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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校牛年新春互至新年祝福期盼合作共赢

探国际化教育新路径 温肯召开中外合作大学联盟理事
会议
温州首个以个人艺术家命名的高校美术馆——温肯陈
天龙美术馆开馆

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组建高端智库 把脉学校发展——温州肯恩大学专家咨
询委员会成立

温肯聚焦

温州肯恩大学 2021 年新年贺词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何乐进 James R. Heller 一行访问温肯
温肯 2021 年硕博研究生新增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工
商管理和建筑学等 3 个专业
向世界展示外籍学者眼中的“温州之美” 温肯师生打
造双语系列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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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
2021 年新年贺词

全体师生员工、海内外校友、社会各界朋友：

际商务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我们正在走进充满希

建设点，生物信息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列入省级国

望的2021年，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谨代

际科技合作基地名单；首批硕博研究生入学，内涵

表温州肯恩大学向全校师生员工、向遍布世界各地

建设全面提升。学生宿舍二区、建筑与设计学院完

的温肯人、向关心和支持温肯的朋友们，致以衷心

工，陈天龙美术馆落成开馆，综合展示馆展现办学

的感谢和新年的祝福！

成果，提升城市国际影响力。

凛冬即过，生机翻涌。2020年充满挑战，布满

一年来，我们创新改革，承担中外合作大学新

艰辛。虽有距离，我们隔空相拥。虽有困难重重，

使命。在全球疫情爆发，中外合作办学面临巨大挑

我们总是被陌生人的善意感动。2020年，全体温肯

战的形势下，利用美国肯恩大学的远程教育体系和

人在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的征程中，和国内外

优质的在线教育资源，共建网络课程，为身处全国

各界人士一起，共抗疫情、同开新局，育新机、谋

各地及港澳台侨、国际生及美肯交换学生、教师构

位中外校长、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学

新篇，紧跟祖国号召、紧随时代脚步，主动适应国

建实时在线国际课堂，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校发展提供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进一步提高了规

直挂云帆，乘风破浪。我们将在变化变局中抢

内外疫情防控新形势，探索中外合作交流新方式，

度融合，不断创新“互联网+教学”模式。2020年我们

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承办第六届中外合作大学联

抓机遇，在逆境逆势中砥砺奋进，继续夯实合作办

构建国际化人才培养新模式。

首批27位硕博研究生入学，在全国19个省/市18个本

盟理事会会议，中外合作办学高校图书馆年会、IT联盟

学基础、扩大办学规模、提升办学质量，进一步增

一年来，我们开拓合作，彰显中外合作大学

科专业招生800余人，并积极响应教育部扩大中外合

会议暨信息技术研讨会，探寻发展新机遇和新路径，为

强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能力，努力成为建设“重要窗

新担当。我们积极利用各类平台开展国际招聘，引

作办学自主招生的政策，迅速启动并平稳有序完成

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有序推进二期校园规

口”的名片，走好以特取胜、以质领先的内涵式发展

进高层次人才30名，新聘教师43人，构建了一支由

四轮自主招生工作，顺利招录两百余位持有世界知

划，并深化校地互动，加强专项助企行动，承办2020世

之路。

来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名专任教师组成的

名学府录取通知书，原计划就读境外的本科学生或

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科学分享活动以及“亲情中华”等系列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全体温肯人一定能在挑

国际化高水平师资队伍。创新做好线上就业毕业，

境外转学生。为境内外国际师生提供暖心服务，保

活动，成立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品牌发展研究院、

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浪潮中，奋勇搏击，努力将我

2020届毕业生62%学生选择海外升学读研，其中47%

障防疫物资；成立中国防疫翻译志愿者小组，提供

交互式学习及沉浸式虚拟现实研究院、社会与当代计算

校建设成中外合作办学的典范！

以上进入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全球前50的著

国际抗疫志愿服务。

机研究院等科研机构，不断提升地方服务能力。

历史机遇。

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名学府，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拓展学生国际交流，

一年来，我们砥砺前行，展现中外合作大学新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我们站在了2021年新的历

探索与牛津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合作。

作为。我们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新一轮五年战略发

史起点上，面临着疫情常态化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

党委书记、理事长 王北铰

金融学、英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国

展规划，谋划良性、可持续、稳步发展。成立由15

史考验，迎接着新型国际合作关系和新一轮规划发展的

校长 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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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高端智库 把脉学校发展——
温州肯恩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中美两校牛年新春
互至新年祝福期盼合作共赢

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姚先
国和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士
Sergey Vatsadze。他们的加入为温肯提供了高级“思
想库”和“智囊团”，将进一步提高学校规划决策的科
学性和前瞻性，加快温州肯恩大学高水平、国际化
建设进程。
疫情防控互助

美方赠送的礼物

温肯回赠的礼物

会议由学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主持。会
为充分借力顶尖智力资源，把脉学校发展战

上，学校校长王立博士介绍了温肯的办学历程、办

正值牛年新春佳节，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拉蒙

文化里代表着勤勉、努力、忠诚，文学巨匠鲁迅有

略，高质量推进学校高水平国际化大学建设，2020

学成效和学校未来发展规划。现场还举行了专家咨

·瑞博莱特代表美国肯恩大学向温州肯恩大学理事

云，“俯首甘为孺子牛”，温肯教育工作者将秉承耕

年10月9日温州肯恩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15位

询委员会聘任仪式，时任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和校

会理事长王北铰、校长王立及全体师生发来节日问

牛精神，更好地为师生服务，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专家学者重磅加入，组成学校发展战略高端专业智

长王立一起为专家们颁发了聘书，这标志着温州肯

库。市委书记陈伟俊，市委常委、秘书长王军会见

恩大学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

王立校长表示，过去的一年，温肯发展日新月

候，并赠送美肯特色的篮球球衣和印有美洲豹的橄
榄球头盔等节日礼物。
2020年，虽受疫情挑战，温州肯恩大学克服

异，宏伟的建筑设计学院大楼——葛和凯楼顺利落

了参会的专家。时任温州市副市长汤筱疏参加了会

成，将于不久的将来向温肯师生开放。2021年还是

议。

随后，专家咨询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
围绕“后疫情时代，如何将温州肯恩大学尽快建设成

重重困难，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取得了

温肯获批筹建的第十周年，王立校长期待瑞博莱特

据悉，此次温肯专家咨询委员会阵容强大，由

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此，美肯校长瑞博莱特高度肯

校长能亲临十周年的庆祝仪式，参观焕然一新的校

15位在对外交流、中外合作办学或高等教育领域具

定。他相信，随着硕博生项目以及科研工作的有序

园，共庆温肯“生日”，加强双方合作，期盼合作共

有深厚专业背景和管理经验的专家组成，其中8人为

从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特点、大学的社会责任和

开展，温州肯恩大学将快速迈向世界级教育水平的

赢。

院士。委员会专家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

功能，到多元化招生办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再到

大学校长吴朝晖，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原校

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管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国际

文字丨赖秋红

长杨卫，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滕锦

交流与合作的开展，以及师资建设、人才培养、科

图片 | 美肯 媒体中心

光，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谢作伟，

研服务、文化传承等各方面，每位委员都为温肯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颜德岳，中国

发展发表真知灼见。

国际化大学的宏伟目标。
防疫期间，两校师生互联互通，相互关照，
共克时艰。这份弥足珍贵的情谊受疫情考验愈发牢
固，为未来两校紧密合作打上了温情的底色。

为高水平、国际化大学”展开讨论，专家学者们纷纷
结合自身经验和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策。

科学院院士、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

王北铰书记在最后致辞表示，成立专家咨询委

迎更多温肯的学子赴美交换学习，更多美方学子也

美芳，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士、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员会既是新时代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同样渴望来温肯学习交流。最后，他表示，若疫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朱世平，瑞典皇家科

径，又将助力学校下一步更精准、更细化地发展。

允许，他将第一时间亲自到访崭新的温肯校园。

学院院士、瑞典隆德大学教授Sven Lidin，澳门科技

学校将认真梳理归纳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逐

大学协理副校长孙建荣，美国商务部原助理部长黄

条分析研究，消化吸收更多的成长养分，让专家的

中，温肯回顾了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理事长王

建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秘书长林建海，浙江大

好想法、“金点子”，切实融入到学校建设发展工作

北铰表示，2021年是中国的生肖牛年，“牛”在中国

学教授、美国农业与生物工程学会会士应义斌，厦

的过程中去，实现学校高水平、国际化建设发展新

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浙江省

突破。

信中，瑞博莱特表达了他的期望，美肯校园欢

理事长王北铰和校长王立答复了来信。回函

葛和凯楼

文字丨范晨
图片 | 蔡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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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国际化教育新路径 温肯召开
中外合作大学联盟理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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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首个以个人艺术家命名的高
校美术馆——
温肯陈天龙美术馆开馆
翰墨飘香，以美育人。2020年12月12日下午，温州肯恩大学陈天龙美术馆举行开馆仪式。这是温州首
个以个人艺术家命名的高校美术馆，标志着温肯校园又新添一处重要的文化阵地，温州再添一个艺术高地。

2020年11月16日，第六届中外合作大学联盟理事会会议在温州肯
恩大学（下称“温肯”）举行。
校园里“藏着”的美术馆

天龙先生在仪式上动情地说。他还将自己创作的50

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北京师范大学-香

陈天龙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中最有代表

张油画作用捐赠给美术馆，作为美术馆的第一批藏

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性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具特点的意象油画

学等九所学校相关负责人共同“发声”，主动应对后疫情时代国际化教

艺术家之一。陈天龙美术馆由温肯筹备建造，是温

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副主任，浙江省美

育面临的新挑战，进一步探讨中外合作大学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路径，

肯的下设机构，位于温肯校内公共教学楼B号楼一

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

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楼，建筑面积约为800平方米，对民众免费开放。

何红舟直言，“陈天龙先生对艺术表现规律的‘解与

会上，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

品，现场王北铰书记向陈天龙授予捐赠证书。

中外合作大学联盟自2014年成立以来，积极共享各校的优质教学

开馆仪式在温肯别具特色的大草坪上举行，绿

破’，提供了一个由生命力历程写成的独特个案，这

实践和教学理念，并通过一年一度中外合作大学联盟理事会会议，增

色代表着蓬勃的生机，正如坐落在美丽校园里的陈

提示我们美术馆还可以积极开展陈天龙先生艺术研

强联盟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天龙美术馆，经过三年的精心筹备，今天终于隆重

究，为从中西文化之源，到时代脉络个体实践，提

开馆，展开新的篇章。

供了多维度的思想空间。”

今年受疫情影响，境外留学面临多重阻力，但部分学生渴求国际
化教育的热情依旧不减。此种境况下，如何持续扩大中外合作办学的
影响力，温肯校长王立侃侃而谈。
他表示，这是中外合作大学发展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和考验，需要
汇聚众智、形成合力，充分发挥智力支撑作用，找准关键问题，及时

作为一个兼具规范性、专业性、稳定性、功能

市政协副主席陈胜峰也出席了开馆仪式。他

与设备设施齐全的美术馆，陈天龙美术馆不仅提供

说：“温州历史悠久，文化荟萃。陈天龙美术馆的落

专业的收藏和展示空间，还将开展系统性的学术研

成无疑为温州美术发展和艺术普及，添增了浓墨重

究和活动，策划和举办国内外优质的艺术展览。

彩的一笔。”

学校党委委员、副书记郑晓东主持开馆仪式。

中国美术学院、北京当代中国写意油画研究

同时，王立还分析了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优势。在他看来，中外

学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就在致辞中表示，“陈

院、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温州市美术馆、温州

合作大学丰富了中国多样化教育资源供给，在教育教学理念、人才培

天龙美术馆是温州美术与国内、国际美术界交流的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等还发来了贺信，祝贺陈天龙美

养模式、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探索创新，成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新

重要平台，更是传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术馆的落成并向陈天龙先生致以敬意。

引擎”。

体。它的落成是我市高校和艺术家合作的一项创

提供解决方案。

至于未来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方向，他表示，中外合作大学应内

举，也在学校和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艺术之桥。”

温肯校园更添艺术气质

外统筹，提质增效，在开展中外学分互认、扩大在线教育的国际辐射

陈胜峰主席、陈天龙先生、王北铰书记、何红

力、锻炼和提升师生利用网络教学与学习能力等方面主动探索、积极

“画作是艺术最好的语言”

作为。

“我希望美术馆像大草原上永远开不败的小

随后众人一起参观了美术馆的首展，“良择”展

花，为艺术为教育增添美好与美丽”，著名油画家陈

出了69幅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上世纪50年代的写

舟先生现场一起为美术馆揭幕。

文字丨谢盼盼 王题题 范晨
图片丨汤涟猗
来源丨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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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何乐进
James R. Heller 一行访问温肯

