晓东副校长对于同学们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生网上相见，还带来了

都在寻找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寻求校园多样化

多地参与到学校建设中来。”郑晓东副校长说。

的探索。

一场精彩非凡的以创意

长表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与同学们进

“第一次这么深刻认识我们的学校”，学

校园建设为主题的在线

生王普新说。“羡慕未来的温肯儿”、“期待中心湖、

学术讲座。

学生学习活动中心早日建成”，学生们在群里积
极互动。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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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自己化身“主播”的感受，郑晓东副校

行这样的交流，学校建设需要倾听学生的建议
和反馈，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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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向外星人介绍自行
车？温肯“三位一体”开考

温肯托福考点
8 月 19 日恢复考试

“我们一年前就在关注温肯了，孩子看中学校自由、批判的教育氛围，我们则看中学校这几年
的教学质量，作为温州市民家门口的美式大学，我们非常期待孩子能来这里上大学。”一位上午陪
孩子前来候考的家长说。
7 月 15 日，我校 2020 年“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考试开考，近 700 名考生从全省各地赶来，
与温肯零距离接触，提前感受美式大学的独特教学方式。

近 700 名学生争夺百个名额

下午的面试则由考生抽签决定顺序，每个

“近期考位很紧张，很幸运抢到了温肯考

据悉，8 月份我校考点还将在 8 月 23 日

考生都需要回答 5 道问题。来自嘉兴四中的翁

点的考位，这边的老师都很亲切耐心，整个考

和 26 日举行托福考试。下半年的考次信息，考

今年招生计划为 100 名，与去年相同，但报名人

旖涵回忆道“每道题都几乎要求你边思考边作答，
:

试很顺利，体验很不错。”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

生可以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托福考试报名系统

数再创新高，近 700 人参加今年的测试。

而且每道题的回答时间为 30~60 秒。有一道题

的考生赵同学说道。

（https://toefl.neea.cn/）查看并报名参加考试。

我校 “三位一体”招考已进入第 7 个年头，

参加三位一体招生的共 12 个专业，其中传

就是如果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没有见过自行

今日（8 月 19 日），温州肯恩大学考点

已报名的考生也可以选择转考，转至我校参加

播学专业为今年新增。从报名考生的生源地来

车，你如何向它介绍？”台州一中的学生陈颢东

托福考试如期恢复，作为浙江省为数不多恢复

考试。温馨提醒，考位紧张，请各位考生朋友

看，宁波考生最多，其次为杭州，温州，台州等。

则表示自己还考到了“选择专业的动机”、“你支

考试的考点，本次考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51

们提前做好准备。

今年综合测试依旧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

不支持安乐死”、“在大学里，爱情、学业、课外

位考生报考，其中不乏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上午笔试，下午面试。笔试主要考核学生的逻

活动和朋友，4 选 2，你怎么选？”等问题，他直

复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高校的学霸们，

辑思维能力和英语语言应用能力；面试用英语

言 :“问题很发散，需要快速反应作答。”

也有来自华师大附属第二中学、杭州外国语学
校等中学生中的佼佼者。

问答，评估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

性格特质和发展潜质等。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在进入校门时都需测温，考生家长不能进入学

作为浙南地区第一个考点，我校托福考点

的面试不分专业而进行统一面试。

校，温肯为家长贴心安排了肯恩小镇会客厅供

位于温肯教学楼 D 栋五楼，一期设有 2 个考场，

家长休息等待。

2 个候考室和 1 个考务室，占地近 1000 平方米，

考题融合时下热点

图文丨教务部

共设 60 个考位，其中 56 个考位对外开放。来自

据悉，我校的测试题分别召集学科专家组
建了出题专家库，美国肯恩大学副教务长 , 学校

文字丨范晨

北京大学的考生吴同学是第一次来温州，他对

图片丨媒体中心

学校的环境和硬件设施点了赞，感谢学校为广
大考生提供了便利。

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更在考前远程视频

受疫情影响，中国大陆境内的托福考试中

连线出题官、考官，进行指导，力图充分体现

断了半年时间，教育部考试中心对我校此次复

原汁原味的美式博雅教育模式。

考的防疫工作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校结

上午 10 点 45，笔试结束，来自绍兴嵊州市
高级中学的小商走出考场。
“对英语要求还挺高的，

合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考试防疫工作

词汇量大，题量也挺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阅

方案。

读理解，考的是自动化驾驶，还结合了 AI 技术、
未来老人出门代步等多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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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开放日来了！全方位体
验美式大学氛围

