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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活动
• 校长晚宴：温肯儿约会校长说了哪些“悄悄话”

• 教育部又添新规定，温肯学生从课程设置中获益

• 温肯举办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

• 500 名学生带着作品亮相温肯科研日

• 形如太空舱，温肯物理实验室建设完成

• 温肯“牵手”两家科技企业，为其输送温肯智慧

• 中美学子齐聚温肯，开启科学夏令营

• 温肯学子在世界各地致敬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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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聚焦 
• 王立校长提出温州肯恩大学未来发展“十力”真经

• 省委书记车俊调研温肯：坚持国际化办学方向 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 市委书记陈伟俊专题调研温肯：坚定不移向一流国际性大学目标迈进

• 浙江—新泽西 STEM 创新教育论坛在温肯举行

• 法拉希校长中国行

• 官宣！浙南首个托福考点落户温州肯恩大学

 学术研究
• 温肯校长王立团队摘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 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对我校进行首次建筑学专业学位评估

• 2019 学年全球商务咨询项目圆满落幕：企业、学生均收获颇丰

• 2019 年社交网络会议和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会议在我校举行

 专题报道
【毕业季】 温州肯恩大学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

【迎新季】开学典礼 | 挥洒青春，一路向前

【迎新季】王北铰书记的新生思政课

【迎新季】第一堂“最具本土味儿”的思政课

人物风采 
温肯最美学霸情侣，一个杜克一个芝加哥        

手握六所名校 offer，两所常青藤，又一位温肯学霸诞生

本科毕业入职“四大”？这位温肯学长为你支招

她，带着风靡全球的创业磨坊登陆温州

温肯学生亮相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

温肯外教欧迈珂钟情中国方言，还要“挑战”温州话

CONTENT 目
录

主编：应永宏

副主编：王葛琼

文字编辑：范晨 王舒 于子淇 李越 何灏远

设计：蔡贝妮

设计助理：俞苏洋  

校对：沈徐舟 王奇

翻译：徐恺 陈跃



Wenzhou-Kean Universi ty Wenzhou-Kean Universi ty

WKU Magazine  NO. 02

温州肯恩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001 002

温
肯
聚
焦

王立校长提出温州肯恩大学未来发展

“十力”真经

省委书记车俊调研温肯：坚持国际化

办学方向 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

市委书记陈伟俊专题调研温肯：坚定

不移向一流国际性大学目标迈进

浙江—新泽西 STEM 创新教育论坛在温

肯举行

法拉希校长中国行

官宣！浙南首个托福考点落户温州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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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校长提出

温州肯恩大学未来发展“十力”真经

　　2011年11月16日，国家教育部批准温州大学

与美国肯恩大学合作筹备设立温州肯恩大学。

2014年3月31日，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设立温州

肯恩大学。同年7月，温州肯恩大学作为浙江省

唯一的教育项目列入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

磋商成果。

　　今年2月25日，有着丰富国际教育实践经验

和深厚学术背景的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王立被聘任为温州肯恩大学校长，为

温州肯恩大学翻开新的篇章。为此，他总结出

温州肯恩大学未来发展的“十力”真经：“定力、

尽力、耐力、毅力、能力、魄力、魅力、人

力、物力、财力。”

　　王立说：“第一是定力，我走过了40多个国

家，150多所重要大学，你会发现不管是经济好

坏，战争还是和平，国家都是在举国之力办大

学，大学是未来；第二是尽力，学生送到我们

学校，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把最好

的教育和管理给学生；第三是耐力，办大学是

一个周期很长的过程，有自己的规律，我们要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第四是毅力，

办学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发挥毅力坚

持下去才能看到美好的前景；第五是能力，学

校会和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我们要有能力

去解决这个事；第六是魄力，我们学校现在虽

然年轻，但我们要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实

现赶超；第七是魅力，学生为什么要到温肯来

读书，他们现在有太多选择了，我们只有发挥

温肯全球师资、美式教育、美丽校园的魅力，

才能让人向往；第八是人力，我们接下去要大

力招聘人才，引进优秀的教师和管理人才；第

九是物力，接下去我们将计划建造理工楼，里

面将配有各种先进的仪器；第十是财力。所

以，有了这十个力，我想来想去，这个学校没

有办不好的理由。”

　　为此，温州肯恩大学今年开始将大力开展

学科建设，大力支持科学研究，开展高水平科

研活动，建立国际化科研平台。下一步还将逐

步开展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用硕博教育和

科学研究创新助推温州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区

域的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温州肯恩大

学还将马上启动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项目，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王立校长致辞

　　今年 2 月底，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王立被聘任为温州肯恩大学校长。

　　这位新任“舵手”将带领温州肯恩大学驶向何方？

王立校长提出“十力”真经，为大家描述学校未来“奔

跑”路径。

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际化的、教学科

研水平高的人才队伍，向全球招聘，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来温肯。

　　据悉，部省会商及浙江省委已将温

州肯恩大学列入中外合作办学示范性重

点建设对象，支持建设国际化、高水平

大学。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温州肯恩大学

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所在温州有作为、

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

的世界级国际性大学，成为中外合作办

学的典范。温州肯恩大学现有在校生

约2000人，共开设会计、金融、英语、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商务、市场营

销、视觉传达设计、管理科学等11个专

业。毕业后，颁发美国肯恩大学、温州

肯恩大学双学位及温州肯恩大学学历证

书。

　　“温州肯恩大学是浙江省唯一一所

中美合作大学，有着小班化、全英文、

美国交换学习等办学特色，我们的目标

是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

端人才。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很多，但

是重头戏还是做好本科生的教育，而其

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吸引优秀的学生来温

肯学习。”王立将瞄准国际化高水平大

学，起飞他的“温肯梦”。

文 | 范晨

图 | 蔡贝妮

温肯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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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俊十分关注温州肯恩大学建设发展情况，他