实画风，也有陈天龙今年的多幅新作，每一笔油彩

2020年12月14日，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何乐进（James R. Heller）总

既是他艺术创作的轨迹，更是他人生走过的每一步

领事一行访问温州肯恩大学。温州市外事办副主任周怀中、我校校长

足迹。每幅作品旁还贴心地配上了中英双语图文语

王立、副校长杨毅欣、副校长许书利、副校长严晓鹏、副校长夏彩国

音导览，用手机扫描展签上的二维码便可收听。

等参加了会见活动。

作为一所大学里的美术馆，陈天龙美术馆还带

美方来访人员有美国驻沪总领事何乐进(James R. Heller)、外联处

着浓厚的学术气息。伴随开馆仪式一同举行的还有

处长贝家明（Jeremy Beck）、政治经济处副处长林凯（Scott Linton）

《放怀心象：陈天龙与中国油画》研讨会，艺术界

和外联助理李浩津川等。来宾首先参观了温肯校园，榕楼学生公寓里

嘉宾们在森马厅里畅谈中国现代油画之路，分享陈

美式风格的寝室设置和宽敞的活动室、商学院大楼里随处可见的公共

天龙的油画创作与探索，解析当代架上绘画的历史

空间等都让来宾印象深刻，更让来宾由衷感叹的是这所中美合作大学

境遇与挑战。现场浓浓的艺术氛围，为在场听众和

建校十年的发展速度。
在商学院，双方进行了座谈。王立校长代表温肯对何乐进总领事

温肯学子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艺术熏陶。

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温肯这棵由中美双方共同培育的友谊之树、教

未来陈天龙美术馆将成为一处学习艺术、交

育之树，已经在温州茁壮成长，并不断结出丰硕果实。

流艺术、弘扬艺术的文化圣殿。而有了美术馆的温
肯，将在学术气质外，更添一份艺术气质，为学校

王立校长从学校教学、招生与科研、校园建设及疫情期间与美国

打造对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为传承发扬中国书

肯恩大学的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截至目前，温州肯恩大学

画艺术助力。

与美国肯恩大学共互派1100余名交流生，走出五届毕业生1626人，约
60%前往世界知名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其中不乏哈佛大学、芝加哥大
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

文字丨范晨

何乐进总领事高度赞扬了温肯在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

图片丨王智耀

的成果，他特别强调了温肯在加强中美两国民间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更对温肯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副校长杨毅欣则进一步介绍了学校实力雄厚的国际化师资团队，
副校长许书利就招生与国际合作两方面进一步向来宾做了介绍。

文字丨范晨
图片 | 王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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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 2021 年硕博研究生新增
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工商管理
和建筑学等 3 个专业

WKU Magazine NO. 05

向世界展示外籍学者眼中的“温州
之美”温肯师生打造双语系列片
“我是文森，来自法国，是一名建筑师。美丽

据悉，《“外”眼看温州》系列由温州肯恩大学

乡村建设，要在保留传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去发

网络文化传播中心策划制作，最早的构思始于2020

展。我认为瑞安曹村的景观保护案例是成功的，我

年5月。 “策划这一系列视频，正是想借助温肯外

温州肯恩大学2021年招生的硕博研究生专业已

很高兴能在中国发现新的风景和新的村庄。”2020

教的眼睛，利用温肯中外合作的语言优势和国际视

确定。今年温肯共有6个专业招收硕博研究生，分别

年11月9日，一组由温州肯恩大学师生联合温州市

野，让更多海内外人士了解温州，了解中国”，系列

为教育领导学（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物技术科学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的《Find

片制作负责人表示。

（理学硕士）、国际英语教学（文学硕士）、国际

Wenzhou with Wenzhou-Kean University（“外”眼看

在系列片的发布仪式上，温州市委网络安全

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计算机信息系统（理

温州-与肯恩同行）》系列片正式发布，片子透过这

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还宣布温州肯恩短视频创作

学硕士）和建筑学（建筑学硕士）。其中，计算机

些外籍学者的独特视角，用双语短片的形式，把温

基地和温州肯恩网络文化培训基地落户温州肯恩大

信息系统、国际工商管理和建筑学等3个专业为今年

州的山水人文呈现在了海内外所有喜欢温州、喜欢

学，这将成为我市文化对外传播的全新通道。其

新增。

中国文化的人们眼前。

实，早在2016年，温肯就开始在对外文化传播上不

温肯今年招生的6个专业均结合国家战略性新

温肯开设的建筑学（建筑学硕士）专业是

《“外”眼看温州》系列共3集，分为《美丽曹

断探索，开展线上线下对外文化传播的活动，传播

兴产业发展的需求，又融合美国肯恩大学的优势专

一门结合工程技术与设计，研究建筑物及其环境

村：绿水青山中的人文世界》《非遗守护：守一份

中国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

业，其中新增的3个专业更是契合了温州社会转型的

的学科。该专业依照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

匠心，多一份传承》《塘河印象：千年塘河，生生

就。

实际。

（NAAB）标准制定学习计划及授课内容，通过工

不息》。建筑系教授文森、艺术史教师米可、生物

温州肯恩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郑晓东说：

作室式、项目式的授课方式，将专业才能和实践业

系教授托比等相关专业领域的温肯外籍教师，分别

“作为中西文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学校始终高度

务相结合，使学生获得综合建筑设计能力。

带领观众探访中华进士第一村瑞安曹村、温州非遗

重视并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职责。我们的办

国际工商管理（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旨在培养
既能应对全球化发展又能立足本地的高层次优秀管
理人才，并帮助管理人才在全球商业环境中获得成

温肯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全部课程均为全英文

艺术和温州人的母亲河——温瑞塘河。片中，他们

学目标不仅是要培养通晓国际事务、拥有国际视野

功。专业还提供了丰富的全球商务实践课程，针对

授课，完全采用美国肯恩大学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

边走边说，或引经据典，或结合国内外学术研究，

的学生，更多是要倡导他们从温肯出发，在世界舞

全球典型商业案例及问题进行深入解读和培训，增

案，教学安排灵活。毕业生将获颁美国肯恩大学硕

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理解，让更多海内外人士感受温

台上做跨文化传播的使者。”

加学习者的商业经验。

士学位证书，该证书可在中国教育部得到认证。

州的人文和山水之美。作为浙江省唯一一所中美合

接下来，《“外“眼看温州——与肯恩同行》视

计算机信息系统（理学硕士）专业旨在培养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温肯虽然是首招硕博研

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拥有一支来自35个国家和地

频还将通过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等各大平台同步对

学生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领导者，专业课程包括：

究生，但因其专业的契合度与家门口美式教育的吸

区的140多名外籍教师团队，他们除了拥有广博的学

外推出。

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库系统、人机交互、知识发

引力，申请竞争非常激烈，最终共有27名硕博研究

识、丰富的专业研究经验，也是温肯一支重要的传

现和数据挖掘、交互式信息可视化、先进的人工智

生进入温肯。温肯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奖

播力量。当他们的国际化基因与温州这座城市的文

能、机器学习创新等。毕业生可从事软件工程、信

学金覆盖率高达80%。

化擦出火花，带来的是全新的视野。

文字丨卓扬
来源 | 温州新闻客户端

息技术系统开发、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监测
等方面的相关工作。

文字丨范晨
图片 | 王智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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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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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日报》对话党委书记王北铰：
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大学 打造中美合作办学典范
《留学》杂志专访王立校长：于斯起锚 航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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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日报》对话党委书记王北铰
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大学
打造中美合作办学典范

育与临床心理学等3个博士专业。今年秋季开学，学

温州肯恩大学于2014年3月正式设立，同年8

校首先开设国际英语教学、生物技术科学等2个硕士

月，我受命担任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

专业和1个教育领导学博士专业，27名硕博研究生已

会主任(后又担任理事会理事长)，全面主持学校工

正式入学报到。

作。记得在当时的任命仪式上，我感觉既荣幸，又
倍感压力。因为当时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还处于初期
阶段，由于价值观、思维方式、管理风格上的差
异，合作办学双方在校园建设等多项工作中存在分
歧。2014年10月，我带队再次回到美国肯恩大学，
与美方交流校园规划、建设经验，探讨温州肯恩大
学校园总体设计与功能布局。经过一系列高层磋
商，逐步建立起中美深度融合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记者：今年的招生季，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温肯的建立和发展，凝聚着两国各界的心血。

各大中外合作大学的招生“遇冷”，温州肯恩大学如

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中美省州长

何“突围”？

论坛上肯定温州肯恩大学“目前运转良好”。2018年6
月，教育部、浙江省第一次部省会商明确“将温州肯
恩大学列入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重点建设对象，支

王北铰：今年上半年以来，全球疫情的爆发和

持建设国际化、高水平大学”。

蔓延，加上中美关系、师资问题等，让报考的考生

五届本科生1600余名学子，约60%毕业生前往世界

和家长对中外办学的未来不免担忧。从各省市公布

未来，温州肯恩大学将继续引进借鉴美国大

的高校投档分数线看，全国各中外合作大学今年有

学的优质办学资源、理念和模式，紧密结合中国国

点“痛”，但这样的冲击只是一时，甚至还为中外合

情与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朝着高水平的国际

作大学带来了新的机遇。

记者：听说您曾在美国肯恩大学留学一年，与

化中外合作大学前进，平衡博雅教育和专业技能教

肯恩有着不解之缘。能否介绍下温州肯恩大学是如

育，大力开展高水平科研活动。在发展进程中，温

何建立的？它要成为一所怎样的大学？

州肯恩大学也将不忘反哺地方，促进温州经济向知

知名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其中不乏哈佛大学、芝加哥大

受疫情影响及各国（地）签证、航班等政策限

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在今年最新发布的软科

制，我国部分出国留学生赴境外就学路受阻，特别

中国大学排行榜上，2019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位列全国

是不少原定于2020年秋季赴境外国家、地区的留学

第13名……这是温州肯恩大学办学短短几年内交出的一

生面临升学困境。为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经教育

王北铰：我与肯恩有着深厚的渊源。2002年，

张亮眼的“成绩单”。

部批准，温州肯恩大学于今年秋季以自主招生的形

作为友好省州的重要项目，美国新泽西州的肯恩大

作为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合作高等学

式向这些学生抛出“橄榄枝”，目前经过三轮选拔考

学承办了浙江省政府官员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

府，温州肯恩大学以其原汁原味的全英文课堂、小班化

试，已有100余名拿着知名学校录取通知书的准留学

班。经省委组织部层层选拔，我作为浙江省第二批

探究性教学，致力于“为不同学生寻找不同方向”，培养

生被温州肯恩大学录取。“不出国留学”的办学特色

公派县处级干部，赴美国肯恩大学攻读MPA(公共管

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和事务，具备创新、创造

在疫情影响下更加凸显，也再次实践了温州肯恩大

理硕士)学位。

和开拓能力的国际化人才。今年因疫情影响，该校首次

学所肩负的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任和使命。

识型经济转型升级，同时推动温州的教育发展与改

2005年8月美国肯恩大学选择落户温州，与市

实行自主招生，向全国各地的准留学生抛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学校仍在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层

政府签署了相关合作备忘录；2006年5月，时任浙

近日，记者与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王北铰面对面，就

次，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去年11月，教育部批准温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出席在美国肯恩大学举

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一一剖析。

州肯恩大学开展外国硕士、博士学位教育，同意增

行的合作创办温州肯恩大学签约仪式，并作重要讲

设计算机系统、国际英语教学、国际工商管理等8个

话。这期间，因为工作关系以及对母校的关注，我

硕士专业和教育领导学、教育心理咨询与督导、教

一直保持着与肯恩大学及有关部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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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高水平、国际化”的办学定位，学校将坚

记者：在创建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的进程中，温

定“三步走”战略。经历了2006年至今的初创期，迈

州肯恩大学下一步将如何发力？

入2020-2025年规模化发展时期，温州肯恩大学将进
王北铰：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重点建设

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加大建设投入、开设硕博研究

对象，温州肯恩大学将继续以国际化、高水平大学

生项目、大力开展科研工作等。2025年学校在校生

为目标，努力成为促进中美教育文化和经济交流的

规模要达到7000人（硕博研究生生500人），专业

重要平台和桥梁。在办学中，加强与美国肯恩大学

要达到31个（硕博专业11个）。2026-2030年将是学

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进一步探索招生方式和机

校创新突破的超越期，办学规模将从7000人规模发

制，加强师资和办学质量保障。

展到8500人规模，同时提高办学水平，加强内涵发

着眼于温州肯恩大学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围绕
记者：作为一所中外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在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温肯声音奠定基础。