毕业生分享”我和温肯的故事”
开放日还邀请了两位 2020 届的毕业生分享他们和温肯的故事，
希望这些经验能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在今后的求学生涯和职业规划
作出更好的选择。

“学校的美式建筑太好看了，校园环境很美很舒适！”“我几年前就知道温肯了，今天特地带

2020 届市场营销专业的胡浩南，现就职于网易。他一上台便邀

孩子来看看。”8 月 15 日上午，温州肯恩大学校园迷你开放日如期举行，来自杭州、宁波、温州、

请了三位“男嘉宾”：一只木桶、一根管子、一根线。胡浩南坦言，高

嘉兴等省内各地区的 120 余位考生和家长纷纷踏入温肯校园，亲身体验美式高校的魅力。

中时的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偏科比较严重。老师们经常说
木桶原理，你的短板会决定你的上限。但来到温肯，他知道了只要找
对角度把木桶斜一斜，你的长板才是决定上限的关键。找到自己擅长
的方向后不断精进，这个长板越来越长，你的能力上限也得到提升。
“把自己的人生想象成一条长线，它其实是一个矢量，有无限延
伸的空间可以发展。”

让身体和思维都沉浸在英文里

提前体验美式课堂

同样是 2020 届市场营销专业林封略，现就职于字节跳动。在校

在上午的开场环节，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此外，理工学院 Aloysius Wong 教授和人文学院

内当学生会主席、做 TEDx 平台、策划音乐节，还曾 gap 了一年，在

严晓鹏与学生及家长面对面精彩互动，从教学

Mieke Paulsen Bahmer 教授的模拟课堂带领学生走进

中国美国商会、波音公司等中美跨国企业实习，他坦言，“玩”是他一

理念、办学特色、培养目标三个维度向考生和

真正的全英文课堂，提前体验到最地道的美式教育。

切的动力。在温肯他把这颗“玩”心注入学习，将学习变成一种乐趣，

家长展现温肯的独特气质。严晓鹏校长介绍，

生命的绚烂多姿是人类持续探索其的最大动力。

并且在“玩”中体验到升华。他将温肯比喻为塑造之手，“善于沟通、

温肯有超过六成的毕业生选择留学深造，升硕

时常我们会想：“人类的思维是如何工作的？”，“单

善于交流、勤奋聪明等等这些词美好又抽象，而温肯可以慢慢塑造你，

率是省内高校平均的三倍。这得益于全英文教

个细胞是如何发育成有机体的 ?”或“生物是如何与其

把所有这些抽象的词语变成特别具象。”“过去可知却不可控，未来可

学及美式教育，培养了学生的英文思维，无缝

他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而生物学，作为研究生

控却不可知。”

衔接世界名校。新生不适应全英文课堂怎么办？

命的学科，更是复杂而又有趣的。在理工模拟课堂上，

严 晓 鹏 校 长 告 诉 考 生 和 家 长， 英 语 浸 润 营 和

Aloysius Wong 教授借助动画片《海底总动员》中的

证学校发展的校史馆，到数据强大的彭博实验室，再到“五星级”标准

PIEP 免费英语课程，让学生全身心沉浸在英文

小丑鱼作为例子，带着学生通过生物的行为来认识

的学生寝室，探秘温肯的精彩生活。

的环境中：“语言是基础，我们的课程超过 90%

生命。

当天，学校还安排了校园摆渡车带领大家深度参观校园，从见

即将上高二的马同学在母亲的陪同下特地从杭州赶来，她表示

小时候看圣斗士星矢，长大看好莱坞英雄电影，

自己被温肯的国际化所吸引，想要亲身体验温肯的校园氛围。而刚刚

随后，四大学院的代表老师分别为现场学

你们有没有好奇为什么电影里和动画片里的英雄都

被视觉传达专业录取的叶同学则表示，自己一个月前才了解到温肯，

生及家长提供“第一手”指导，对学校优势专业、

一身肌肉，骑着骏马，顶着一头狂野的发？人文模

立刻被学校独特的美式教育所吸引，在全家人的支持下成功报考了温

培养特色、未来职业发展等进行深度解读。

拟课堂上，Mieke Paulsen Bahmer 教授通过对亚历山

肯。“今天体验下来，感觉温肯的课堂非常吸引特别，课外的活动和

大大帝形象的讨论，解释一位 2000 多年前去世的将

体验非常吸引我。”马同学说道。

都是英文授课，首先要保证孩子听得懂。”

军，是如何成为西方英雄主义思想的典范的。
文字丨陈慧
图片丨汤涟猗、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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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cience Daily zoom in o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Interview with WKU’s Chancellor Dr.
WANG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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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awood Farahi Announces 2020 will
be His Last Year as University President
Recently, on the Class of 2020 Commencement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Kean University President Dr. Dawood
Farahi announced this Commencement would be his last year serving as Kean University president. “I will graduate from
Kean just like you.” He joked.