考察了校园环境和学生宿舍。在学生公寓的公共空

间，车俊与正在参加2019年“中国寻根之旅”华裔青

少年夏令营温州肯恩大学瓯越文化营的小营员们进

行了互动。余依娜今年14岁，来自比利时，车俊不

仅亲切询问了她的祖籍，以及此前是否回过温州，

并希望她能在夏令营期间和更多的华裔少年成为好

朋友。车俊表示，温肯作为一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

大学，更应该利用国际化、多元性的平台，多举办

这样的活动，向华裔学生们传递中国传统文化。

　　车俊还来到了商学院大楼，我校党委书记、理

事长王北铰，校长王立对照着规划蓝图，向车俊书

记详细介绍了温肯建筑与设计学院、二期学生公寓

和操场的建设情况，车俊忍不住为温肯校园环境

“点赞”，同时他还仔细询问了温肯现在的校园规模

与师资水平，详细了解了学生毕业情况，并观看了

温肯最新的校园宣传片。

　　王立校长介绍道：“温肯现今有几项数据走在

高校前列：我们90%的课程是全英文教学；我们

有60%的毕业生选择出国继续深造，而且其中37%

温肯聚焦  

的毕业生进入的是全球前50名的大学。不仅如

此，我们学生的就业情况也非常喜人，银行、

保险公司、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我们学生

的就业主要去向。”

　　车俊还对温肯学生的科研水平和学校丰富

多彩的科研活动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现场，车俊充分肯定了温肯近年来取得的

成绩。他表示自己很早就想来温肯看看，今天

终于如愿。车俊说，创办温州肯恩大学，是时

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支持和推动的

一项重大工作。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温

州肯恩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温州市和社会

各界一道把温州肯恩大学越办越好。希望温州

肯恩大学坚持国际化办学方向，瞄准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水平国际化大学的目标定位，高标

准、高质量办学，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办好

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更好地为浙江高质量发

展提供智力支持。

文 | 范晨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调研温肯：

坚持国际化办学方向

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图为省委书记车俊到温州肯恩大学调研

图为省委书记车俊到温州肯恩大学调研

　　7 月 24 日下午，省委书记车俊到温州肯恩大学

调研。省委常委、秘书长陈金彪，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陈伟俊，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市

委副书记、市长姚高员等领导随同考察。我校党委

书记、理事长王北铰，校长王立等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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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5 月 28 日下午，市委书记陈

伟俊专题调研温州肯恩大学建设发展情

况。市领导胡剑谨、马永良、王军、娄

绍光等参加本次调研。陈伟俊书记强调，

要把温州肯恩大学建设发展摆在突出重

要位置，坚定信心决心，强化优势互补，

聚焦高水平、国际化，全力推动中美合

作办学走在前列、取得实效，坚定不移

地向“温州有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

影响、国际有特色的一流国际性大学”目

标迈进。

      陈伟俊一行参观了温州肯恩大学教学楼、商学院等地，

听取学校建设发展情况汇报，实地检查重点事项落实推进情

况，协调解决具体问题，研究推进相关工作。

      在温州肯恩大学商学院，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做了报

告发言，王立首先代表学校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

关怀表示了感谢，王立说：“温州肯恩大学是一所‘三重’的学

校，第一‘重’为温肯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见证的学校，受到党委

政府深切关怀；第二‘重’为作为中美友好省州重点合作项目，

温肯是促进中美交流和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与窗口；第三‘重’

为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温州，温肯能为区域转型发展带来

新动能。”

      王立还从温肯校园党建、教育教学特色、人才培养成效、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搭建平台提升对外交流能力、服务地方

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温肯过去7年取得的办学成果，同时就陈书

记部署的十大任务完成进展进行了汇报。更提出加大投入、

加快肯恩小镇建设、加大政策倾斜和常态化支持的恳请。

      调研中，陈伟俊指出，温州肯恩大学是改革开放的重要

成果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温州肯恩大学创

建、办学等提出了殷切希望，为我们办好温州肯恩大学指明

了方向。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始终关怀、给予支持，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建设发展。历经7

年探索与实践，温州肯恩大学发展态势越来越好，发展步伐

越来越快，总体影响力和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们有体制机制

优势，有良好基础条件，完全有能力把温州肯恩大学办得更

好，有信心把合作办学典范的旗帜树起来。

温肯聚焦  

      陈伟俊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办好温州肯恩大学的重要指示精神，高站位、高标准、高水

平推进学校建设发展各项工作。要坚定不移锚定目标定位，

按照高水平、国际化要求，全力把温州肯恩大学打造成为温

州有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的一流国

际性大学。要坚定不移创新体制机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不断完善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要坚定不移推进优势

互补、成果共享，充分发挥管理经验、办学模式等优势，强

化产学研合作、学城联动，加快走出一条合作办学的新路

子。要坚定不移推动顶层设计与扎实稳妥的有效结合，坚持

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推进学校建设发展，

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方向前进。

      陈伟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精

雕细琢推进项目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等，构建政府部门

支持、社会力量统筹的共建格局；要拓宽视野、更新理念，

把校园环境打造与周边环境综合整治结合起来，加大投入力

度，完善功能配套，加强资源共享，实现校地发展互促共

进。希望温州肯恩大学充分发挥办学层次高、师资力量强、

教学水平好等优势，为温州创新发展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

助力温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环大罗山科创走廊建设，打

造温州改革开放的重要阵地窗口，在温州高质量发展进程中

凸显更多温州肯恩大学元素。

来源 | 温州日报

图为市委书记陈伟俊到温州肯恩大学调研

市委书记陈伟俊专题调研温肯：

坚定不移向一流国际性大学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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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泽西

STEM 创新教育论坛

在温肯举行

教育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两大主题进行了分享。

　　美国新泽西州是浙江省的友好省州，而美国肯恩大

学是新泽西州一所公立的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管理学

等专业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建有新泽西州STEM教育

中心，在STEM研究方面走在全美前列。

　　2018年6月，浙江省教育厅与美国肯恩大学签订

STEM教育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STEM课程开发、师资

培训、姐妹学校、学术研讨等合作项目。根据协议，美

国肯恩大学将在STEM教育方面支持我省STEM课程开发

和研究，特别是中学技术和工程课程的资源与评价技术

研究；每年将派出STEM教育专家来我省开展教师培训、

学术交流等。同时，双方还将在我省举办一次STEM创新

教育论坛。

文 | 李越 崔闻珈 范晨

图 | 姜成 胡早行 汤涟猗

　　今年 6 月 1 日，由浙江省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和美国肯恩大学主办，温州肯