高校基本职能，结合中美合作办学特色，全面推进

展，真正实现“基于母体、超越母体”，成为中美合
作办学的典范。

温州肯恩大学结合中美合作办学和当地侨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乡特色，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文化交流环境，包

和国际交流合作，加快论证实施新一轮五年战略发

文字 | 金叶

王北铰：温州肯恩大学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括与美国肯恩大学互派交流生，聘用外国文教

展规划。“立足地方、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积极

来源丨温州新闻客户端

开放度高、包容性强，这里聚集着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

专家来温，开办“温商学院”、“华侨学院”及“浙

思考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

高素质人才。学校紧密结合中国国情与区域经济文化的

江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举办系列全球和中美

略以及地方发展中的优势和作为，积极参与地方建

发展需求，创新中美融合教育教学模式，建设世界级教

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会等，让温州肯恩大学

设，同时积极推进校地互动、产教融合，推进市场

育水平的国际化大学，打造世界级教育水平的校园、教

真正成为温州展示国际化水平的重要窗口，更

化开发肯恩小镇，抓紧推进3000亩校园规划用地的

学与科研体系、师资以及服务与管理，积极推动我国高

好地促进中外合作交流。

规划、建设和开发。

对外交流“重要窗口”建设中担当怎样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为充分借力顶尖智力资源，

等教育综合改革，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文化发展。
学校所处瓯海区是著名侨乡和外贸大区，在这

把脉学校发展战略，高质量推进学校高水平国际化

里，我们规划建设肯恩小镇，引入国际教育交流、异

大学建设，今年10月9日，我们成立了温州肯恩大学

国文化体验、欧美风情休闲等诸多业态，打造“一所大

专家咨询委员会，包括8名院士在内的15位国内外专

学，一座小镇”。

家学者重磅加入，他们将成为我们的高级“思想库”

温州肯恩大学积极与当地政府积极对接改善周边

和“智囊团”，进一步提高学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

配套，现在一个国际化大学的规模已初步形成。另外学

前瞻性，加快温州肯恩大学高水平、国际化建设进

校还成立了海外传播中心、中美书画艺术研究院等，为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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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杂志专访王立校长：
于斯起锚 航向世界

渗透和实践。
“第一是自由选专业。”王立解释，因为学生在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受到到父母的影响，
或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即将学习的专业，往往等到学
习了半年至一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学习此类专业。
“为了保证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的决定，那
就是支持学生在入学一年以内，可以申请转专业学
习。”
在温州肯恩大学，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如刚开
始学习数学的学生，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对建筑

20世纪50年代，王立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

产生兴趣，在经过申请后，学校便允许他转专业到

庭，家里父母都是老师。从小耳濡目染，他在心里

建筑学科。这样的做法虽然听起来十分个性化，且

种下了成为教师的职业理想。

对学生成长有利，但学校为此承担的风险无疑十分
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筹备设立温州肯恩大学。

巨大。

1975年，王立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成

2014年3月31日，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温州肯恩

为赤脚教师，从那开始，他先后教过小学、初中、

“举个例子，原本学数学的学生一旦转专业，

高中、大学，带过硕士和博士，几乎涉足过教育领

学校的建筑实验设施必须马上建立，而本来聘请的

域的所有岗位。

数学老师不足以承担教学任务，学校还需重新聘请

相较于国内其他八所合作大学，创建于2014年

两个“自由”保障

建筑专业老师，在经费方面会存在很大支出。”王立

的温州肯恩大学还很年轻，但她学习借鉴美国的高

搭建国际通道 加快学生成长

表示，每年在招生阶段学校都会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等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融会贯通中美教育经

的慎重讨论，但为了对学生负责，学校还是承担着

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未来必将大有可为。

2020年，是王立成为教师的第45年，半生心血
铺洒讲台，他对于“当老师”的热情未减分毫。

大学。

不光如此，现任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的王立，

当今世界，教育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越来

有着极为丰富的留学与游学经历。从捷克的海洛夫

越多的家庭将出国留学列入孩子的教育规划中。王

斯基物理化学研究所，到后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

立直言，留学经历对于个人成长非常重要，对人生

“第二个自由即是自由选择学习地点。”温州肯

中外合作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备受国人关注，其

博士后，至今为止，他已走过了四十几个国家，访

观、世界观的形成，以及对事物看法的全面性有非

恩大学作为中美合作大学，90%以上课程从美国肯

发展状况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我国高等

问了150多所全球顶尖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而如

常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他走过的国家越多，越

恩大学引进，并引用美国的教学体系，采用国际原

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晴雨表”。而年轻的温州肯恩大

今，他这双丈量过世界学术领域的双脚，走上了国

来越深地感受到“对家乡黄土地的眷恋”。

版教材内容，共享美国肯恩大学的数据库和电子资

学作为国内三所中美合作大学里，唯一的一所由双

王立表示，作为我国教育国际化的一扇窗口，

巨大的风险和经济压力，将这一条准则坚守下来。

际化教育的新路途。他又将引领温州肯恩大学这所

因此，几乎走遍世界的他携手爱人从加拿大回

源。在学校搭建的国际化学习平台上，温州肯恩大

方公立大学共同建立的合作大学，在未来办学道路

尚且年轻的高校，在中外合作办学的道路上开辟何

到了家乡浙江，将一生所学献给家乡文化和教育建

学的学生可自由选择在中国或美国的校园里学习。

上，承担了更多责任，也必将带来更多示范性的意

种风景？

设。

可以说，温肯的学生既能在家门口享受国际化教

义。
在创建之初，温州肯恩大学即被列入中外合作

育，又可迈出国门进入美国学习。

《留学》记者怀着对温州肯恩大学这所中外合

2019年初，王立就任温州肯恩大学校长，在这

作高校的好奇之心，对王立博士执守桃林的钦佩之

块结合了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和美国优质高等教育

情，抛出采访邀约，希望能翻开他的人生之书，一

双重优势的试验田，着手实践他对于国际化教育理

中美两所公立学校碰撞

学，温州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目标是将其建设成为

窥其积淀半生的教育理念与育人情怀。

念的构想。

擦出跨时代火花

一所在温州有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国

在温州肯恩大学，有一个特别的办学理念，叫

温州肯恩大学是中国浙江省和美国新泽西州友

际有特色的世界级国际性大学，成为中外合作办学

作“为不同的学生找不同的发展方向”，王立用“两个

好省州合作项目，是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美

自由”生动地阐释了这条理念在学校日常教学当中的

合作大学。2011年11月16日，国家教育部批准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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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温肯出发
走向世界

向温肯学子递来橄榄枝。

扰多变的世界局势中，从容应对各项挑战。”

“进入温肯，你将拥有跨文化沟通的能力与走

提到疫情对世界各领域造成的冲击，王立表

随着交通、通讯手段的极大丰富和迅猛发展，

向世界舞台的勇气。”7月高考结束后，王立作为温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

州肯恩大学的校长，在致高考生的一封信中曾说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挑战。疫情之初，学校组织

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道：“温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和搭建的国际化教育平

师生开展网课教学，为了把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

因此，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台，为你走向世界奠定基础。站在APEC的台前，用

身处不同时区的老师调配安排在同一张课表上，学

在王立看来，中外合作办学作为快速培养国际

一口流利的英语展现自我风采；带着自己的研究论

校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王立笑称，这简

化人才的优选方法，自有其独到之处。“年初疫情当

文，与行业领域学术大咖交流分享……这些都可能

直是“跨越时空的网课”。“别的不说，仅仅是学生

前，我们学校马上组织起来，利用来自35个国家和

是未来你的校园日常。于此启航，走向世界。”

在网课期间的技术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难关

示，对温肯而言，疫情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地区的外教优势教育资源，成立了国际翻译组织，

—有的老师身处通讯设备设施不好的国家，信号较

在疫情期间帮助大家交流、沟通，包括防疫物资进

弱，课堂上信号中断、卡顿的情况比比皆是。”

出口的咨询等，力所能及地做了许多实事。”浸润在

疫情铺天盖地，网课中的问题也接二连三。

学校多元文化中的温肯毕业生，日后走向世界，将

为了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学校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

多一重保障与信心。

连轴转，一步步解决这些“这辈子头一次碰到”的问

作为中外合作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国际化师

题。

资水平在浙江省乃至全国名列前茅。全校有来自35

王立在一波又一波疫情的艰难转折中，也寻到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任教师140多人，其中90%以上的

了国际教育新的突破口。采访的最后，他的语气中

“我们与国外高校合作办学，就是因为国外的

教师全球招聘，大部分具有国际教学背景和博士学

疫情是挑战也是机遇。

不乏希望和憧憬：“疫情的传播、扩散实际上就是个

一些大学在教学体系以及教学内容方面，存在值得

位。王立说道：“高水平的师资保证，这也是我们最

2020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将重大

国际化的问题，是人类共同要面对的。所以从另外

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王立说道，通过合作办

终得到一个高水平教学结果的前提条件。”

考验降临到所有人头上。数以万计的生命遭受病痛

一个角度来讲，国际化是客观存在的，现如今全人

从2012年至今，温肯现已走出五届毕业生，

折磨，无数人的工作与学习生活陷入停滞，机构、

类面临着共同的问题，疫情，环境，包括气候等这

学方法以及教材设置等方面，但与此对应，也不应

企业乃至国家都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损失。疫情蔓

些问题，都要靠我们全人类联手解决。所以从这个

该忘记，中外合作办学，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土地

延至今，不仅一个人的命运与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紧

角度来讲，我们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推进教育国际

上开办学校。“我们培养的是我们事业的接班人。”

密相连，全球也无一个国家可独善其身，国与国之

化是为了这个机遇。我们一定要办好这样的学校，

王立告诉《留学》记者，为了使学生既有国际视

间也注定要因这“地球村”命运相关，“人类命运共同

来迎接我们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挑战，一起来把

野，又兼具家国情怀，必须在教学中让他们有机会

体”的含义在当下无比清晰。

这些问题解决掉。

学，中方学校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学习国外先进的教

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所以，温州肯恩大学在引进

在这场几乎改变世界格局的疫情下，作为教育

“虽然与国内的许多百年老校相比，温肯只是

美国课程的同时，也开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与

工作者，王立深有感触。温肯在新学期给学生的开

个刚刚出生的垂髫小儿，但随着中外合作办学越来

学第一课上，便强调了“使命”“担当”和“感恩”。王立

越多地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校的发展速度越来越

我们的国情课程名称叫‘古与今’‘辩与思’，古与

超过六成学子选择继续深造。在他们收到的录取通

希望，学生们能够更快成熟起来，承担起时代赋予

快，今年，学校已经招收了第一届硕士、博士生，

今就是讲中国的历史文化，辩与思，则是涵盖了中

知书里，不乏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爱丁堡大学

他们的使命和担当，“疫情是无情的，但我们的学生

教育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温肯

国特色理论的时政课程。”王立表示，要教育学生了

等世界顶尖名校，很多温肯学子甚至同时拿到了几

在疫情中也受到了许多启发和教育，认清自己的初

会慢慢将她的成长成果展示在大家面前。”对学校未

解中国的情况，热爱、感恩自己的祖国，做一个服

份常春藤联盟学校的offer。而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

心和使命。学校也将在未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

来满怀信心的王立，如是说道。

务于国家的人才。

所、华为、汇丰、字节跳动、腾讯等企业更是纷纷

全球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助力温肯毕业生在纷

文化课程。

来源 |《留学》杂志总1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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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生物信息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被认定为
“2020 年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A CITY OF THE WORLD
A UNIVERSITY OF THE FUTURE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0023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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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学术研究