Recently, Chancellor Dr. WANG Li was interviewed by China Science Daily, expressing his views on the SinoDuring his tenure of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ver the past years, he has paid

the Kean USA, Dr. Farahi

visits to leaders such as Mr. XI Jinping who is the president of

Dr. WANG Li has served as the Chancellor of

setting up new positions in the name of growth consultant

made enormous contributions

China now, the Secretary of CPC Zhejiang Province (by then),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KU) since 2019. WKU is

and dormitory tutor, which function similar to counselor,

to the development of

Secretary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Mr. LI Qiang,

a Chinese-American jointly-established higher education

avoiding conflicts between two parties.

WKU. With tremendous

Secretary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Mr. CHE

institution, striving for building an excelle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with world-class education.
In the interview, WANG talked about the Sino-foreign

As fo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efforts, he spearheaded the

Jun etc. He negotiated multiple times with We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WANG said that the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stablishment of WKU. The

government on WKU’s development. His sincere attitude and

universities differed from domestic universities in terms

past years have witnessed

pragmatic work style wo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cooperative education mode as an administrator and a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KU. On this special occasion, Mr.

at all levels. His endeavors facilitated China -U.S. cultural

coordinator.

However, they follow the sam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WANG Beijiao,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WKU

exchanges, strengthened the bond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s a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 WANG gave his

currently, which is not suitable. He hoped that the local

extended his heartfelt gratitude to Dr. Farahi. A special video

serving as the bridge between Wenzhou and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WANG said

government would make policy adjustments for Sino-

was dedicated to him to express WKUers’ gratitude.

community.

that Chinese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were quite different

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to ensure their long-term

in this regard. He once witnessed that it took only a few

development.

hours for Kean USA to dismiss an incompetent employee.

Together with Dr. WANG Li, XI Youmin, President

Dr. Farahi started his career at Kean more than 30

With his full supports, major events such as China-U.S.

years ago. Since his 2003 appointment as the 17th leader

(Wenzhou) Dialogue on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the University, Dr. Farahi has championed a multitude

Spo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While for domestic universities, they may consider more

of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LIU Wenhua,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elevated both the quality and stat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held in WKU campus. Besides,

on the dismissal.

Acting Chancellor of Guangdong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Kean University. He transformed Kean into a college of

he also invited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chitect Michael

of Technology, and BIE Dunrong, Dean of Institute of

choice, remaining true to its roots in education while creating

Graves to construct WKU campus. He actively promoted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etc. were also interviewed.

some of the region’s most competitive academic programs

the image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n international

in fields ranging from occupational and physical therapy to

stages, such as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 University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forensic psychology, to name a few.

Presidents,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nual

shall act as the executive officer, and serve for the Board

He also championed landmark programs in STEM, computer

Conferenc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of Directors. Take WKU for example, Kean USA is

science and architecture with a specific goal of increasing the

Universities Council Annual Conference, and thus drawing the

responsible for academic and teaching affairs, while

number of women and minorities participating in these fields,

global attention to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nd Wenzhou

WKU is responsible fo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Wenzhou-Kean in particular.

city.

As a coordinator, the Chinese counterpart should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wo sides in running
schools. Currently, the Sino-foreign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dopt such a government structure where the Chancellor

Writer: CHEN Yue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managing domestic student

Dr. Farahi advanced the progress of establishing

To honor his tremendous dedication, he was awarded

affairs. “In the position setting, the situations of two side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s a high-quality higher education

the “Yandang Friendship Award” in Wenzhou, “Honorary

are quite different. Some common positions in domestic

institution. He participated and coordinated comprehensively

Citizen of Wenzhou”, and once again honored as “West Lake

universities, such as counselors,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in the campu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arrangement

Friendship Award” by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United States.” said WANG. He solves this problem by

and recruitment etc.
Each year, Dr. Farahi and his delegation would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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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ont Repollet, Ed.D.,
Named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2000 and served on the

exercise science this year. “That’s why Dr. Repollet is the

Kean Board of Trustees from 2011 to 2018 before assuming

best choice. I know that Kean’s students are in good hands

his role as commissioner.

with him as president.”