恩大学、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温州市

教育局、温州市艺术学校承办的浙江—

新泽西 STEM 创新教育论坛在温州肯恩

大学商学院举行。

　　本次论坛汇聚了中美多位重量级教

育行业嘉宾，旨在通过论坛探讨如何围

绕 STEM 教育，加强中小学技术与工程

教育，培育科技特色学校，探索科技高

中建设。

　　论坛上，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于永明表示，浙江是

中国最早探索STEM的省市之一，而新泽西州则是STEM

的发展基地，双方具有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推进

STEM教育。此次论坛进一步深化中美双方合作教育，美

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博士发表致辞，希望中

美双方加深对STEM教育的理解，并对未来进一步合作

提出了期望。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指

出，培养具有STEM技术的人才，被认为是全球人才核心

素养的关键，也与温肯的教育理念相符。美国肯恩大学

新泽西州STEM中心主任基思·博斯勤致辞，我们需要通

过如今的STEM教学为我们的孩子注入学习、创新、转型

的力量。

　　包括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宁波市实验小学、嘉兴

市实验小学、温州市实验中学、台州市第一中学、义乌

市第四中学等11所学校还与新泽西州的大麦舍普小学、

查塔姆斯中学、罗塞尔公园高中、阿斯伯里公园高中、

德尔兰高中、卑尔根县学院等签订了姐妹学校合作协

议，并将陆续开展多项STEM深度交流活动。

　　会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台州市第

一中学副校长吴君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管光

海博士分别代表中方进行主旨发言。张丰副主任表示，

作为转变学生方式与推进课程整合实施的典型实践，

STEM教育已成为学校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形成

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形态。吴君磊副校长以台州一中为

例，认为中学应化大为小，化繁为简，将庞大的STEM项

目分解成为一个个小项目，把STEM课程植根于分学科教

学中，使其走得更快、走得更稳。管光海博士认为，学

校的科技实践活动是多样化的，技术与工程的启蒙是关

键性的。他呼吁，浙江省与新泽西州应关注学生创造力

的培养与创新的应用。

　　美方代表也就《通过教育生态系统来推动STEM教育

的成功开展》和《涵盖幼儿园至高中阶段的综合性STEM

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4门学科英文

首字母的缩写。

STEM教育强调跨学科学习，注重知识的运用和实

践，目的是应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引导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主动学习。

温肯聚焦  

图为浙江省教育厅与美国肯恩大学签订 STEM 教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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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5日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2019年6月5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了美国肯恩大学校

长法拉希一行。

         李强说，教育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加强中

外教育交流合作，有助于增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人文往

来，夯实友好民意基础。我们支持中外教育机构互学互鉴，

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推动人文交流取得更多积极成果。法

拉希先生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交流合作，希望大家一起努

力，为双方关系稳定发展多作贡献。

         法拉希对中国改革开放、上海城市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表示祝贺。他说，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加强国际教育合

作交流有利于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促进友好

交往。愿在已有合作基础上，为推动中美教育合作交流进一

步发挥积极作用。

综合自温州日报、浙江日报

图 | 蔡贝妮

• 2019 年 6 月 1 日

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2019年6月1日下午，副省长、市委书记陈伟俊会见

了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一行。双方就进一

步推进合作办学进行了深入交流。

         会见中，陈伟俊对法拉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温

州肯恩大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美教

育文化合作交流的一个创举。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及多方共同努力下，温州肯恩大学

发展已经站在全新起点上。

         他希望各方携手，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办好温州肯恩大学的殷切希望，锚定打造“温州有

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的一流国

际性大学”的目标不动摇，充分发挥优势，加强顶层设

计，彰显办学特色，加快学城联动，走出一条特色合作

办学之路，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成为温州

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重要推动者，

全力打造中美合作办学的典范，为增进中美城市之间、

高校之间交流合作发挥重要积极作用。市委市政府将一

如既往支持，让温州肯恩大学成为中美合作办学的一面

旗帜，成为展示温州改革发展的重要窗口。

         法拉希感谢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对温州肯恩大学的

大力支持。他表示，过去一年，温州肯恩大学在各个领

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接下来将携手打造世界

级的一流学府，开设更多研究生项目，培养更多优秀人

才，回馈人民。

美国肯恩大学

法拉希校长中国行

• 2019年6月2日

参加2019级毕业典礼

         2019年6月2日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浙江

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与近千名师生和家长在现场

分享温州肯恩大学2019级毕业典礼的盛况和喜悦。

         法拉希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用“相信自己、勇于探险、敢

于创新”寄语温肯学子。他说：“你们所有人离开温肯时并不

只是带走了学位证书，你们将会带走在一个事物从无到有过

程中学习到的宝贵经验。请牢记在此学到的宝贵经验：相信

自己。你迄今都做出了最好的选择，要继续保持；别让他人

定义你，你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你在温肯绘制了自己的航

向，要继续前进；发挥主动，勇于探险，敢于创新。” 

• 2019年6月4日

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2019年6月4日，省委书记车俊在杭州会见了美国肯恩大

学校长法拉希一行。

         车俊欢迎法拉希带团参加温州肯恩大学毕业典礼，并对

他长期以来对温州肯恩大学发展给予的倾力支持表示赞赏。

他说，2018年以来，浙江省和温州市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温州

肯恩大学更好更快发展的政策措施正在逐项落实、发挥作

用。希望美国肯恩大学投入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更加

先进的办学理念，共同把温州肯恩大学建设成为高水平的国

际化大学，打造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的典范，为社会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

         法拉希对浙江省和温州市大力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发展

感到很满意，希望进一步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扩大办学规

模、提升办学质量，共同把学校办得更好。

　　 今 年 6 月， 美 国 肯 恩 大

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特地从

美国赶来参加 2019 级同学的

毕业典礼。随后，法拉希校长

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了杭州、上

海等地，让我们来看看他繁忙

的一周行程吧！

温肯聚焦  

图为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图为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图为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会见美国肯恩大学法拉希校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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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0日，浙南首个托福考点在温州肯恩大学揭牌！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