温州肯恩大学四大科研机构正式揭牌

学术研究

学术研究

温州肯恩大学四大科研机构
正式揭牌

WKU Magazine NO. 05

温州肯恩大学中津大数据人才培
养基地正式成立

为促进我校科研发展，加快推进产学研融合，

温州肯恩大学社会与当代计算研究院负责人

津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协同、

2020年11月9日下午，温州肯恩大学中美人文交流

Sujatha Krishamoorthy博士表示，该研究中心为师生

合作育人，为学校提供大数据分析应用实践机会，

研究中心、温州肯恩大学品牌发展研究院、温州肯

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鼓励师生进行跨学科研究，

同时有助于提升中津大数据研究院行业应用和技术

恩大学交互式学习及沉浸式虚拟现实研究院、温州

以期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演讲最后，她

攻关能力，实现校企共赢。双方将共同迎接未来的

肯恩大学社会与当代计算机研究院四大科研机构揭

为来宾介绍了现有的强大的师资队伍和未来发展计

挑战，取得更大的突破。

牌仪式在商学院大厅隆重举行。学术副校长杨毅欣

划。

最后，王振宇博士、王北铰书记、许书利副校

博士、副校长严晓鹏博士、商学院院长曹江博士、

商学院院长、温州肯恩大学品牌发展研究院

Sujatha Krishamoorthy博士、陈宥辛博士、科研办金

负责人曹江指出，品牌研究院的成立，将学校资源

2020年10月28日下午，温州肯恩大学中津大数

纯主任及部分师生代表出席了本次仪式，共同见证

更好地与温州品牌深度结合，真正促进产学研一体

据人才培养基地正式成立。成立与揭牌仪式在我校

这一重要时刻。

化，通过数据分析推广学校资源，助力温州产业更

商学院一楼举行，中津大数据研究院负责人王振宇

才，强化实践实训平台建设，温州中津研究院与温

好发展。

博士、我校党委书记王北铰、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

州肯恩大学开展深度合作，该基地目前以数据中国

利、理工学院负责人Larry Brown等领导、相关部门

项目为载体，为温州肯恩大学的学生提供了实习和

人员与学生代表出席揭牌仪式。

实训的平台。数据中国项目已经积攒了几千万条中

活动伊始，科研办主任金纯为大家介绍了学校

长、理工学院院长Larry Brown共同为温州肯恩大学
中津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据悉，为加强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

科研机构现况。过去一年，学校现有的四所研究机

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回顾了过去几年学校科研

构举办了8场活动，参与者累计达4500余人。4位负

领域从无到有的迅猛发展过程。他直言，在疫情期

责人累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18场，发表论文7篇，

间，诸多师生仍然克服重重阻力，在重要期刊上发

“你们很幸福，不出校门，就可以在这个实训

推进合作项目24个。她相信新的四大科研机构的成

表有影响力的作品。未来，他鼓励教师利用好新添

平台上享受到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指导实习，同时获

立，将促进温肯科研进一步发展。

的四大平台，充分激发学生好奇心、创造力，期待

得在科技公司实战的机会。”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

温肯科研能有更长足的发展。

为揭牌仪式致辞并介绍基地未来工作规划。许副校

文字丨王智耀
图片丨王智耀

温州肯恩大学交互式学习及沉浸式虚拟现实研
究院负责人陈宥辛博士表示，该机构旨在探索AR、

仪式末尾，副校长杨毅欣、副校长严晓鹏、商

长表示，作为高科技企业和高校，双方今后将积极

VR的广泛应用场景。沉浸式技术在未来将有无限可

学院院长曹江、Sujatha Krishamoorthy博士、陈宥辛

安排企业代表和教师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成果和

能，他欢迎所有师生，无论是艺术、设计、还是计

博士共同为4所科研机构揭牌。

产业融合。共享基础设施和设备，积极探索创新的

算机等专业都能参与到这场探索之旅，共同探究数
字技术之于教育的无限潜力。

温州肯恩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品牌
发展研究院、交互式学习及沉浸式虚拟现实研究

同技术研发，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理工学院负责人Larry Brown院长通过分享自

副校长严晓鹏、商学院院长曹江、理工学院副教授

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强调人人都生活在大数据时代

Sujatha Krishnamoorthy 以及人文学院陈宥辛博士担

以及大数据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Larry

任主要负责人。

Brown强调大数据的重要性与价值，寄语学生要充

展，为当地产业提供专业科研服务，以推动地区社
会经济发展。

向世界展示中国城市发展的信息平台。

合作模式和体制，共同培养高技术高技能人才，协

院、社会与当代计算机研究院分别由王北铰书记和

四大研究机构希望合力促进各自领域学术发

国大小城市的数据，是一个有科技内涵，同时可以

分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利用这个平台来学习，从
而在未来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中津大数据研究院负责人王振宇博士指出，中

文字丨赖秋红
图片 | 汤涟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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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生物信息学国际
科 技 合 作 基 地 被 认 定 为“2020
年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温州肯恩大学的科技合作走出“国际范”，开放

才。团队成员已承担4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

创新呈现新格局。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公布了

个省级科研项目和2个市级科技项目，累计获得科研

2020年省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载体认定名单，名单

资助经费100余万元。团队成员还在包括SCI等国际

共包括32家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家省级海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75篇，其中包括1篇 Nature和3

创新孵化中心、12家省级“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和

篇Genome Research。

5家省级企业海外研发机构。其中，由温州肯恩大

近年来，温州肯恩大学积极在国际科技合作上

学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领衔的生物信息学国际科

进行拓展，学校不仅与美国肯恩大学共建浙江省肯

技合作基地被认定为“2020年度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

恩创业创新研究院，更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等世

地”。

界知名大学建立科研合作关系。而基地也根据自己

2020年12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

人、具有视觉传感器的机器人、第一台以双脚走

省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简称国合基地）是指

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谭建荣教授作客温州

路的机器人、波斯顿大狗、阿尔法狗（alphago)、

在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国际技术转

肯恩大学，为温肯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从机器

FANUC智能机器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谭建荣

移、承担国际科技合作任务、促进浙江国际科技合

人到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发展趋势》的精彩讲

院士细致地讲述了关于从机器人到智能机器人的10

作水平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具有进一步发

座，分享了他对中国科研未来发展的思考。

大里程碑，引起了现场师生的广泛兴趣。同时，谭

展潜力和引导示范作用的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

院士指出，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工

校、科技中介、孵化器、科技园区等机构载体。国

智能的应用层面，对算法的研究较少，希望未来有

合基地是浙江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参与国际科技竞

更多数学相关研究者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中，共

争与合作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对全省国际科技合作

同促进我国这方面核心技术的提升。

的发展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

“机器人的概念不是专研技术的人提出来的，
而是文学家创造的。”
1920年捷克作家K·凯比克的科幻本中首次提
出了Robot概念，从机器人到智能机器人，1967年日

的专业优势，积极与其他学校进行合作交流。
据悉，随着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获批，基地将

本第一届机器人学术会议，首先提出了具有代表性

最后，本次讲座主持人王立校长用“名师的课”

的定义。讲座中，谭建荣院士从机器人的历史与文

形容整场讲座。他说，谭院士的这场讲座将对温肯

进一步发挥学校作为中外合作大学的优势，汇聚多

化、智能机器人的概念、智能机器人的分类、人工

师生如何更好地开展科研带来更多思考和帮助。

元化人才，进一步深化科技、教育、人才等各方面
的改革创新。

智能的研究方向等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智能机
器人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并运用大量的案

文字丨王智耀

对于基地的未来研究和发展，基地负责人杨

例，为我们描绘了智能机器人目前的应用与关键技

图片 | 王智耀

毅欣博士直言：“未来将以肿瘤生物学、新抗生素研
发、病毒引起的宿主炎症风暴的基因特征等方面的

术。
20年代科幻本中出现的Robot名词、50年代美

温州肯恩大学生物信息学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研究为方向，继续推进与美国以及一带一路等国家

国作家I·阿西莫夫提出机器人学（robotics）、60

专注于生物医药、大数据方面研究和开发。目前团

的科研合作，并积极服务于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年代美国AMF公司生产的万能搬运versatran机器

队成员共11人，均为拥有博士学位的海外高层次人

区建设，促进温州产业转型升级。”

文字丨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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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艺术史老师在温待了一年
多，爱上了温州非遗

音乐，他们击打的鼓。每个地区，每个社区都有自

他们把纸变成艺术品，他们也会赋予比赛

己的船，自己的团队，自己的标识。他们都聚在一起

团结与社区团结的意义。他们欣赏戏剧，并将

为他们的团队加油。

剧团融合在一起，并将其转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

因为温州人知道个体无法为社区带来巨大的改

温州人不仅可以生存，而且可以将一切变

变，但个体可以帮助他人。可以说，集体的胜利，就

成美好的生活庆典，这就是为什么温州如此特

是个体的胜利。

别的原因。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和任何纪念碑或寺庙

这是一种战斗文化。你与自然搏斗，你与他人
我叫米克·保尔森·巴赫默，来自美国。我是
温州肯恩大学的艺术史老师。一年前我来到温州，
随即爱上了这里的一切。

的感受。细纹刻纸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能够在一

是，这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让人们得以延续他们的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东西。
在温州，我有机会看到这里的人们在做什么，
不仅仅指博物馆里展示的东西，而是一种生机勃勃、
繁荣昌盛的传统在延续，文化就包含在其中。
我第一次看到细纹刻纸的时候，感觉它是一幅
好的木刻画或版画。之后我意识到这是刻在纸上的。

在温州，非文化遗产集中表现在它们的创新和

个空间里看到一个古老的传统起源。
细纹刻纸可以被应用在很多地方。在应用中，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我经常问的第一件事就

一起搏斗，这就是龙舟竞渡的精神。

当你一生都专注于某一件事时，它给了你一个

会到了与某种文化或某一群人相联系的感觉。

对温州传统的热爱上。
来源丨浙江新闻客户端

因此，温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了务实的商

它慢慢改变适应所需，也仍然葆有原始内涵。它有
自己的历史并将延续。

一样重要。正是通过非物质文化，我们才真正体

业观和社会观，以及温州文化所特有的对传统的崇
敬。

提升到更高层次的机会。这种专注需要付出很大的
牺牲。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孤独的过程。
在中国，只有一个剧团在演出瓯剧，就在它的
中心地带，它的家乡，南戏的发源地——温州。
瓯剧的特色就是它的唱腔，还有就是音乐。它

而纸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材料，很难达到这样的雕

有锣鼓、有琴，有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念白，念白

刻水平。“这太神奇了”，这是每一次看到细纹刻纸时

讲的就是温州的口白。
这个剧团现在有 80 名成员，剧团使得瓯剧得
以保存。成员们也许会离开，但支持剧团的传承者
们却一直在这里。他们挖掘新的学徒，把他们带到
剧院里，培训他们，帮助他们把传统传承给下一代。
塑造并团结一个团体的因素之一就是经常发生
的竞赛性活动。
温州最大的竞技比赛之一就是龙舟赛。整个社
群聚集在一起，装饰他们的船、服装。他们演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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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or“私藏”，快来看看
温肯的宝藏 STAFF

PART-2 英语语言中心何晓璐 ：

PART-3 学生事务中心江怡滢 ：

行走的中外零食图鉴

德语语言能力者

温肯 RHD 江怡滢老师，毕业于德国吉森大学，
主修对外德语教学，辅修德语语言学。提起德语的相

在温肯校园内，有一群脚踏实地做着自己平凡的工作，用自己的青春和专业，默默为温肯校园发展奉献

关话题，江怡滢老师的眼睛里满是欢喜。
虽然在德福考试中考取 18 分的高分（满分 20

的人们，他们就是身处各个行政岗位上的温肯员工们。这些 Staff 中有的身怀 “绝技”，有的博识多学，妥妥

分），但江老师在大学时并没有读研的打算，直至

的是温肯校园内的隐藏 “宝藏”。

交换生期间，导师曾让同学们运用 “Liebe”（爱）一
词造句，其中一人的造句是 ：Liebe ist ein Irrgarten
ohne Ausgang. ( 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 )。在此之
PART-1 校办公室朱思达 ：

表示自己先前经常打篮球，为了提升自己在场上的表

CrossFit 混合体能训练认证教练

现，就开始做一些力量和耐力训练，从而慢慢接触
到 CrossFit 训练。对他而言，一周正常的训练要坚
持五至六天。
朱思达老师有自己的 CrossFit 综合训练场馆，

该如何锻炼呢？温肯校园里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健身达

师，她就是来自英语语言中心的 Lulu 老师。
中外饮食文化大不相同，零食也是口味各异。提及

前的她一直觉得德语学习有些许枯燥乏味，但这句
话让她突然意识到德语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一门
浪漫的语言，从此她开始打算在德语学习上进一步

中外零食文化差异，Lulu 老师说 ：“每个国家的零食都有

的规划。研究生期间，她选择德语教育为深造方向，

着各自的特点。比如日本多网红零食，颜值高，口感细腻，

希望能将自己的所学教授给更多人。

而且每年都会参加 CrossFit 全球公赛 “Open” 以及

赏味期限很短，类似的零食有白色恋人饼干，Royce 生巧

虽然现在的工作和德语并无太大关联，但江老

杭州、上海等地的赛事。他还在温肯带出了不少体

克力等 ；韩国的零食口味比较适中，不甜不咸，和中国

师每天早上会听德语电台广播，坚持练习德语，用德

能 “达人”，其中一位在国民体能大赛杭州站中取得

零食接近，例如蜂蜜黄油杏仁，蜂蜜黄油薯片 ；再比如

语书写自己的每日计划，以此能保持对德语的熟悉

了 16 名的好成绩。

英国，零食的甜度非常高，就像 Brownie 蛋糕，它甜度

感。

“同学们要在注意安全的前 提下，坚持 锻炼，

WKUers 想要拥有好的身材和身体素质，那应

在温肯隐藏着一位对中外零食颇有研究的宝藏老

惊人，要高出普通甜度的一至两倍。” 在她看来，英国的

她还提到自己曾想要在校内开设德语选修课，

均衡饮食，保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的平衡

薯片口味十分独特，有盐醋味、松露味…… 这些口味很

但因为不是 “native speaker”，开设课程的打算并未

摄入，做到运动和饮食的多样性，多多接触新运动。”