President Farahi announced his plans to step down

In addition to his Kean master’s degree, Repollet

from the presidency at the start of the academic year. T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Arts in 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worked with the search firm of Storbeck Search

College of New Jersey and a Doctorate in Education from

& Associates to conduct the national search along with a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

search committee that included faculty, students, alumni and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Source: Kean

Steve Fastook H’06,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who chaired the committee, noted the group considered
Lamont Repollet, Ed.D., the New Jersey Commissioner

Repollet says he supports Gov. Murphy’s student-

of Education and a Kean alumnus, will become the 18th

centered vision for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making

leader of Kean University.

New Jersey the hub for American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Lamont really impressed the search committee

more than 80 candidates during the months of the search,
and Repollet kept making his way to the top.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nounced the appointment on

opportunity. Included in the vision is a Student Bill of

from day one,” Fastook said. “Some of us knew him from

Monday, May 11, following a unanimous vote in support of

Right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ursue higher education

his days on the Board, some did not, but all of us were

the thoughtful and charismatic educator.

through college preparatory programs, reduce college costs,

impressed with his depth of knowledge of the academic and

“Dr. Repollet will step into the presidency with

support a timely path to graduation, create a welcoming

economic challenges ahead. He has a strategic vision for

confidence and experience, and with the strength needed to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cultivate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moving students past the K-12 pipeline into a K-Bachelors

lead Kean forward on its path of access and excellence,” said

talent.

pipeline that will define our future.”

Board Chair Ada Morell ’97. “At such a critical time in the

Repollet has served as the state’s education

Claire Mulry, OTD, a faculty member who served on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s history, he brings both stability and

commissioner since 2018. During his time as commissioner,

the search committee, said each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ingenuity. He knows our mission. He lives our mission, and

New Jersey was ranked best in the nation in the Education

brought a unique perspective to the selection process and

he is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at Kean provides the world-

Week Quality Counts 2019 report. He and his team have

worked collaboratively to find the candidate best suited to

class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s that students demand.”

worked to exp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romote a

handle multiple initiatives and objectives.

Repollet, who currently oversees the top-ranked public

school culture that embraces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From an academic standpoint,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school system in the nation, this summer will succeed

and strengthen STEM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He has

to me that we select a candidate who respects the faculty

President Dawood Farahi, Ph.D., who steps down from the

made outreach to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state’s public

role in the curricular process while keeping innovation of

position at the end of June after 17 years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system a key component of his leadership style.

academic programs as a priority,” Mulry said. “As a faculty

leadership.

Most recently, he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Gov. Murphy

member, I’m really excited to work with Dr. Repollet.”

“I am both humbled and energized by this appointment,
and by the faith the Board of Trustees is placing in me to

as New Jersey’s public school children shifted to remote
education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Repollet will take the helm of a University with more
than 16,000 students in Union, Toms River, Manahawkin,

continue Kean University’s progress as one of the best

From 2014 to 2018, Repollet served as superintendent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ew Jersey,” Repollet

of the Asbury Park School District, where he implemented

said after the vote. “I have important work to finish with the

a number of programs that helped increase the graduation

“Being on the Presidential Search Committee, I saw

state, but I am grateful Governor Murphy supports this next

rate by 30 percent. Earlier in his career, he served as a high

how Kean puts students first in all decisions,” said De’shawn

step in my career, an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him in

school principal and teacher.

Reed, a Kean football player from Jersey City who is

this new role.”

Repollet graduated from Kean with a master’s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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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hou-Kean University
Celebrates Class of 2020
Commencement

he wished that all student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common
progress of human community.
Standing at the last stop of WKU, Dr. WANG also
came forth with 3 wishes for graduates. Firstly, be well
prepared for any possible crises. Exercise the capacity
of tackling difficulties. The pandemic threw us i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how to adapt yourself to the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elebrated its Class of 2020 Commencement on June 6th, marking a milestone of
over 440 graduates, who officially completed their bachelor’s degree studies today.

Mr. John Kean Jr

new normality, this is a profound lesson that we need to

Member, Kean Uiversity Board of Trustees

learn; Secondly, he emphasized dedication, to learn from

Member, Wenzhou-Kean Board of Directors

those who made tributes during the pandemic, to serve the
role in the overall mission of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event, coming at a time of global pandemic that

Member of Board of Trustees John Kean Jr.