铰先生，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参加了今天的

揭牌仪式。

筹备3年，可同时容纳58人考试

        2016年4月，温肯向教育部考试中心申请设立托福考点。2017年底获得批准进

行筹建，2019年4月通过测试和验收。整个筹备申请历经3年时间。

        考点位于温肯教学楼D栋五楼，一期设有2个考场，2个候考室和1个考务室，

占地近1000平方米，共设有60个考位，可同时容纳58人考试。考场采用人脸识别系

统、全程进行监控录像。

        除了满足考试硬件要求外，我校考务和技术人员也进行了全面的培训，取得

了相应的资质。

        托福考试是被世界上广泛认可的英语水平测试，目前全球有110个国家及地

区、逾6000所高等院校接受托福成绩。以往，温州考生要去杭州或者宁波参加考

试，而随着托福考点正式落户温肯，这大大满足了温州及浙南闽北地区学生的考

试需求，缓解了浙南考生赶赴浙北沪上参加考试的局面。

官宣！浙南首个托福考点

落户温州肯恩大学 　　 此 前， 浙 江 省 内

仅 杭 州、 宁 波 两 地 拥

有 考 点。 这 意 味 着，

温 州 成 为 省 内 第 三 个

拥有托福考点的城市，

浙 南 闽 北 地 区 的 考 生

可 以 直 接 在 温 州 参 加

考试。

温肯聚焦  

10 月 27 日首场开考，已报名的可以申请转考

        据了解，目前温肯考点年内已确定有 3 场托福考试，首场计划

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开考，另外两场分别在 11 月 17 日、12 月 8 日

举行。

        如需参加托福考试的考生可以登录教育部考试中心托福考试报

名系统（https://toefl.neea.cn/）报名参加考试，在考点选项中勾选“温

州”即可。已报名的考生也可以选择转考，转至我校参加考试。

        揭牌仪式上，王北铰书记和杨毅欣副校长共同为温肯托福考试

中心揭牌。随后，杨毅欣副校长致辞。他说，温肯托福考试中心的

落户，对温肯来说是一座里程碑，对于我校提升整体学术声望，服

务地方经济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许书利副校长也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托福考点落户是温肯对外

宣传以及品牌建设的好机会，要以打造高标准高质量的托福考试中

心为目标，将其打造成一张温肯对外的名片。

        教育部考试中心给我校托福考点的揭幕发来了寄语，希望温肯

考点通过高质量的管理，为考试安全、质量、服务提供保障。

文 | 王舒 何灏远

图 | 蔡贝妮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托福考场

图为校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先生，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学生事务副校长许书利博士参观考场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托福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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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

 温州肯恩大学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

【迎新季】

开学典礼 | 挥洒青春，一路向前

王北铰书记的新生思政课

第一堂“最具本土味儿”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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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肯恩大学

举行 2019 届毕业典礼

        6 月 2 日，温州肯恩大学第四届毕业典礼在

温州大剧院举行，433 位本科毕业生获颁毕业证

书与学位。毕业典礼上，执权杖、拨流苏，传

统美式毕业典礼特色环节一一上演。浙江省副

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伟俊现场发出三份 “英雄

帖”，美国肯恩大学校长达伍德·法拉希博士、

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博士现场寄语毕业生，

温籍中科院院士谢作伟担任演讲嘉宾。

全家出动参加毕业典礼

        上午 12 点，参加毕业典礼的毕业生、家长、

以及学校教授陆续抵达温州大剧院。

         “可以帮我们一家人照一张相吗？” 为儿子

打理好学士服，为女儿整理好头发。今天，是

父母最欣喜骄傲的一天。“教授，我们可以一起

合影吗？” 四年间，对教授们不曾大声表达的喜

爱，在今天，化为了一张张定格的纪念照片。

       来自商学院的林聪颖即将前往英国继续学习

市场营销，回忆起大学四年的生活，她印象最

深的是大二大三时成为KIWI总负责人的经历。

市场营销专业的安博涵神采奕奕，激动和开心

溢于言表。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从河北唐山远

道而来的父母和奶奶。安博涵的父亲说：“这是

儿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毕业典礼，我们一定

要来现场陪他。今天他的奶奶也过来了，这也

是她第一次过来看看孩子的大学。”今年秋季，

安博涵将前往英国进一步学习深造。

学霸手握一叠名校录取通知书

       此次是温州肯恩大学第四届毕业典礼，总毕

业生人数为 433 名。截止到 6 月 1 日，已确定去

向人数为 280 人，有 220 人选择出国深造，占到

近八成。其中不乏芝加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

纽约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 ( 排序参照 2019 年 QS 世界排

名 ) 等世界名校。选择国内升学 1 人，入读北京

大学国际法学院。

       很多温肯学子都同时拿到了几张常春藤联

盟学校的录取通知。四年时间里，有人站在了

APEC 的台前，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各国意见领

袖同台对话，有人带着自己的研究论文，前往

日本与行业领域学术大咖交流分享 ；有人从世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王立校长（左）与温籍中科院院士谢作伟（右）

图为优秀毕业生代表毛元祺发表毕业生感言

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归来，带着满满的热情继

续为回馈社会奔走……

校长王立现场上“最后一课”

        “在这所中美合作的国际化校园里，四年时

间你们学会了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全球化

思维以及领导力和企业家精神，你们要用长远

的目光判断未来趋势，用新时期所需的能力武

装自己，继续带着 ‘温肯精神’ 走向世界舞台，

承担起一个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做

时代的弄潮儿。” 毕业典礼上，温州肯恩大学校

长王立为温肯学子们上了动情的 “最后一课”。

       王立提出三大希望 ：“我希望你们走出校园

迅速适应，加快成长 ；我希望你们走上社会独

立思考，坚持真理 ；我希望你们走向世界勇于

创新，上下求索。”

温籍中科院院士谢作伟分享人生经历

       今年，温籍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

学卓敏化学讲座教授，国际知名化学家谢作伟，

受邀担任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为温肯学子分

享了自己宝贵的人生经历。他将人生比作登山，

鼓励温肯学子朝着目标努力攀登，不要畏惧艰

难。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 是谢作伟最爱的一句话，现场他也

将这句话送给温肯学子们，并希望温肯学子们

今后 “正直做人，保持爱和善良 ；订立目标，时

刻不忘学习 ；坚持不懈、永不言弃”。

优秀毕业生代表毛元祺发言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感谢

身旁陪伴了四年的朋友！” 典礼现场，温肯优

秀毕业生毛元祺作为本校 2019 届毕业生代表上

台发言。四年的温肯学习，他有说不完的感谢，

而他的发言也迎来了全场的欢呼。

        大学四年，温肯 “为不同学生寻找不同发展

方向”的教学理念在学生们身上起了“化学作用”，

正如当初入学时温肯未必选择分数最高的考生，

而是选择最适合温肯的学生；如今，深造和就业，

这个选择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今年选择直接就

业的 38 名温肯学子，以从事银行、证券和政府

部门工作为主。更有 4 名同学作为本科毕业生，

成功考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与德勤华

永。

  