特别，会促使大家因为好奇去购买。

实现。虽然如此，但她还是将从事德语教学作为自己

这是朱思达老师想对同学们说的。

“我在英国时发现当地的咸口零食较少，十分想念

人朱思达，他是校理事会的执行秘书，是温肯校篮

中国传统风味的牛肉干和鱿鱼丝，于是从论坛上找到了

球队前主教练，是 CrossFit 二级教练（温州仅两人）。

一对做代购的中国夫妇，定期从他们那里买一些中国的
零食以解思乡之情。” Lulu 老师还分享道。

什么是 CrossFit ？CrossFit 健身体系训练属于

日后的目标，希望把储备的德语知识教给更多想深入
学习德语或计划去德国留学的同学们。
“德语学习是有乐趣的，如果同学们有任何关
于德语学习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咨询呢！” 她说。

工作之余，她还会和 ELC 的老师以及外教分享零

通用体能准备，其所涵盖的项目众多，如举重、体操、
有氧运动等。通过这个体系的训练，人们的身体素

食，近期分享的是芋头片、鸭舌、手工甜品等。“大家平

质可以有全方位的提升，包括力量、速度、柔韧性、

时工作都挺忙的，我想让他们通过吃零食的方式补充能

肌肉耐力、心肺耐力、爆发性、协调性。CrossFit 训

量，缓解压力。”

练的基本体 现是 “Constantly varied”（持 续多变）,

Lulu 老师还给大家安利了不少零食 ：酥脆不腻的

“High intensity”
（高强度）,“Functional movements”
（功

Doritos 芝士味玉米片、好吃到断货的 Chikalab、口感

能性动作），是一个适合所有参与的综合训练体系。

细腻的浅茶家芝士条、来自大草原的草原犇牛牛肉干以
及健康可口的枣泥核桃糕。

提及为何开始进行 CrossFit 训练，朱思达老师

“吃零食要平衡美味和健康，要适量食用。” 这是她
最想对 WKUers 说的。

文字｜韩璐
图片｜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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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学子为博茨瓦纳参赞当随
身翻译，这是一个和温暖有关
的故事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hina Foundation Forum，简称为 CFF）2020 年会平行 论坛在温州举行。论
坛还举行了浙江驰援博兹瓦纳物资交接仪式上，博兹瓦纳大使馆商务参赞卡哥·达米安·塔帕（Mr. Kago
Damien Thapa）现场接受了来自温州和宁波等地的至爱公益、码尚科技等一众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捐助，物

在温肯，我迈出了同传的第一步

资总计 37 万件医用口罩和面罩。

据悉，Thapa 参赞 2015 年始就在北京的博兹瓦纳驻中国大使馆工

而在博兹瓦纳大使馆商务参赞卡哥·达米安·塔帕（Mr. Kago Damien Thapa）身旁，一直有个忙碌身影，

作，此次来温州也是他疫情后的第一次出行。从机场接到 Thapa 参赞起，

她就是温州肯恩大学国际商务大三学生吕燕婷。

他就一直在询问吕燕婷目前温州的疫情情况以及为博兹瓦纳捐赠的公司
背景。吕燕婷说 ：“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感叹中国是如何快速
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当一部分世界需要帮助时，中国总会第一个伸出
援手。就像参赞说的，当中国收到了博兹瓦纳的求救信号时，中国人民

比起你的能力，别人更能感受到你的温暖
国疫情增长跳动的数字，而是加入到真正援助的队

就知道了博兹瓦纳这个国家。当今天的物资运到博兹瓦纳时，博兹瓦

翻译，吕燕婷以其流利的英语，专业的工作态度获

伍中来。这个年轻的姑娘动情地说 ：“比起你的能力，

纳的人民也会永远记住中国。”

得了一众好评。而这不是吕燕婷第一份翻译工作，不

别人更能感受到你的温暖。”

身为博兹瓦纳大使馆商务参赞 Thapa 此行的

仅如此，吕燕婷还曾任学生大使副主席，现在仍是

从温州肯恩大学的学生到参赞的随身翻译，这个大三姑娘脸上，

吕燕婷作为 Thapa 参赞的随身翻译，还和温

有着超乎寻常的淡定与从容。

Startup Grind Wenzhou, 学生大使以及 RA 的一员。

州的高温青年们一起打包这些医疗物资，并参与物

“是温肯的多元化和全英文教育鼓舞着我迈出了同声传译的第一

她拥有丰富的校园活动经验，不仅是 2019 温州肯恩

资交接仪式。365 个装着口罩、面罩的箱子在仪式后

步。” 吕燕婷如是说。在做同声传译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遇到口音以

大学校园开放日活动负责人之一、2019 年百城百校

被工作人员搬上车子，从温州的港口出发运向南非的

及随机翻译的问题，但吕燕婷在温肯的两年多时间里，学校全英文教学

演唱会负责人，还是 2020TedxWumaStreet 志愿者。

博兹瓦纳。Thapa 参赞一直和她强调，这些对于博

以及全球化师资，让她有幸接触了来自十多个国家老师。和老师接触交

但这次活动，仍然给了吕燕婷很大的感触，这

兹瓦纳而言不仅仅是口罩和医疗设备，更是博兹瓦

流，让她真切地感受到多元文化与宗教的差异，而这些在日常学习生活

是疫情后，她第一次真真切切、不再是看网站上各

纳最紧急时刻最诚挚与及时的援助。这也让她非常

中潜移默化进行的积累，让她在接待博兹瓦纳参赞时起到了非常大的

动容。

作用。

她说 ：“这些物资将会被分发给博兹瓦纳，那

吕燕婷透露 ：“在参赞到来之前我会提前询问其信仰宗教以避免饮

是一个离我们 10556 公里的地方，它们将被分发给我

食上的差异，同时也要做大量的背景调查去了解这个国家的疫情情况，

们素未蒙面但却拥有同样热血的非洲人民。而这些

经济情况以及商业场合的社交礼仪，这都是我在学校的国际商务课程中

对于我们来说已经非常充足的医疗资源，对于他们

学到的。”

来说却是日日担忧生活中的一份保障。”
文字 | 范晨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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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新声丨吴哲：00 后少年
身处主持一线 13 年，拿奖到
手软

漫漫主持征途，点燃逐梦年华

但在当时，距离晚会的开场仅剩两个小时，主持工

学理念。” 他说，温肯拥有支持他各方面发展所需的

幕。这届艺术节主持军团的主力成员之一就是我们

在吴哲的电脑里，有一个专属的 Word 文档记

作前期复杂，除了要梳理流程，还要花大量的时间

平台和资源，他想要同温肯一起成长，为学校做出贡

的主人公，他是英语系 2020 级新生，来自浙江宁波

录了自己从小到大参加的各类活动与比赛，小至校

撰写主持稿，和各部门各环节进行对接。尽管之前

献，创造价值。

的吴哲。

级，大到国家级，其中不少是他在主持方面获得的

有丰富的主持经验，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多项

奖项。沉甸甸的收获见证了他的成长，也为他主持

任务，确实是他第一次遇到。主持稿只有几个关键词，

自己的偶像，励志成为一名双语主持人。“赵音奇老

之路上的坚持与热爱留下了脚印。

一切只能靠现场随机应变，对吴哲来说，这场主持

师的英语发音，中英切换能力以及主持风格都是我所

是困难，更是挑战，既考验他的心理素质，又考验

向往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见到他。” 吴哲计划在四

他的专业素质。也正是因为这次主持经历，使他得

年后申请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朝着双语主持梦更

到了作为线上大众评审参与《我是歌手》线上录制

进一步，同时借助自己的双语优势，成为文化交流传

的机会。

播的使者。

温州肯恩大学第二届校园艺术节近期已成功落

从小对声音充满热爱，可以手握话筒自信主持，
也可以像模像样说段评书，还可以即兴来场脱口秀
…… 吴哲不仅主持功力了得，英语更是说得溜。曾
获得全国创新英语大赛全国一等奖，也曾获得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的 offer……

虽然才满 18 岁，今年却是吴哲 “主持生涯” 的
第 13 个年头。
与主持的结缘，源于他小学时的一次演出表现，
班主任发现了他的主持天赋，就借机鼓励他参加各

谈及未来，吴哲一直把双语主持人赵音奇作为

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现在还是未来，希望吴

类比赛以及演出。
从校园走到省市平台，吴哲粗略估算了下，自
己主持了不下 200 场活动。一开始，声台形表全靠个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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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语相伴成长，梦想永驻心底

哲可以继续乘风破浪，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学习和主

吴哲从小开始接触全英文课堂。来到温肯前，

持领域都能闯出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人摸索，后来吴哲还特别拜师宁波当地一位主持人，

吴哲已 获得了美国威 斯康 辛大学的 offer，同时也

系统学习专业的主持技巧。“作为主持人，不仅要具

收获了许多奖项 ：2017 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文字丨韩璐

备一定的写稿能力、应变能力，还要充分了解受众，

（NEPCS）全国二等奖，2019 年全国创新英语大赛全

图片 | 受访者提供

和各部门对接场控、灯光、机位以及和观众的互动。”

国一等奖、全国 50 强，2019 年由《环球时报》举办

现在的吴哲，俨然已是一名经验丰富的 “资深”主持人。

的中学生创新英语综合测评 A 级测评等……

丰富的主持实践经历，还让他登上了全国性的

正因为有着扎实的英语基础，初到温肯的他已

舞台。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在全国创新英语

完全适应了全英文的教学环境，并以优异的成绩升

大赛的结营晚会做主持。最初吴哲只是英语大赛的

入 04 课程（大一春季学期课程）。来到温肯后，他坦

参赛者，但在过程中，热情的他抓住机会和工作人员

言自己很喜欢与外教交流，也喜欢外教课堂的氛围，

交流。通过和他的交谈，工作人员发现了吴哲的主持

更感谢他们给予的鼓励。“温肯恩有着全英文的教学

天赋，就决定将最后结营晚会的主持工作交给了他。

环境和美式教育体系，而且我也十分认同温肯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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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 2020 年秋季校园招聘会来袭
副校长化身主播，与美肯联合直播课堂开课啦
“DaKa”中国打卡温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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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拥抱世界的城市
一所面向未来的大学

My color on us——温肯第二届艺术节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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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大使与温肯学生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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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大使与温肯学生面对面

科学不能被定义，但可以被想象与演绎，被对

在首场分享会上，三百余名温肯学生齐聚温州

话与寓言。2020 年 10 月 18 日下午，2020 世界青年

肯恩大学商学院报告厅。大使杜尚·贝拉化身文化使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天都在实验室里，

科学家峰会科学分享会第一场在温州肯恩大学拉开

者，现场介绍斯洛伐克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等多

进行实践项目，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

帷幕，从科学家跨界至外交官的斯洛伐克驻华大使

方面，让大家对这个遥远的东欧国家有了更深的认

用到实际中，让学习更高效，学到的

杜尚·贝拉与大家分享他如狂想曲一般充满惊喜的

识。使者杜尚·贝拉讲道，中斯两国建交已久，在

东西也越多。他寄语在场学生 ：“科研

精彩旅程，诠释了游走于科学和外交 “行者” 的人

科技方面开展了很多合作，他看好科技创新和中斯

之路漫长，刻苦努力学习是最基本的，

生意义。

区块链合作，坚信创新是未来数字经济增长的基石。

从很小的一步慢慢积累，只要迈出去

从 2019 年最具有创新的经济体排行榜上可以看到，

就是成功的开始。” 分享会最后，百余

家转身，与青年学子面对面，点燃他们对科学的好

中国位列第 16 名。他相信，中国与斯洛伐克在科技

名温肯学子共同举起 “让科学更精彩”

奇心，让它发光发热。今年该版块分为精彩的三部曲，

创新领域有着诸多可能性，随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绿色飘带，与杜尚·贝拉合影留言，

从科艺交融、跨界碰撞和使者人生三个维度，寓科学、

“16+1 合作” 的深入推进，将为双方带来新的发展机

记录这珍贵时刻。

见世界、言未来，用三个乐章共同构建明日科学世界

遇。

据了解，科学分享版块旨在让 “神秘” 的科学

在互动环节，当被问及 “对学生做科研有什么

的未来交响曲。

建议” 时，杜尚·贝拉坦言，他曾在

文字丨金叶 赖秋红
图片 | 王智耀 杨思匀
来源 | 温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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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举办的第二届艺术节在 2020 年 11 月 13 日正式落下帷幕。艺术节持续将近一个半月
的活动中不只有唱跳、文学、科技，还有茶艺、花艺等精彩的 workshop 让你来倾听艺术的声音，思考艺
术的魅力。

My color on us——温肯第二
届艺术节圆满落幕

本次闭幕式主要分为节目表演、颁奖仪式、游戏活动三个部分。校 Groovy 乐队的表演正式拉开了
闭幕式的序幕。接着，学术副校长杨毅欣 (Eric Yang）分享了自己对 Just Dance 和 Just Sing 舞台的留恋，
并鼓励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要体验多彩的大学生活。

It’ s Show Time !