Thirdly, based on what they have learnt, he encouraged

requires social distancing, was held in a combined on-

congratulated graduates via video. He praised graduates

graduates to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building a

site and virtual manner, leveraging digital prowess for a

as good examples of the best, the brightest, and the most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human kind.

reunion of Wenzhou-Kean community.

resilient students anywhere in the world. He was convinced

Despite long distance caused by the COVID-19

th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as set a solid foundation

pandemic, nothing could block the enthusiasm and

for graduates to practice their beliefs and dreams. He

solidarity of the University.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at

encouraged graduates to be creative and think out of box

home or abroad,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nd alumni have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united as one and sent their blessings to graduates.
Ms. HU Jianji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r. WANG Beijiao
Chairman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Board of Directors

of Wen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Director-General of
Publicity Department; 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President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Speaker, Dr. LI Xiaokun; Chairman

Chairman of Board of Directors of WKU, Mr. WANG
Beijiao presided over the event.

Dr. Dawood Farah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remony, Mr. WANG Beijiao

President, Kean University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WKU Mr. WANG Beijiao,

delivered the opening address. In his speech, he highly

Chancellor Dr. WANG Li Vice Chancellor Dr. ZHENG

praised students’achievements. During the past four years,

Xiaodong along with other University leaders, faculty

they have well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all-English

and staff attended 2020 Commencement on campus;

teaching environment, embraced the culture differences

while Kean President Dr. Dawood Farahi, the New Jerse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found themselves the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Named President of

proper directions for future pursuit. Most of students will

Kean Lamont Repollet, Ed.D. and Member of Board of

further their studies in the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rustees John Kean Jr. together with WKU Acting Vice

around the world. The confidence, courage, intelligence of

this extraordinary moment present in a unique way,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Dr. Eric YANG and Vice

graduates are good demonstration of WKU’s ethos.

however, all your families, professors and friends will join

Chancellor Dr. XU Shuli in America joined by live stream.

He thanked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Wenzhou

They all extended their warm greetings and best wishes to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faculty, staff, students and their

graduates.

parents for having done tremendous work contribut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enzhou-K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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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Dr. Dawood Farahi
leading his last presidency, after 17 years contribution
to the excellence of the university extended his sincere

Dr. WANG Li

congratulations to all graduates and announced this 2020

Chancellor,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would be his last one before leaving
Chancellor Dr. WANG Li told graduates that “although

the position as the president, so class 2020 would hold a
special place for him.
He remarked that although the pandemic blocked his

you in virtual commencement to celebrate the significant

way to reunite with class 2020, however, nothing could

moment of your life.”

diminish the achievements of graduates. Regardless of the

He appreciated students’ endeavors amid the

unexpected crisis, graduates overcame insurmountable

pandemic. Started here, they will embrace the fu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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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head forward.
Besides, acting Vice Chancellor Dr. Eric YANG
and Vice Chancellor Dr. XU Shuli in America as well as
faculty of several colleg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alumni
sent their blessings via video.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people will become more aware of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rve a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lumni Association,
Wenzhou-Kean University

lethal weapons to combat human diseases. Students becom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are interested to choose biology as their undergraduate major. In this context, we invited

The event comple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procedures

University schedule.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extraordinary

Thinking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Bioscience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Dr. Aloysius Wong,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biology at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alk about what

such as turn the tassel ceremony and confer of degrees

Bioscience is, the qualities that biological researchers need to possess, and the signific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and photograph with faculty.

Biosci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roughout the Commencement, families, friends

works done by graduates, and he believed the experience

and peers sent emoji-filled congratulations to cheer for

1. What kind of coincidence brought you to WKU?

from the crisis favored their U.S. counterparts and would

the Class of 2020.

While doing my postdoctoral training in France, I

continue to serve themselves throughout their lives.
On behalf of We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Ms.
HU Jianjin congratulated graduates. She stated, Wenzhou

was looking around for jobs in academia as the next step

The Commencement wrapped up in a joyful
atmosphere, drawing a satisfactory conclusion of the

of my career progression. I stumbled into a job advert

event.

by WKU and did some research on this university. What
attracted me was the ambitious nature of this relatively

is a city with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and reform, where
achieved fruitful outcomes over the past years. She

new institution. As a young scientist looking to make the

Writer: Alisa LAI

wished all WKU talents could devote to th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into a challenging role in academia, WKU’s

of the Wenzhou city. Besides, she encouraged students

ambition and goals resonate with what I wanted to do so

with language advantages to be the culture ambassadors,

I applied, and here I am. This opportunity was indeed a
Dr. Aloysius received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communicators of Wenzhou,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the UK, and a doctoral degree

countries, to present a true China with their expertise.

in Bioscience from 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audi Arabia. He was a postdoctoral

Commencement Speaker Dr. LI Xiaokun, Member

serendipity.
2.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and the President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for Integrative Biology of the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rapidly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pplauded the WKU’s

Cell (I2BC) of the French National Centre for Scientific

expanding college at WKU.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years.