        温州肯恩大学校长王立博士为 45 位省级和

校级优秀毕业生授予毕业卷轴，美国肯恩大学

校长法拉希博士与毕业生握手，表示祝贺。各

学院院长为学生颁发卷轴。随后，所有毕业生

起立并戴好学士帽，按照美国学位授予的传统，

美国肯恩大学校长法拉希博士为毕业生确认学

位授予。

文 | 范晨 何灏远 庄稼 李越 周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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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典礼 |

挥洒青春，一路向前

        8月26日下午6点，温州肯恩

大学2019级本科新生开学典礼

在大草坪上举行，近800名新生

（包括港澳台侨国际生）及100

多位外教参加了典礼。校领导

王北铰、王立、郑晓东、杨毅

欣、周东、应永宏、夏彩国、

林扬帆、朱葛出席，学生事务

副校长许书利主持开学典礼。

        国歌演奏完毕，王立校长首先上台致辞。

他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对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

欢迎。他将温肯形容为一个正值韶华的青年，

年轻但充满活力与希望，“从今以后，温肯将和

你们一起奋斗、一起追梦，温肯将成为 ‘温州有

作为、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国际有特色

的一流国际性大学’。”

        王立校长强调，中国的教育必须与国际接

轨才能走向强盛 ；大学生的学习必须与国际化

结合，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

温肯结合了中国扎实的基础教育和美国优质的

高等教育，是教育国际化实践的一个缩影。他

将温肯总结为五个 “国际化”，分别是 “目标定

位国际化”、“教育理念国际化”、“学生培养国际

化”、“师资队伍国际化” 以及 “课程设置国际化”。

关于国际化教育，王立校长分享了自己对新生

的几点期待 ：

        一、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全球化的视野。

温肯所提供的国际化教育，不仅仅是用世界前

沿的学科知识武装你们，更多的是通过先进的

教学手段和丰富的资源拓宽你们的眼界 ；

        二、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批判性的思维。

大学课堂里没有标准答案，需要不断地咀嚼与

反思，需要主动探究、传承和创造 ；

W
elcom

e

        三、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创新创业的意识。

学校里的创新创业课程会为你们提供这方面的

指导，丰富的国际资源也为你们的创新创业提

供了大展身手的平台 ；

        四、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跨文化沟通的能

力。温肯拥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外教，每位

同学都有机会赴美肯交换学习与实践，希望你

们在这个文化碰撞的校园里，持续培养自己跨

文化沟通的能力，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

        五、通过国际化教育培养家国天下的情怀。

大学生应该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勇于

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担起这个

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

         最后，王立校长祝愿新生们秉持 “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 的壮志，主动把握住教育国

际化的机遇，勇敢迎接挑战，在温肯挥洒青春，

一路向前。

        王立校长也对外教们送上了寄语。他表示，

老师是学子们在国际化教育道路上的引领者，

希望他们能坚持学校 “为不同的学生找到不同的

发展方向” 的教育理念，始终以生为本，传道、

授业、解惑。

         随后，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温肯严谨而又现代的课程可以培养你

们的实操能力、批判性思维、可转移的灵活多

变的技能，帮助你们实现只有在温肯才能实现

的更高层次的教育目标。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

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来自人工智能的竞争压力，

需要我们具备灵活多变的技能来应对挑战。他

建议新生们，大学期间除了获得一个好的 GPA，

还要培养自己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创业精神、

热忱和勇气。“请相信我，你们都有潜力在自己

的学术之旅和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成为最耀眼的

明星。”

        四大学院院长也分别代表学院表达了自己

对新生大学生活的嘱托。

        校学生会主席、大三市场营销系学生袁正

清代表全体在校学生发言，与新生分享在温肯

学习生活的经验。他建议，同学们要把学术放

在首位，在校园内尽可能地参加课外活动，并

且为自己制定详细的 4 年计划。学生理事代表

潘霄芸则分享了自己在温肯的成长故事，从大

一参加学生组织到大三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参加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经历。她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新生们 ：“在温肯有许多的机会和资源，而

你是让故事成真的最重要元素。”

         开学典礼结束后，草坪上举行了新生迎新

派对。新生们集体在 mentor 的带领下跳起了苏

格兰舞，此外，还有音乐社、街舞社等社团带

来的精彩节目，high 翻了温肯校园。

文 | 王舒 陈跃

图 | 汤涟猗 蔡贝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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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北铰书记开讲新生思政课 

        “我们今年在全国17个省市招收800位学生，

大家都是千里挑一来到温肯，今后会发现，大

家的选择没有错，和高中同学相比，你们一定

能够成长得更好……” 8月24日，温州肯恩大学

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在商学院C135报告厅

为全体学生宣讲了思政第一课，热情的开场让

原本略显枯燥的思政课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首先，王书记给新生们做起了“导览”，从温

州肯恩大学的历史、使命、愿景和建设四方面

入手，向新生们介绍起了学校基本的情况。

      为了让新生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王书

记提出迎接三个方向的转变：“第一是成长、

独立，作为大学生，要有成年人的独立思考方

式；第二是语言环境，学生在交流、互动的时

候多用英文；第三是教学模式，中式教育向美

式转变，灌输式接受到启发性教育也是我们需

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对此，王书记给出三点建议：“首先要学会

包容，处理好人际关系，同学和教授在未来也

是宝贵的财富；其次是自律，我们学校非常自

由，希望大家保持自律，杜绝不良风气；最后

要学会负责，碰到不开心的事情，要多找身边

的人，说说心里话，对学校和家人负责。”

     思政课中，王书记还多次提到了“爱国情

怀”。他说：“我们学校立志培养具有爱国情怀的

国际化人才。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专题报道  W
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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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了解国情，博古通今；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每代青年都有自

己的机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

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上下求索，保持好奇；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明辨是非，保持定力；胸怀天下，兼济天

下。愿我们的温肯儿能够砥砺自我 ，走向世

界！

文 | 张思瑜

图 | 蔡贝妮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理事长王北铰在演讲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郑晓东博士在介绍温州城市的历史变迁