You Deserve It !

Have Fun Here !

VOK 社和码头诗社的诗歌朗诵用细腻的文字和真挚的情感传达

在精彩的表演和展示环节之后，最令人期待的

本次的闭幕式不仅是舞台上主角们的独角戏，

了作者们的心声。来自 Just Dance 和 Just Sing 舞台的佼佼者们表演了

就是颁奖了。之前站在舞台上表演和展示的他们，

穿插在表演、展示环节中的游戏活动也让台下的观

《凉凉》、《sorry sorry》、歌曲串烧等节目，用酣畅淋漓的演出再一次抒

同时也是在艺术节活动中取得优秀名次的选手。或

众多了一份参与其中的乐趣。

发了他们对舞台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坚持。
神秘嘉宾 - 温肯知名校友、2020 届的张卓学长也来到了现场，作
为往届艺术表演的常驻嘉宾，他给大家带来了惊喜表演 ：
《Perfect》
。
艺术团中的中国舞队、流行舞队 、合唱团也悉数到场，其中，
古典舞串烧中展现的文化魅力更是惊艳全场。最后，合唱团一声悠扬
的 “Kean University” 宣告了演出的结束。

“击 ‘鲲’ 传花”，两只气球 “鲲” 在幸运儿们

许，他们的比赛已经结束，但是，属于他们的时间
从未停下脚步。闭幕式的舞台再一次被他们的光彩

的手中传递，是一份来自艺术节的祝福；“剧本接龙”，

照亮，颁奖典礼不只是对他们努力的肯定和赞赏，

同学们在台上复述着风趣的台词，是一份触手可及

更是对他们未来的祝福和期望。

的快乐 ；而最终抽奖环节的大奖——电瓶车，则更

此次的颁奖嘉宾更是 “重量级”，他们分别是 ：

是一份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在闭幕式的最后，党

学术副校长杨毅欣 (Eric Yang）、党委委员、国情

委书记王北铰进行总结发言，并对温肯艺术节的未

中心主任应永宏，商学院院长曹江，理工学院院长

来寄予了更高的期望。
最后，在大家的欢呼和喝彩声中，艺术节落下

Larry Brown , 还有英语系教授 Michael Watkins。这
些熟悉身影的到来让观众的热情更盛、掌声愈烈。

了帷幕。虽然今年的艺术节已经结束，但生活的艺
术永远不会缺席。温肯艺术节，我们来年再会。

文字丨贺问凡 王清越
图片 | 陈锦楷 杨思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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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 2020 年秋季校园招聘会来袭
为满足我校学生对工作岗位的多方需求，2020 年 11 月 19 日下午，由校职业发展中心牵头的温肯 2020

WKU Magazine NO. 05

副校长化身主播，
与美肯联合直播课堂开课啦

秋季综合招聘会在商学院一楼举行。青山控股、大发集团、利时集团、中津研究院、航天云网、冠盛集团等
近 20 家大型企业前来 “招贤”。

现场优质企业云集

2020 年 12 月 2 日上午，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化

随后，去年曾在美肯交换的学生涂檑铭远程连

身主播，协同美肯历史学孔旭荣教授、STEM 学院

线美肯，化身两校交流的友好使者，用流利的英语

Marshall Hayes 教授，借助谷歌地图实时联动远程

为大家介绍了温肯崭新的住宿环境及公共活动区域。

直播，为美肯校长 Lamont O. Repollet, Ed.D.,Felice

值得一提的是，杨毅欣副校长和涂檑铭同学

盼望温肯儿 “留在温州”

Vazquez 高 级 副 校 长、Sue Bousquet 学 术 副 校

都精心地介绍了中国的抗疫经验，从校门口新冠肺

本次综合招聘会参会企业近 20 家，涵盖中国

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胡正长一

长， 美 肯 商 学 院 Jin Wang 院 长， 美 肯 理 工 学 院

炎应急处置流程图再到入境中国需要走的防疫流程，

企业 500 强、中国房地产 100 强、A 股上市公司、新

行与我校副校长夏彩国亲自来到招聘会现场，关心

George Chang 院长， 美肯人文学院院长 Jonathan

无一不展示着中国抗疫的决心和努力。

三板上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国内知名企

今年疫情下的学生应聘情况，调研企业满意度与了

Mercantini 院长以及学生远程介绍了校园景色、学

业，力求少而精，精准匹配温肯儿求职意向。据了解，

解企业资质实力。

校规划、学校防疫及中国的抗疫经验，赢得美方连

抗疫、中美两国防疫的差异等话题做了进一步探讨。

连称赞。

杨毅欣副校长认为，中国目前的抗疫成果得益于政

本次招聘会提供就业 / 实习优质岗位 200 多个，覆

胡副局长与夏副校长一家家地向用人单位了解

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副校长杨毅欣从校门开

在 QA 环节，美方围绕着校园的防疫、中国的

府、社区及社会大众共同的努力，其中文化是影响

盖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互联网、建筑、设计、

情况，询问本次招聘会的招聘情况。“对于招聘，企

教育和供应链等各个行业。

业与学校是互补需要，本次招聘会都对到场的公司

始，依次向大家介绍了学校食堂、教学楼、商学院、

进行了严格筛选，双方都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胡

陈天龙美术馆等主体建筑。他特别强调了即将竣工

副局长说道。

的葛和凯大楼，这栋宏伟的建筑将为温州肯恩大学

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我们需要 共同面 对这

的整体布局再添华彩。

一挑战，互助互利，共克时艰。最后，历史系主任

学生们手持简历与现场的招聘企业进行面对面
交流，现场招聘人员也详细地介绍自己企业情况和
人才需求，部分公司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来自金

“之前就有温肯的毕业生在特斯拉工作，温肯

抗疫成效的重要因素。
正如 Lydia Kaplan 教授所言，病毒不分国界、

融专业的陈同学早早地就带着简历来到招聘会现场，

的学生英语好，有国际视野，综合能力强，工作能力

纵观温肯校园的设计整体布局既融合中西方文

Elizabeth Hyde 教授呼吁大家好好反思本次疫情的

陈同学表示非常感谢学校安排的这次招聘会，让他

受到一致好评。” 特斯拉本次的招聘负责人表示，温

化，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每栋建筑都呈现出独有

经验教训，同时表达了对温肯能够安排此次直播的

可以不出校门就能参加招聘，非常方便。

肯是本次特斯拉在温州开设校园宣讲会的唯一一家

的特色，又结合了中国的山水布局，力求整体画面

感谢。

大学，他们就是看重温肯的学生质量。

和谐统一。站在校史馆，杨毅欣副校长远程介绍了

部分企业直接现场给温肯儿发放了offer，现

近些年温肯的成就，新的理工大楼、学生活动中心、

场的一位招聘人员说 ：“之所以进高校开设这次招聘

据悉，温肯学生的综合素质广受现场招聘单位

会，主要是想让学生通过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更

的认可，此次招聘会后，部分企业还纷纷表示希望

体育馆建设都已提上日程，将在不久的将来助力温

加直观 地了解企业，我们也能 直接了解学生情况，

与温肯能进行更深入的合作，比如以共建实习基地

肯更长远的发展。

从而让更多的人才留在温州。”

等方式。

本次直播，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体现了中美合
作院校在特殊时期相互关照，互联互通的合作精神。

文字 | 赖秋红
图片 | 王智耀 管艳群

同时，杨毅欣副校长还走入了建筑与设 计学
院的设计课堂以及商学院的课堂，坐满学生的课堂，
文字丨王智耀
图片 | 王智耀 丁骏哲

热情洋溢的笑脸给美肯的教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出课堂，美肯的 Xurong Kong 教授忍不住发出了
惊叹 ：“在这个时刻你们的课堂竟然坐满了学生，太
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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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Ka”中国打卡温肯

们也跃跃欲试。曾上过央视新闻的俄罗斯小伙德米

2020 年 11 月 22 日上午，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
指导，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浙江省委网信办、

作品。另一边是国情课程上同学们的花艺作品展示。

日拿着毛笔写下了 “中俄友好” 四字。综合球馆的打

美丽的花环、花束，吸引了不少女性来宾，她们纷

卡项目是温州非遗艺术——彩石镶嵌和米塑。

纷戴起花环，现场自拍地不亦乐乎。来自津巴布韦

漫步在校园中，就职于和平国际医院的毛里求

的留学生米莱说，看到这些学生作品，哪怕没有亲

斯外科医生苏玛感叹说，温肯不同于其他大学的地

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副校长夏彩国和党委委员、

身体验，也能感受到温肯丰富的课程设置和浓厚的

方在于，它把生活和学习的环境结合地很融洽，“如

国情中心主任应永宏。

校园艺术氛围。

果一个大学，能让学习渗透在生活的习惯中，那么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江省网络文化协会、温

“我们设置了两条线路——Back to the past（回

在商学院一楼的展示馆，校领导们亲自为嘉宾

州市委网信办、浙报融媒体科技承办的 “打卡中国

到过去）和 Ahead to the future（前往未来），你们

们介绍着学校的总体设计布局和发展历史。嘉宾们

事。” 参观完宿舍区，来自马维拉的 Theresa 感叹道 ：

Daka China” 网络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温

要选哪一条呢？” 主持人向打卡团抛出了一个路线

听着讲解，浏览着温肯的发展历程，用双眼记录下

“在这里学习、生活一定很幸福。”

州举行。40 余位来自近 20 个国家的网络国际传播达

选 择 题， 吸引了大 家 的 好 奇 心。” “I will go to the

它在进步道路上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

人及近百位网络媒体代表齐聚温州，从 “浙” 里起航，

future” “我要选择过去。” 大家讨论得不易乐乎。分

综合球馆前的广场上，学生会、Alpha 等社团

通过这些网络传播达人和媒体团的眼睛展现在更多

一起为中国打卡。

组后，两组人员带上了不同颜色的手环，开始了在

组织以摊位为窗口向嘉宾们展示了温肯丰富多彩的社

海内外朋友的眼前。自 2016 年以来，温州市委网信

温州肯恩大学是此次打卡活动的第三站，也是

温肯的探索之旅。“Back to the past” 一组将从寝室

团文化并准备了玩具公仔等精美的礼品。日语社的

办与温州肯恩大学开展网络文化传播合作，指导并

唯一个高校站点。120 余位五湖四海的客人们齐聚温

开始出发，重回大学的寝室时光。而 “Ahead to the

切糖、堆积木等互动活动让打卡团乐在其中。街舞

挂牌成立温州肯恩大学海外网络文化传播中心、海

肯，深度体验温肯中西交融的校园氛围，感受温肯

future” 组则将第一个目的选在了科技感满满的商学

社的快闪表演，更让打卡团一度挪不动脚步。在现

外短视频创作基地、海外网络文化传播培训基地。

儿的青春风采。

院大楼。

场氛围的感染下，温州本土网络达人凯丽和阿乐也

目前，已协同开展《外眼看温州》等 20 多项国际网

进行了表演。温医大的留学生阿达还用中文唱起了
《至

络文化传播活动。

进步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就会是一件自然而轻松的

“打卡中国 Daka China” 将温肯的国际化氛围

欢迎仪式上，温州肯恩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

学校还设置了书画体验、学生作品展示、非遗

长郑晓东代表学校对打卡团表达了热烈的欢迎和衷

体验、社团展等 4 个不同主题的打卡点。在商学院

心的感谢，并期待他们能在温肯这所充满活力的大

4 楼的打卡点，学生大使们用 pad 现场展示自己制作

在榕楼宿舍区公共空间，国学社准备了书画体

文字丨傅于真 贺问凡

学感受到不一样的国际氛围。当天现场出席的还有

的视频，建筑设计系的同学们则晒出了自己最新的

验打卡环节，同学们现场挥墨，引得这些国际友人

图片 | 王智耀 杨紫涵 丁骏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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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Recently, Times Higher Education Periodical has publishe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a strong patriotic sentiment,

cooperate with Kean University, manage students and plan

WKU students have become actively involved on the world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power of partnership, the full text

WKU students can enhance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and

for WKU’s development.”

stage, participating in APEC conferences and world youth

follows.

will stand out in an era of globalisation.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s, as well as other international
He adds: “At present, the world situation is much more

volunteer initiatives and exchange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preparing

Lessons to learn

complicated, seeing increasing conflicts among different

students for challenges. Chancellor Wang Li discusses

When he became WKU’s chancellor, Dr Wang visited

values.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I do believe inclusiveness is

Dr Wang has long maintained inclusivity and embraced

the importance of partnership and inclusivity to its

other partnership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University of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 spirit of lifelong learning, with a noteworthy academic

success.