Research (CNRS). Since joining WKU, he has successfully

investments to build new science buildings and to purchase

obtained as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two external grants:

modern state-of-the-art equipment. Besides Biology and

strong motivation, tenacious spirit and in a right direction.

one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Math, we also have a very strong Computer Science

He further stressed as a youngster, it is essential to feed

(NSFC), and another from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National

department. In addition to the existing undergraduate

back to the society, to be tenacious and persistent in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ZJNSFC), accumulating

programs on offer, new programs such as Chemistry and

difficulties and to pass on positive energy.

to approximately half a million CNY. Since 2013, he has

Environment Science have also been launched this year.

published approximately 30 articles in SCI-listed journals

Notably, in this Fall, we will also recruit the first batch of

in which, she reminisced about her life on campus and

including Plant Cell, Molecular Plant, Development, Plant

Masters students in Biotechnology. With many motivated

shared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as well as extended

Journal and Bioinformatics. He has a US patent for a laser

and committed professors and laboratory staffs, the college

heartfelt gratitude to WKU. From here, she stressed, she

agriculture system. The research project “using single

is highly dynamic, student-oriented, and very forward-

gained three “Cs” which would benefit her: Curiosity,

wavelength lamp planting plant project” has been awarded

looking. Our professors are active researchers who have

Courage and Collegiality. WKU’s spirit will accompany

the Dow Chemical Corporation Research Award.

all acquired rich experien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e noted that aspirant young men should be led by

Valedictorian Ms. WANG Yancan delivered a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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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r a truly global perspective to our students.

live in a time where science and medicine has made huge

3. We know you’ve been involved in a lot of biology

7. Can you talk about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progress. The success in curbing many infectious diseases,

undergraduates do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Can you introduce your main research

has allowed us to enjoy great prosperity in other areas of

program？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future of biology?

our lives although sometimes we may become complacent

experimental skills will be an added advantage for those

and overlook the contributions of science in our lives.

who wish to apply to graduate schools. It is fair to say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that are diverse in nature such

The significance of Bi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s become

that almost everyone who applies to top schools has good

as drug delivery, cancer bi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even more apparent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grades so research experience will allow undergraduate

plant science, bioinformatic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pandemic where scientists worldwide are racing against

students to stand out among a pool of applicants with

time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is virus in order to

equally good GPAs. It is necessary for undergraduate

Within the Biology department at WKU, there are a

In my own research program, I investigate if the

In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growth of plants can manipulated and if their traits can be

develop an effective vaccine. Many economic, sports, arts

precisely customized using advanced artificial lights such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depend on the success of science

people who want to join this field, and what advice do you

true tha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have fewer opportunities

as LEDs and lasers. From there, we will then study using

so, Biology has been,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deeply

have for students considering a career in Bioscience?

to do research compared to Masters and PhD students.

functional genomics approach, their molecular strategies

intertwined in our lives.

In the current climate and perhaps also in the n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re also normally burdened by

such as the type of genes and proteins, that enable them
to grow better under the different light qualities. With this

5. What kind of qualifications do you look for in

students to do research. Regarding the possibility, it is

future, students considering a career in academia will need

heavy load of classes. But students can seek research

a PhD and a strong research output as well as several years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whether in

knowledge, we can in future conduct biotechnological

Biotechnology/ Bioscience to the world’s development in

of training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For those who

our labs at WKU or at another institution, or even in

manipulations and use these precise light combinations

practical terms?

wish to join the industry, a Masters degree is normally

the industry such as i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In addition to finding cures to human diseases,

sufficient but a PhD degree will definitely enhance the

hospitals. At WKU, the relatively small class size actually

important plant traits for indoor horticulture applications.

Biology or rather Biotechnology, also improves our

prospect of career development, promotion and overall

provides students with numerous research opportunities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this research program is to

quality of lif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er diagnostic

progression. Especially for those wishing to pursue a

which are not normally offered in schools with large

contribute toward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global food

tools and health tracking devises. In future, personalized

career in the industry, I would also encourage a second

enrollments. So, this can be considered as our strength.

security. At WKU, I also study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food

medicine will help prevent a disease even before the

postgraduate degree in another field such as business,

While challenging, it is not impossible to gain valuable

and health supplements, in the local environments such

symptoms appear while AI predictive algorithms will

management or law, or choose a hybrid post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Students

as the Wen-Rui Tang river, and in probiotic lozenges for

allow micromanagement of every aspects of our lives.

degree such as the Masters degree in Bioscience Enterprise

just need to be proactive and motivated.

oral health. The latter is particularly exciting as we have

Beyond human health and diseases, Biology

offer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the UK. There are also

recently collaborated with colleagues from the School and

also allows u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offer exciting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at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bioremediation efforts such as us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and rewarding Bioscience-related careers.