第一堂 

“最具本土味儿”的思政课 

       8 月 24 日，在温州博物馆里，温州肯恩大学 2019 级的近

800 名新生，在学校团委和国情与文化教育中心的思政课老师

的带领下穿梭历史的长廊，感受温州 “商魂”，领略瓯越文化。

       温肯 2019 级学生开学一周后，便迎来了新生大学思政课，

温肯一改传统课堂 “灌输式” 教学，由校团委牵头，国情与文

化教育中心提出教学形式和内容的改革与创新，采取 “浸润式”、

“体验式” 教学法，带领学生走进温州博物馆和规划展示馆，进

行现场教学。

       在前往博物馆之前，国情中心的授课教师们就已经为学生

们布置好了这一次的课后作业——设计一份以 “温州印象” 为

主题的文创作品。所有的创意作品将被评分，其中优秀作品进

行陈列展出，还有可能被选为温肯校园 bookstore 的周边产品。

在这样的激励下，学生们在博物馆的大课堂里更加投入地去了

解温州的历史文化与城市规划，感受温州的城市精神，形成自

己对温州的深刻印象。

       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是温州的金字招牌，在规划展示馆里

就设有专区，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了从温州模式形成伊始，到温

商腾飞，再到创新创业和产业提升等的全过程，吸引了温肯新

生驻足。

       我校副校长郑晓东博士更是来到现场，亲自为学生导览，

并从城市规划角度，以 “让我们和城市一起成长” 为题，为学

生介绍了温州城市的历史变迁。

       走完全程之后，英语专业学生胡嘉玟就在自己的朋友圈和

Facebook 上发布了这样的一段感言 ：“身为温州人，却从未真正

了解温州，今天的思政课，让我感慨颇深，我为家乡感到深深

的自豪。”

       作为中美合作大学，温肯学子更自觉担负起了

向世界传播温州、传播中国的使命。这场特色的思

政课给他们带来的触动和体会，通过他们发布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文字和图片，将温州的文化

和风采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切不是 “硬任务”，而

是学生们的 “有感而发”。

       我校党委委员、国情中心主任应永宏说 ：“青年

是国家的未来，担当着复兴伟业的大任，所以青年

大学生怎样立德铸魂、立志成才非常重要。温肯作

为中美合作大学，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爱国情

怀的国际化人才，所以这几年我们根据学校的特点，

对思政课在内容、评价、形式等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和创新，受到了学生欢迎。将学生带出教室，通过

研学走进社会，使得教学既有理论的深度和厚度，

又具有内容的鲜度和活度。”

文 | 范晨

图 | 汤涟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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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校长王立团队摘得浙江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三等奖

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对我校进行

首次建筑学专业学位评估

2019 学年全球商务咨询项目圆满落幕：

企业、学生均收获颇丰

2019 年社交网络会议和模式识别与人

工智能会议在我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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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校长王立团队摘得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对我校进行

首次建筑学专业学位评估

        5 月 14 日上午，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召开，会上

公布了 2018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名单，其中我校校长王立团

队的《氯化聚合物绿色工艺制备及系列涂料产品开发》项目，摘得科学技

术进步奖三等奖。

        王立团队主持的该项目，主要围绕低等规低结晶聚烯烃的合成、氯化

均匀氯化度高的氯化聚合物的制备和系列高抗腐蚀涂料产品开发等关键技

术开展了近 20 年联合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些关键问题。

        高抗腐蚀涂料是军用和民用的必需品，被广泛应用于潜艇、卫星发射

架、石油平台等的涂装防腐，以氯化聚合物为主要原料的高抗腐蚀涂料性

能优异，是重要高抗腐蚀涂料之一。

文 | 范晨

        2019 年 5 月 5-7 日，美国国家

建筑认证委员会（NAAB）认证访

问 组 David Hinson 先 生 , Benjamin 

Lee 先生对我校进行首次建筑学专

业学位评估。

        温州肯恩大学建筑学专业已向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

会（NAAB）申请入会候选资格，而温肯也是中国第一所向

NAAB 提交建筑学专业学位认证申请的学校，一旦认证成功，

就意味着温肯的建筑学专业毕业生可以无缝衔接美国国家建

筑师资格考试。

        据悉，温州肯恩大学建筑学专业为此共需经历四次

NAAB 评 估 访 问， 分 别 是 ：入 选 资 格（Eligibility）、 初 始

候 选 资 格（Initial Candidacy）、 持 续 候 选 资 格（Continuing 

Candidacy）、初级认证（Initial Accreditation）。

        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是美国最古老的建筑教育认

证机构，是美国唯一能够认可并授权美国建筑专业学位课程

的机构。美国几乎所有司法管辖区都要求建筑师在获得建筑

师执照前必须先获得 NAAB 认证的专业学位。

        对于温肯学子而言，一旦温肯能够获得 NAAB 认证，那

么在温肯攻读建筑学专业学位课程，不仅能在课堂上获得美

国国家建筑师资格考试的相关课程和辅导，而且学生可以直

接考证。

        在美国，获得建筑师资格证，意味着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后，

能获得更多晋升机会，甚至能担任起 team leader 及管理者的

角色。

        NAAB 访问组对温肯建筑学专业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

对美式的建筑学教育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与本土融合充满了

期待。

文 | 王勤硕

图 | 王勤硕 郭宇鹏

图为美国国家建筑认证委员会（NAAB）认证访问组

David Hinson 先生、Benjamin Lee 先生与温州肯恩大学副校长郑晓东博士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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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学年全球商务咨询项目落幕：

企业、学生均收获颇丰

2019 年社交网络会议和模式识

别与人工智能会议在我校举行

        7 月 1 日上午，随着赴美学生顺利返程，

2019 学年的全球商务咨询项目也画上了圆满的

句号。今年共有 56 位温肯学子参与全球商务咨

询项目，分别为 6 家企业进行项目咨询并作出

可行性方案分析报告及建议。其中 31 位学生飞

往美肯，与美肯教授同学一起为美国四家公司

做咨询；1 位同学奔赴西班牙；另有 24 位学生（包

含 3 位国际交换生）驻留温州。

        美肯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 Paul Goncalves

表示，今年的全球实践项目相比往年更加成功，

AT&T 和高露洁等世界知名企业首次成为我校项

目团队的咨询对象并对我校学生做出高度评价。

源大集团总裁华芝女士赞扬我校学生的专业水

准，她说，温肯同学关于社会型企业影响力投

资的观点新颖，分析有理有据，这些对源大的

业务开展、影响力提升是个很好的参考。

        大三国际贸易学生周必琪表示，对于一个

中国学生来说，能够拥有在国外的工作体验，

是非常难得并且非常加分的经历。实习往往只

能锻炼某一环节的能力，但是这次，我们经历

了整个完整的商业咨询项目，接触到行业需要

的各个技能。项目使我们更清楚自己的职业规

划，更明确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领域。

图为美国肯恩大学
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张至先博士

图为台湾中山大学
智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Dr. Ting Peng Liang