Nottingham Ningbo,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career. Prior to this role, he served at the Office of

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 Duke Kunshan University,

But how does he define inclusiveness? It goe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at

The mission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KU) is to

the Guangdong 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accommodating different views, regional and ethnic

Zhejiang University. During his career, he has visited

prepare students to become the entrepreneur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Shenzhen and Beijing

cultures, according to Dr Wang. He explains: “It requires us

150 universities across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has

future. With its slogan of “start here, go anywhere”, more

Normal University-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United

to maintain independent thinking amid understanding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academic recognition in the fields

than 60 percent of its undergraduates go on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to learn about their challenges and

assimilation, to view issues critically and innovatively with a

of functional polymers and nanomaterials. He has also

graduate studies at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experiences.

global perspective, so that we form a complete worldview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SCI/EI papers that have appeared

and values.”

on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and the Engineering

40 percent of them have been accepted by top-ranking

Index (EI).

universities such as Harva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College

Dr Wang observed that every university had their own

London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As a province-state

academic fields of strength, and that there were lessons

“This is, what I belie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friendship project between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and

to be learned from similar partnership institutions. How

challenging part of internationalised education.”

New Jersey in the US, WKU is committed to preparing

universities are managed and the model for cooperation are

students to succeed and innovate in today’s knowledge-

also key differentiators: “We need to learn from them and

The hope of tomorrow

year witnessed the evxpansion of its academic portfolio

based economy.

explore our own path,” he says.

At WKU, students experience inclusiveness at first hand,

to include three doctoral and eight master’s programmes.

according to Dr Wang. They can enjoy events such as

It also plans to make considerable investments in

Behind this success is the strong sense of partnership

Looking to the future
WKU’s strategic plan towards 2025 is ambitious. The past

between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nd Kean University,

Importance of inclusiveness

dinner with the chancellor, student research day and

infrastructure, with a projected capacity of 7,000 students

which began in 2011. “We are the outcome of the

Dr Wang believes that academics at every level mu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r take part in organisations

in five years.

partnership of two parties and could be the bond between

embrace inclusiveness as a guiding principle.

such as the student government. Wang believes that giving

This means the university is investing heavily in several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mselves is crucial to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cluding new buildings for

the two sides,” explains WKU’s chancellor, Wang Li.“The
way we have cooperated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e

“A Chinese proverb says that Gentlemen seek harmony

building a university that is future-oriented. He adds: “I a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e and deisgn. Other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o

but not uniformity. This might be the best explanation

glad to hear new perspectives from the young generation.

plans include a new student centre and advanced research

establish WKU, is significant.” He believes that with a US

of inclusiveness,” he says. “I champion this when we

They are the hope of tomorrow.”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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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ssador Dusan Bella :
Ignit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innovation

High-end Think Tank: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dvisory Committee holds its
Founding Ceremony

On October 17, one of the trilogy of “Imagine the Future”

economies in 2019, China ranks 16th. He believes that

and first science sharing panel of the 2020 World Young

China and Slovakia have tremendous possibilities in the

Scientist Summit, “The Envoy-Slovak Imagination” was

field of innovation,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the blockchain

held in the CBPM Auditorium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echnology.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16+1 cooperation”

On October 9th, Wenzhou-Kean University spearheaded an

ofSciences and President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The Ambassador of Slovakia Dusan Bella shared with the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Advisory Committee, a top-tier think tank with a total of 15

University, Jinguang TE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udience his magnificent cross-border life, from scientist to

countries, he confirms the two parties embrace a bright

scholars and experts involved. The Secretary of Wenzhou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diplomat.

future.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Mr. Weijun CHEN, Member of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uowei XIE; Academician of the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Secretary-General Mr. Ju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Shanghai

As it is reported,this year the science discussion is divided

Before the speech, he was asked for suggestions on

WANG and Deputy Mayor Ms. Xiaoshu TANG attended the

Jiaotong University, Deyue YAN; Academician of the

into a wonderful trilogy,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oing research. Mr. Dusan Bella confessed, research is

ev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Dean of School of

science and art integration, cross-border collision, and the

lifelong pursuit, which requires constant hardworking. To

life of the envoy. It aims to make “mysterious” scientists

start is most difficult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preliminary

The Committee has a strong lineup with eight academicians

Meifang ZHU; Fellow of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coming down from on high to face-to-face talk with young

success, then one just need to work step by step. He had

and seven experts participated. They all have profound

Canada, Fellow of the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students to ignite their curiosity and enthusiasm about

been in the laboratory every day for a long time, carrying

experience in related fields such a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ience.

out projects. “It will be more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if you

internationalized education,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Shenzhen), Shiping ZHU; Fellow of the Royal Swedish

can apply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practice” as he

Universities.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Lund University,

Mr. Dusan Bella gave an elaborative introduction o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onghua University,

further reminded.

Sweden, Sven Lidin;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of Macau

Slovakia’s history, culture, economy, technology,and other

The committee members ar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spects to around 300 WKU students on the spot, shifting

At the end of the sharing session, three hundreds of WKU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Presid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ole to be a cultural envoy. With his introduction, the

students raised the green ribbon of “Make Science More

Zhaohui WU;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audience ha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tant

Wonderful”, and took a group photo with Mr. Dusan Bella

Sciences and Former President of Zhejiang University, Wei

Eastern European country.

to record this precious moment.

YA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ambassador Dusan Bella told, China and Slovakia

and President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riter: Alisa LAI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for a long time and

Jinguang TENG;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have carried out many cooperation projects in science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and technology.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innovation is the

Kong, Zuowei XI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cornerstone of future digital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of Sciences and Professor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ranking of the most innovative

Deyue YA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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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ohort of 27
Graduates Arrive at WKU
Capmus
Leadership of Kean

former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the US Department

After the announcement, the Advisory Committee held

On September 5, Wenzhou-Kean University launched

of Commerce, Jiannan HUANG; former Secretary-General

its first conference, which themed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inaugural cohort of 27 students of the Master’s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ianhai LIN; Professor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nto a high-level and international

Doctoral programs. This significant moment underscored

University takes lea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hance to

of Zhejiang University, Fellow of American Society of

university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Experts and scholars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University and represented a

acquire such grea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e and Bioengineering, Yibin YING; Director of

have actively made contributions based on their own

milestone in its development.

WKU benefits educators like me in many ways.”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This is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University saw a cohort of

WKU graduate program uses English as the medium

in Running Schools, Xiamen University, Jinhui LIN; Dean
of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Qiushi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on a

graduate students, aging from 22 to 44 years old, enrolled

of instruction, and adopts the curriculum and training

DistinguishedProfessor of Zhejiang University, Xianguo

variety of topics ranging from University’s expansion

in the three programs. The cohort includes 11 doctorate

programs of the counterpart program of Kean University in

YAO; professor at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Fellow of The

strate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d.D.), 12 students in

the US. Graduates will be awarded Master’s and Doctorat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and member of the American

communications, the growth of faculty team, management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M.A.) and 4 in Biotechnology

degrees from Kean University in the US, which can be

Chemical Society, Sergey Vatsadze.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institutional accreditation, etc.

science (M.S.). WKU provides substantial scholarships to

accredi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80 percent of the incoming graduate student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Wenzhou-Kean

In the closing speech, Mr. Beijiao WANG stressed, the

University, Mr. Beijiao WANG presided over the ev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Advisory Committee is a significant

On the spot, graduates were warmly greeted by staff and

step towards a world-class institution. It paves the way for

welcomed with exclusive packages containing canvas bags

At the event, Chancellor Li WANG made an elaborate

the University’s advancement in a much more precise way.

with WKU logo, T-shirts, notebooks, etc.

introduction about WKU and its previous achievements as

We deeply appreciate all the appointees’ efforts today, and

well a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before

will seriously consider every piece of expertise, integrating

Ms. Ye Junjun, one of the new students of Ed.D. program

the official Appointment Letter Awarding Ceremony kicked

inspiring ideas into the university’s further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serves as the Associate Dean

off. Deputy Mayor Ms. Xiaoshu TANG and Chancellor Li

of the School of Design, Zheji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Writer: Alisa LAI

WANG issued the appointment letter to three academicians

College of Industry and Trade. Although she has already

on-site and 12 experts, who were participating the event

established herself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senior

online, announcing they were the members of the Advisory

administrator herself, she cherished the opportunity to

Committee.

further study in WKU. “Learning is a lifelong pursuit,”
she stressed, “The doctorate program of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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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home! New WKUers!
Taiwan, Hong Kong regions and countries like America,
Korea etc. He said the event was even more auspicious as
it heralded the presence of the inaugural cohort of students
of the Master’s degrees in Biology, TESOL as well as
students of the Doctoral program in Education Leadership.
This underscored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University and
represented a milestone in its developmen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opened its doors to nearly 800

He further stated, 2020 was a year with unprecedented

freshmen at a joyous Convocation Ceremony held on the

challenges. Covid-19 has changed our lives, international

Front Lawn of the University on Saturday night.

relations and thrown us into huge uncertainties, but
he believed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makes it

The school leaders,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together with

even clearer that the fate of humankind has been closel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a Chinese-American jointly established higher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freshmen and the first cohort of 27 graduate

interwoven and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s irreversible.

institution with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 status.

freshmen gathered to celebrate this significant moment of

One should rise to these challenges with acknowledging

their lives. The event was staged after the raging COVID-19

three keyword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Cooperation

In June 2018,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Zhejiang Province listed WKU as

pandemic took hold in Wenzhou and it unfolded virtually

and Contribution which were the fundamentals of WKU

one of the exemplary China-foreign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supporting it to become “an

and in-person in open ai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WKU

education as well. Dr. WANG concluded his speech by

internationalized and world-class university”. In November 2019, WKU was approved to

community. Parents could attend the event via broadcast

encouraging all youngsters to be pioneers in the global

offer Master’s and Doctorate degrees (Ph.D., Ed.D. and Psy.D.).

live on Bilibili. Vice Chancellor Dr. XU Shuli presided over

setting, to be advocates of partnership and contributors of

the event.

society.

ways of development”. Being best suited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 of China and serv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kicked off with a well-

Acting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Dr. Eric Ya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University strives for excellence in

choreographed dance performance, igniting the evening’s

applauded the extraordinary commitment demonstrated by

growing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ly reputable university providing world-class education.

atmosphere, followed by the national anthems of the

the WKU community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pandemic. 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praised the efforts of the faculty during the spring semester

America.

for developing and delivering 473 courses online. He wa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dedicated to the mission of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Writer: Alisa LAI, QIN Jiaqi

delighted that students made a seamless transi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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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y stepped
into university. GONG Junzhe advised freshmen to make
a detailed 4-year plan to pave the way for their academic
success and future growth
Approaching to the end, New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Lamont Repollet, sent his warmest welcome to new
students via video. “The Covid-19 pandemic required all

James R.Heller, Consul General
at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anghai, and his Delegation
visits WKU

of us to adapt and reimagine what a university education
The Deans of the four Colleges including Business & Public

is all about. We rose to the challenges. We all did. We

Management, Liberal Arts, Architecture & Design, Science

learned that our students’ desire to learn, to move forward,

and Technology delivered motivational video addresses

to accomplish more, cannot be stopped.” He reminded

On December 14, James R. Heller, Consul General at the

to the incoming freshmen. In a memorable speech, Prof.

them that they “carry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their own

U.S Consulate General in Shanghai, and his Delegation

Aloysius Wong of Biology representing the College of

and their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all of those who came

paid a visit to WKU. Chancellor Wang Li, Vice Chancello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llenged the freshmen to

before you”, let those hopes and dreams lift you up.