Many of our research projects are supported by grants

microbes to clean up of oil spills and microplastics in the

from the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oceans, conserve and breed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Results from these research have also been published in

lives, reduce the rate of global warming, and contribute

top journals many of which, contain students as authors.

to global food securit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crops

Although we are relatively young, our Biology projects are

which are more tolerant to environmental stresses and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ies. I wish students can

of high quality and are within rapidly emerging research

diseases. In other words, the global impact and practical

question and challeng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biological

areas globally.

applications of Biology is far-reaching.

concepts, and not just accept them just because these

and recipes to grow crops and cultivate economically

4. Can you explain the significance of

In my opinion, Biology is a discipline that will only

Writer: CHEN Yue

6. What do you hope students will learn from your
classes?
I hope that students can develop creative, analytical

information are found in the textbooks.

grow and develop as we continue to search for cures to
various human diseases and seek to improve our quality
of lives. The future of Biology is definitely promising.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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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students also

Of course, you can also work first, and then continue to

choose direct employment and select their ideal job offers.

further study. After Dr. Brown finished his undergraduate

WKU is a place where faculty love their profession

degree, he worked for 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for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excel. “Let WKU help you

three years. His work experience in industry allowed

achieve the dream you have always had whether it is

him to clearly focus on what he desired to pursue in

becoming a biology research scientist, a game designer,

graduate school. For chemistry,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thinking in the face of ever-evolving social, economic and

a biostatistician, a theoretical mathematician; let your

graduates, direct employment is also a good choic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s.

heart’s desire become reality.”

Since Professor Brown joined in 2018, the College

Life mentor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 In

When being asked if time could come again what

terms of major setting, the College is currently composed

career would he choose, Dr. Brown told us that he would

of three departments, Bi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still choose to be an academic professor. He has an uncle

Mathematics. In the fall of 2020, the B.S. degrees will

who inspired his interest in biology at a very early age and

begin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Chemistry. Also,

led him into the world of biology. When he was seven or

the Biotechnology (Master of Science) will be added.

eight years old, his uncle, who wa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In terms of faculty, the teachers are scholars who blend

Michigan in the Botanical Gardens gave him a microscope.

with about 20 university professors from the Unites States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 as reinforcing activities. There

He found another rich world through that microscope. He

visited about 15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Xi'an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become involved in

regarded his uncle as his life mentor.

discussing education issues with administrators, faculty

research. The faculty have won many scientific external

The golden 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tudents. This visit gave him a deeper understanding

grants. At the same time, faculty have published 39

For his professional field of biology, Professor Brow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articles, and 29 international journal

said that at this stag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research

summer of 2017, he taught Biology in the College of

article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cooperation with

projects on biology, especially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Medical Sciences at Huaqiao University in Quanzhou and

faculty and students. In terms of hardware facilities, the

the research working on the cure for diseases, especially

life, that is also his first rule of being a person: “Always

formed a profound friendship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s

college has computer,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and

cancer, is expanding. The ultimate goal of biological

be kind. Everyone you meet is fighting a great battle you

who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him. He memorably enjoyed

other laboratories, equipped with liquid chromatograph,

research is to help human society.

know nothing about.”

those days; the motivated and bright students with a good

high efficiency gas chromatograph, red, ultraviolet

academic atmosphere.

spectrophotometer, melting point apparatus and other

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great support

treated. Always have a smile, be sincere and be friendly to

excellent equipment, and have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o the study of majors like biology, for example. For

students, teachers, staff, all we meet.

University, a Sino-US Jointly established higher education

mode, to meet the higher teaching and research needs. At

intelligent and ambitious young people, come and study

institution. As the Associat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the same time, the two new science teaching building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ose biology, chemi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started a new administrative

the college will be completed and put into use so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mathematics, or computer science.

In the summer of 2016, Professor Brown, together

In May 2018, Dr. Brown came to Wenzhou-Kean

In the past two years in the College, Professor Brown

career.

has a deep feeling for the motto "Start here, go anywhere".

He wants to tell students that everyone needs a

In this golden a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graduation. Freshmen vary in abilities, after four years of

technology students, Professor Brown said that further

four colleges at WKU, committed to preparing students

study, they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studies and

study is a common choice for biology students. Graduate

for outstanding scientific careers. The college aims to

come a step closer to their dreams. Every year, more than

programs include interdisciplinary majors, such as

help students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50% of graduates enter top graduate schools in Europe,

biostatistics, which combines mathematics and biology.