        9 月初，2019 年社交网络会议和模式识别与

人工智能会议在温州肯恩大学举行。此次会议

为期三天，会议由新加坡光学和光子学协会中

国分部、中国台湾社交网络和社交网络创新中

心协会主办，温州肯恩大学承办。

        “这两个会议是首次联合举办，其中 MISNC

已在不同国家举办了 5 次 ：2014 年在中国台湾

高雄市，2015 在日本松山，2016 年在美国新泽

西州肯恩大学，2017 年在泰国曼谷，2018 年在

法国圣艾蒂安 ；PRAI 2018 年在美国新泽西州肯

恩大学首次举行”， 作为此次会议筹备委员会的

副主席，美国肯恩大学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张至

先博士介绍说。

        张至先博士还透露，将这两个会议落地温

肯，是三年前就已经定下的 “计划”，他表示：“这

样国际化的会议来到温州，落地温肯，有助于

温肯的教授们接轨国际，提升教学影响，更能

让温肯的学生获悉时下最新的研究方向，帮助

他们思考，开阔他们的眼界。同时，对于温肯

而言，还有助于学校真正走向世界，进入国际

学术领域。”

        此次会议可谓 “大咖” 云集，50 多位来自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业界的专家，

共聚温州。

        来自台湾中山大学智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的主任 Dr. Ting Peng Liang 进行了题为《社

交 网 络 的 研 究 趋 势 Research Trends in Social 

Networking》的主旨演讲。他说 ：“这是我第一

次来到温州，这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城市，温肯

也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美丽的校园。”

        他表示 ：“社交网络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

相关，老百姓们每天都会用微信、微博，企业、

政府在做投资和决策时也离不开对社交网络的

分析。这次联合会议的报告中就有许多这些分

析和研究的成果，这些透过现象去深入研究的

趋势，会为我们提供无数思考。”

        对此，张至先博士也表示了赞同 ：“我们都

用淘宝，现在大家打开淘宝会发现，它经常推

送很多产品给你，而且这些产品通常都是你喜

欢的甚至就是你打算去买的。为什么它能如此

精确定位？因为它通过分析你的社交网络，如

你的淘宝好友，分析你日常的购物习惯等等，

最后得出一份关于你喜好的大数据，最终这份

数据有助于产品的推销。”

        各位专业学者还将就健康数据的可视化、

将增强现实作为促进护理学生 ESP 学习的一种

促进因素、中国新型社交媒体对股市信息的感

性分析等内容进行分组研讨。

文 | 范晨

图 | 王葛琼

        六月是忙碌而又充实的一个月，参与此项目的学生，分别对不同课题

做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其中几家代表项目的研究成果如下 ：

高露洁 ：天然成分产品定位

       该项目对 “天然成分” 定位的个人 / 口腔护理产品进行全球分析，特别

关注以成分为主导的产品。目标是通过对产品进行集群的方法，了解可视

化执行中的相似之处。此外，了解每个集群一个或两个产品的整体定位及

上市方法。确保突出显示的产品具有 “天然成分”，并将此作为更广泛产品

线或品牌的一部分。

AT&T ：利用社交媒体渠道推动 AT ＆ T 业务增长

       团队完成了针对不同地区的 SWOT 和 PESTEL 分析，AT ＆ T Business

正在申请的四个基础平台的分析，其他行业标杆公司，员工倡导的最佳实

践方法，微信在中国市场应用的分析和见解，最后提出建议和结论。

源大集团 ：社会型企业影响力投资

        Jeonghwan Choi 博士带领 13 位同学结合国外经验对中国企业影响力投

资课题进行社会调查及研究分析，调查中国人的社会型企业意向，了解社

会企业家精神。他们又对社会型企业影响力投资这个新兴领域的行业领先

企业进行分析，为源大集团进行影响力投资及如何发展社会型企业做出策

略方案，并对源大集团如何扩大社会公益影响力提出建议。

文 | 朱星屹

Start Here 
Go 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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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最美学霸情侣，一个杜克一个芝加哥

        

手握六所名校 offer，两所常青藤，又一位

温肯学霸诞生

本科毕业入职“四大”？这位温肯学长为

你支招

她，带着风靡全球的创业磨坊登陆温州

温肯学生亮相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

温肯外教欧迈珂钟情中国方言，还要“挑

战”温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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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学校园里，学霸常常有，

情侣许许多，然而，学霸配对情

侣，才称得上“神仙眷侣”！

      在温肯就有一对学霸情侣，男生

叫毛元祺，大四计算机系，女生叫

张一弛，大四会计系，他们不仅双

双摘下省级优秀毕业生，还将分别

前往全美综合排名第三的芝加哥大

学和全美综合排名第八的杜克大学

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温肯最美学霸情侣，

一个杜克一个芝加哥

GPA 双双稳定在 3.9，还是学校里的奖学金专业户

       翻开张一弛大学四年的简历，你会发现自己被一大批奖学金刷

屏：2015-2016 年度温肯学术一等奖学金、2016 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2017 年浙江省政府奖学金……

       不仅如此，她在 2015 年刚入学时就参加了汇明联合国模拟大会

(the 2015 GatheM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Delegate)，

并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18 年 9 月，她的 research 更 选 入了国家

创 新 创 业 培 训 计 划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也难怪，最终她能手握杜克大学商业分析硕士、圣路易斯华盛顿

（WUSTL）商业分析硕士和维克森林大学商业分析硕士+$2,500奖学

金等在内的三个offer 。

      而毛元祺本人，也是学校奖学金的常客。2016-2017年度温肯学

术三等奖学金，2017-2018年度温肯学术二等奖学金和科研创新奖学

金，在温肯的科研日上做过展示，更获得过全美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

的“Honorable Mention”（前30%）……并最终拿到芝加哥大学公共政

策分析硕士+$10,000奖学金，普渡大学商业分析硕士+$6,000奖学金，

卡耐基梅隆商业分析硕士+27,000澳币奖学金和维克森林大学商业分

析硕士在内的四个offer。

        提起自己的成绩，毛元祺忍不住将功劳归功于张一弛。毛元祺说：

“我大一的 GPA 只有 3.3，但从大二下学期开始就一直稳定在 3.9，是

她让我从之前的玩乐状态里出来，鼓励我努力。而且当我太急躁时，

是她沉稳的性格让我能更冷静和周全地去做思考。” 张一弛则表示，

毛元祺跳脱的思维总是让她获得新的考虑角度。

 