Eric Yang, Xu Shuli, Yan Xiaopeng, and Xia Caiguo met with

look beyond to their future careers as entrepreneurs,

the delegation.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academicians. He concluded

To conclusion, the host today vice chancellor Dr. XU Shuli

emphatically with “Are you ready to embark on this

inspired all attendees to equip with curiosity, it is the key to

To start with, the delegation visited the classroom,

adventurous journey?”

advanced learning, research and discovery. Right here, at

students’ dormitory, activity room, public space and took

campus, world class thinkers, creators and producers will

a look of the panorama of the University. They exclaimed

The event saw the attendance of the alumni as well as

guild you out of questions of vexing complexity. He told,

how rapidly the university established within a decade.

keynote speaker WANG Yongfu, who serves as a lecturer in

the key to success is to reject the easy path and follow

Computer Science at WKU making a witty speech entitled

your commitment to your fellow team members and fellow

On behalf of WKU, Chancellor Wang Li extended a heartfelt

international faculty team as well as the endeavors between

“Study harder, Play hard.” He reminisced on his first

humans. “Do not aspire to make a living, aspire to make a

welcome to the delegation in the following meeting. He

the two Universities to switch from a teaching-oriented

impressions about WKU in 2012 and his metamorphosis

difference”, he reminded.

elaborated on the progress of the University ranging from

normal University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Dr.

school teaching, curriculum setting, source of students,

Xu Shuli made his points from ad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rom an introvert to a confident graduate. He likened

contributions it made to forge a better bilateral relation.
Vice Chancellor Eric Yang further introduced the strong and

university to a crossroad and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coming days, these bright and ambitious freshmen

scientific research,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the

cooperation. They both expected a good turnaround

and told the audience to study harder and maintain high

will begin the Pre-University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cooperation between WKU and Kean USA during the

prevailing over the strain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at

academic integrity.

(PIEP) before hybrid instruction officially launches for

Pandemic, and the school expansion plan.

glob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could be resumed

the new Fall 2020 semester. The University’s remaining
The ceremony also featured presentations by students.

students will return to campus in a staggered schedule.

Lead singer Su Ying and her group gave a rousing

soon.
Mr. James R. Heller spoke in Chinese to show his respect.
Writer: Alisa LAI

He highly appreciated the efforts and fruitful outcomes of
Writer: Alisa LAI

performance of the WKU anthem before delivering

WKU, especially, he highlighted the pivotal role that WKU

her message of encouragement. She was followed by

has played to strengthen the non-government exchanges

the President of Student Government GONG Junzh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and Student Board of Trustees NI Peipei, who 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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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Selection:
Chen Tianlong Art Museum
Opening Exhibition held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oday!
On December 12th, Chen Tianlong Art Museum

The spotlight of today’s event, Mr. Chen Tianlong thanked

cheered for the achievements of Chen Tianlong in the

A symposium themed on Letting Go of the Heart: Chen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at Wenzhou-Kean

all the staff behind the scene and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oil painting area. “Mr. Chen’s works are unique which

Tianlong and Chinese Oil Painting was the next item on

University. 69 artwor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first

for making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He agreed on WKU‘s

sometimes resonate with history, while present abundant

the agenda. Well-known artist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exhibition named as Natural Selection. Wenzhou

inclusiveness and innovativeness spirits and further stated

life experiences. This museum goes beyond a single

freely and boldly, bring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esh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leaders, renowned scholars and

that “I hope that the Art Museum will be like an invincible

function as an exhibition district, but also facilitates

varying interpretations of oil paintings.

artists, university leaders,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flower on the prairie, adding beauty to art and education,”

research in multiple dimensions.”

celebrated this significant moment together.

the famous oil painter Mr. Chen Tianlong said emotionally

The project founder as well as the host today Vice

at the ceremony. Later, Mr. Wang Beijiao honored Mr. Chen

Mr. Chen Shengfeng, vice chairman of the CPPCC of

contributed 50 paintings, which constitute the majority

Chancellor Dr. Zheng Xiaodong extended a warm welcome

with a donation certificate.

Wenzhou reviewed the rich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is city.

of the total volume. This institution affiliates to Wenzhou-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is institution since it is

Kean University, which was initiated by Vice Chancellor Dr.

to all attendees and paid homage to Mr. Chen Tianlong. He

The museum is named after artist Mr. Chen Tianlong, who

couldn’t contain his excitement in the speech, saying “Green

Arts could not be confined to national boundaries. On

the first museum named after an individual artist located

Zheng Xiaodong three years ago. With tremendous efforts

represents vitality, just like the Chen Tianlong Art Museum

behalf of artists, Mr. He Hongzhou,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t the University in Wenzhou. He regarded it as a new

and dedication, today we finally saw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on this beautiful campus. After three years of meticulous

Oil Paint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cultural brand and new cultural highland, which will boost

museum. In the future, it will forge closer cultural bonds at

preparations, today this project eventually opens a new

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promote cultural and

home and abroad, enhance the university’s cultural vibe,

chapter.”

aesthetic undertakings.

and advance cultural programs and industries of Wenzhou.

Mr. Wang Beijiao,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Finally, Mr. Chen Shengfeng, Mr. Chen Tianlong, Mr. Wang

			

WKU hailed for this moment, “We are glad to see WKU

Beijiao, and Mr. He Hongzhou jointly unveiled the museum

campus having ushered in numerous talents today. The

before the first exhibition opened to the public. For the first

inauguration of the Museum is a great event in the history

time, visitors on WKU campus savored the unadulterated

of WKU. He replenished, “This pioneering project is not

joy of art.

only a platform showing artworks, but also a crucial carrier
for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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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class with Kean
USA kicks off on WKU campus
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2nd, Academic Vice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landscapes, and

In the QA session, further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Chancellor Dr. Yang Yixin serving as an anchor, together

strives for a harmonious and unified picture.Standing in

as campus epidemic prevention, China’s anti-epidemic

with prof. Kong Xurong of History and Prof. Marshall Hayes

the University history showcasing hall, Dr. Yang introduced

practices, a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of STEM College shared the WKU’s landscape, University’s

WKU’s breakthrough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ding to the pandemic

expansion scheme and introduc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ne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ent activity center

were conducted. Dr. Yang believes that China’s current anti-

China’s anti-epidemic experience with its American

and new stadium have been put on the agenda, which will

epidemic result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concerted efforts

counterpart in a form of broadcasting, which wins the

bolster the longer-term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of the government, communitie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ppreciation and compliments of the Kean USA.

near future.

and culture is a key factor lea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Meanwhile, Dr. Yang also took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Participants in Kean USA include Kean University President

the class of Architecture & Design and the class of Business

As Prof. Lydia Kaplan claimed, “there is no species at this

Lamont O. Repollet, Ed.D., Senior Vice President Felice

College. When catching the scene of the class, which was

particular period. Virus will not respect national boundary

Vazquez, Academic Vice President Sue Bousquet, Dean

filled with spirits uplifting students, Prof. Xurong Kong

or diverse races, cultures and regions. We should meet

of Business college Dr. Jin Wang , Dean of science and

couldn’t help but exclaimed, “At this moment, your class is

the challenges head-on to tide over the most trying times

technology college Dr. George Chang, Dean Jonathan

full of students. It’s amazing!”

together.” Last, Prof. Elizabeth Hyde called upon to mull
over the experience of this epidemic and thanked the

Mercantin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some students.
Later, student Tu Leiming, who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efforts of WKU making this event possible.

Against the first ray of sunshine in the morning, Dr. Yang

Kean USA last year, as a friendly messenger of exchanges

started from the front gate and introduced meticulously

between the two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gave an

This broadcast leveraging the power of technology

the main buildings including University canteen, teaching

impressive introduction of WKU’s new dormitory and public

demonstrates the mutual-connected and mutually

building, business school, and Chen Tianlong Art Museum

space in fluent English.

concerned between the two cooperative universities in this
critical moment of the Pandemic.

in turn. In particular, he mentioned the Ge Hekai Building,
which will be completed in mid-December. This magnificen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Vice Chancellor Dr. Yang and

construction will complete the overall layout of Wenzhou-

classmates Tu Leiming elaborated China’s anti-epidemic

Kean University.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raging from the flow chart of

			

Writer: Alisa LAI

emergency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at the school gate
Taking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WKU

to the mandatory epidemic prevention procedures before

campus, it not only integrates Chinese and Western

entering China, which demonstrate the China’s anti-

cultures, but also emphasizes diversity and inclusiveness.

epidemic determination and endeavors.

Each building present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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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ward Future: Sino-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y Annual
Conference wrapped up
successful
How library resources can advance education and personal

new challenges? Ms. LIN Li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development(to name a few). The event points the direction

Kong, Shenzhen enlightened the audience by sharing the

of Sino-Foreign University library development.

new practices of digital education at the Library of CUHKShenzhen.

As the Covid-19 rages around the world, what the epidemic
will exert influence on library service becoming a worth-

Kevin LI from CEPIEC complemented the topic from the

exploring subject. Ryan CASSIDY, Texas Tech University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delivered an inspiring speech, entitled Innovation Driven by
a Pandemic: How the Texas Tech Makerspace Adapted to

By the end of the webinar, the host today the Acting Library

On September 18th, the 3rd session of Sino-Foreign

the New Normal, during which, he introduced the University

Director Mr. YANG Le made a motivational closing speech.

University Library Annual Conference, themed as

new initiatives to leverage the community and how did they

He pointed out the conference held first-ever online was

Challenges |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was successfully

made a seamless transition by making the best of emerging

best testimony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eme today.

held online b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r. YANG Le

technologies in response to the unprecedented crisis.

Against this backdrop,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academic

the Acting Library Director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Besides, the emerging technology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services, libraries are encouraged to embrace the trend of

presided over the event.

library management. How will universities adapt to the

digital education. During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WKU library together with supports from Kean University

The last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has gathered scholars

made a swift cooperative action by switching fundamental

from University at Alban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Texas

service to remote format. It is one of many successful

Tech University, an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itiatives of WKU library to hug the digital education. He

Shenzhen; and senior practitioners in EBSCO, China

continued, the meeting serves as Think Tanker for academic

National Sci-Tech Information Imp. & Exp. Corp, China

librarians worldwide to meet a complex world challenge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mport & Export Corp. Ltd.,

by new technologies, new information ecosystem. The

covering a variety of topics, like strategic plan of the global

event casts a light towards the future of library service

library initiatives, partnerships and cooperation globally,

evolution.
Writer:Alisa LAI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0065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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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66

WKU Magazine NO. 05

More than 40 Foreign Faculty
Members Explore Wenzhou
Cityscape
On November 1st, more than 40 foreign teachers and their

the Ouyue Culture’s development into a fantastic play. Prof.

families from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enjoyed a fantastic

Toby Michelena commented he On November 1st, more

trip to Wenzhou, experiencing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of

than 40 foreign teachers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Wenzhou-

Wenzhou and Chinese culture.

Kean University enjoyed a fantastic trip to Wenzhou,
experiencing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of Wenzhou and

Wandering around Park Road, Wuma Street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Dragon Boat Park, appreciating the light show… foreign
teachers and their families had unforgettable moments and

Wandering around Park Road, Wuma Street and the

a cozy one-day journey.

Dragon Boat Park, appreciating the light show… foreign
teachers and their families had unforgettable moments and

One of the stops is Wuma Street—an epitome of Wenzhou’s
cultural change. It is a pla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which
combines modern and traditional styles. One of the
fresh teachers of WKU, Prof. Agnes Tang complimented:
“Although Shopping malls can be visited anywhere, Wuma
Street cannot be visited everywhere. I love the tranquil
atmospher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here

atmospher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here
which is a stark contrast between classical style and
modern commercial scene. I really enjoy the journey which

a cozy one-day journey.

enhances m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One of the stops is Wuma Street—an epitome of Wenzhou’s

After dinner, foreign teachers took their last stop of the day–

cultural change. It is a plac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which
combines modern and traditional styles. One of the
fresh teachers of WKU, Prof. Agnes Tang complimented:
“Although Shopping malls can be visited anywhere, Wuma
Street cannot be visited everywhere. I love the tranquil

which is a stark contrast between classical style and

Nantang. Rows of shops st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bank
with the lights on. As nightfall was approaching, the boat
started to move, and the light show began. The light show
condensed the history of Nantang’s millennium culture and
the Ouyue Culture’s development into a fantastic play. Prof.
Toby Michelena commented he had been to Nantang many
times, but each time he found new surprise.

modern commercial scene. I really enjoy the journey which
enhances my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breeze and the wind blowing the river, the cultural
experiencing-cruise-tour approached its end, leaving all the

After dinner, foreign teachers took their last stop of the day–

participants a sweet memory about Wenzhou and Chinese

Nantang. Rows of shops st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bank

culture.

with the lights on. As nightfall was approaching, the boat
started to move, and the light show began. The light show

Writer: Xiaotong FU

condensed the history of Nantang’s millennium culture and

Proofreader: Xinyuan YANG, Alisa LAI

温州肯恩大学

Wenzhou- Kean U ni v er s i ty

0067

温州肯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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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