0063

In closing, Professor Brown shared his philosophy of

We need to treat people the way we would like to be

Writer: CHEN Yue

WKU.

The motto truly reflects the four years from freshman to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relative who you have known for many years.

You will never regret it. Let your dream become reality at

A place where your heart's desire become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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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n of CLA: Take a closer look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f Sino-U.S. joint venture university could be referred as the window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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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told us, “I enjoy working with the students
and seeing the ‘light bulb’ go off in their mind when
they finally understand something. The enthusiasm and
excitement that gleans from them, it never gets old. I enjoy
watching the students come into their own, and gain some

and the U.S. ，the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LA) could be the frontline of such communications. Having more

insight into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after

than a half of international facult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of CLA at WKU? What are the main achievements? and

WKU. Being an educator is an extremely challenging,

what the future of CLA will be? Today, we honor to have the Dean of CLA, Raquel A Stuart with us to give an

and at times, a difficult job, but all the challenges are well

elaborative introduction about CLA at WKU.

worth it when I see the joy and excitement when a student
realizes what they want to do.”

Dr. Gary Linebarger

Since her tenure as the Dean of the college, Raquel
while taking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that lies outside a

earned her license as a Board-Certified Life Coach and is

student’s declared major.

working on her second book.

As Raquel told, when she first came to WKU, the only

which enables to provide with more courses. Besides,

As far as professional achievements, she conducted

she together with other faculty, like Dr. Gary, Dr. Gary

majo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was English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ith a former Communication

Linebarg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English Studies), Dr.

In addition to English, WKU now has Communication

professor and several psychology students on the topic of

Charles Nelson (Ke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English

and Psychology. WKU has elective courses in Art History,

Online Dating in China. Several students presented their

Stud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more courses for

Political Science, History, Philosophy, Spanish, French,

research at a conference in Brno, Czech Republic, in June

WKU students.

and General Education (GE).

2019. This conference provided WKU students with the

Raquel A Stuart
To Enlighten students and to be enlightened by
Frontline to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encourage

CLA has new faculty participated in the team

students

In the future, CLA will continue to include more

opportunity to travel outside of Asia. Besides, She, along

excellent faculty in the team, provide faculty and students

with some students,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with more comfortable teaching and studying space, meet

Mindset and Grit on Students Motivation. Finally, the past

the needs of teaching, life and work. Meanwhile, CLA

year has also witnessed her effort to procure an internship

will strive to work on retention scheme of faculty so as

Originally, she intended to spend only 10 months, but

for Psychology students with Kangning Psychiatric

to attract more good academicians. Currently, CLA is

Having this expansive faculty really and truly provides

four years later, she is still here and even grows stronger

Hospital in Wenzhou.

committed to setting up a more interconnected community

our students with a “World Class Education!” and ensures

togeth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KU.

Raquel said, she really enjoys being with students.

students to fly far and high
There are nearly 60 faculty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udents receive complete liberal arts education. Students

As she stated, “Being an educator is a gift, which is

here are expected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 variety

bestowed upon us. It is an honor and privilege to speak

of disciplines beyond their major academic focus, as well

into, educate, and impact an individual.”

as an appreciation of how these many disciplines inter-

She is fully engaged in every course, challenges her

of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WKU.

Come and join us right now!
Raquel disclosed,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endeavors
in the process. For example, proposals were submitted
for a communication lab, which will include a Public

relate. Key to this approach are the “general education”

students, leads them to a fully engaging mindset to tap

Speaking Lab (for all students) and a Production Lab for

requirements which ensure that each student takes a

their potential to the full. Indeed, CLA has witnessed

Communication majors.

broad range of specific courses as part of their graduation

achievements of many young aspirant souls, who are full

requirements.

of enthusiasm and courage, such as the Valedictorian of

Psychology Labs. One Psych lab will be for counseling

Class 2020, English major Ms. WANG Yancan as well as

and research and the second is a Virtual Reality Lab. The

in helping students discover what fields of endeavor are

the Harvard offer-receiver Ms ZHA Yiwen, who made the

plan is to open up counseling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actually available out in the ever-changing world. Often,

breakthrough of WKU by receiving the one of the best

once the Psychology Doctoral Programs open in the next

students only discover in the second year or later, that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Raquel admitted she has also

two years.

there are exciting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irections

been inspired by their ethos.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Writer: Alisa LAI

And other two proposals were submitted for two

they had never imagined before, and this often hap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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