最受欢迎的学生大使去泰国支教，在日本展示科研成果

       正是这种互补与彼此鼓舞，让两个人在大学四年里，收

获爱情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不断结出硕果。虽然都是学霸，

但他们可一点都不 “呆板”。

        在学校里，两人都是学生大使，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事务，

深受同学的欢迎，毛元祺还被认证为温肯学术支持中心的优

秀导师，以表彰他在学术上给其他同学带来的辅导与帮助，可

以说是个 “明星导师”。

       大一的时候，两人便一起前往泰国参加支教项目，帮助这

些孩子打开看向世界的眼睛。2018 年暑假，两人则跟随温肯

商学院的陈荣娟教授，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参加了在日本早

稻田大学举办的 IBSS 学术会议，并在会议现场进行全英文

展示，后来该研究还发表在了 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RIBER) 上。

       也是在这个暑假，毛元祺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优秀研究

学者 (Meritorious Scholarship) 奖学金，要知道与他同行的都

是来自北大 NYU 的学霸。这也为他之后拿到芝加哥大学的

offer 打下了基础。 

高中老师晒朋友圈感叹，背后离不开温肯国际化教育

        回看四年，张一弛直言自己喜欢温肯安静的学习氛围 ：

“大学是一个你能够获得质的飞跃的一个时期，如果能够好好

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你会比同龄人收获更多。” 当知道她拿到

杜克大学商学院管理硕士的 offer 时，高中老师在朋友圈晒出

了一段文字，为学生感到骄傲的同时也直呼有点不敢相信，要

知道杜克大学商学院在全美可是排名前列！

       毛元祺直言当初就是因为抱着国际方向发展的目标来到

温肯，温肯中美合作办学的教学环境和学术氛围，为他们提

供了通向世界名校的快车。毛元祺说 ：“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

们除了传授专业知识，也给了我们全球化的视野和创新的思

维方式，全英文授课更是为我们奠定了英语基础，这些都是

非常难得的。而当看到我的进步之后，计算机系的 Mudasser 

Naseer 教授更是为我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推荐信，这些都让

我非常的感恩。”

        提到未来的发展方向，毛元祺选择了分析学，张一弛则

选择了商业分析，如此一来两个人的专业有了交点。张一弛笑

着解释道 ：“这也是为我们未来就业做打算，等完成美国的学

业后，我们希望能带着相关的经验回国发展，专业有交叉可以

为将来能一起合作创业提供可能。”

文 | 周余成 庄稼

图 | 蔡贝妮

图为张一弛在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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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六所名校offer，两所常春藤，公立的、

私立的，全是美国一流学府，又一个温肯真学霸横

空出世了！22岁的温州肯恩大学英语系大四毕业生

陈博栋，收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罗格斯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以及肯恩大学的offer，面对着这么多名校的offer，

他最终选择了心仪已久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

TESOL（对外英语教学）专业。

手握六所名校 offer，两所常春藤，

又一位温肯学霸诞生

“奖学金”常客，大学四年积极参与研究

      保持着GPA3.96的高水准、和教授们做多领域科研项目、担任长达两

年的国情中心学生助理、多次院长奖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得主……大学四

年，陈博栋一刻也没闲着。所以在他毕业前，收到6所名校的offer，陈博

栋说，“我很兴奋，但并不意外。”

      从大一着手参与“医学图书馆与公共健康”项目, 到历时两年的“学生第二

外语写作与测评”项目，到后来的“数位人文”科研项目，再到如今仍在探究

的“儒家、道家思想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项目……四年不到的时间，陈

博栋已手握5段科研项目的经历。

      温州肯恩大学图书馆馆长Charles Greenberg如此评价他，“陈博栋不仅

是一名出色的大学生，更是一名优秀的、能真正地参与到研究过程中的学

生研究员。”在Charles看来，名校在考虑研究生候选人时必然会青睐这样

的学生。

      陈博栋说，“日常课堂学习是一种自发行为，而学以致用则是更深一层

的收获。”四年里，他格外珍惜每一次与教授一起参与科研项目的机会。

务实小哥哥选择“宾大”有原因

       在陈博栋收到的6所名校offer中，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隶

属于美国八所常春藤联盟名校。

         为什么他会选择“宾大”呢？

      “因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特别注重学以致用，这一点是我最看重的。”陈

博栋告诉记者，他未来就读的TESOL专业，“宾大”会有大量的实践和一线

教学的机会，这对他未来的职业规划发展很有帮助。

初心不变只有专注，才会专业

      “来温肯读书前，我就把英语教学当作我未

来的职业规划，从此，我就认定这个领域不会

改变了。”对于未来的道路选择，陈博栋异常坚

定与清晰，“尤其现在有了走出去学习深造的机

会，是为了看到自己与别人的差距，同时不断

地提升自我。”在陈博栋看来，未来的教师行

业，是一个需要无时无刻不断学习、提升自我

的行业。

      大学四年，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

陈博栋特别注重日常口语的练习。作为学生助

理，他为学校翻译了大量的政策与制度类文

件。在假期，他会前往老家台州做实习老师，

为孩子们教授英语课程。此外，他还会抽空争

当国际时尚会展的志愿者，为艺术家翻译创作

经历和理念。“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我

才会不断地提高。”陈博栋认为，只有专注，才

会专业。

文 | 叶小西 吴昱燊 李越



Wenzhou-Kean Universi ty Wenzhou-Kean Universi ty

WKU Magazine  NO. 02

温州肯恩大学 温州肯恩大学0035 0036

人物风采  

本科毕业入职“四大”？

这位温肯学长为你支招

        E&Y，相信许多就读会计和金融的

商科学子都不会陌生，都梦想着有朝一

日可以就职于“四大”。

        2019 届会计系毕业生朱暨明就手握

德勤、安永双 offer。最后，他选择了入

职深圳安永会计事务所的审计岗位。现

在，他就要和我们分享入职四大的独门

秘籍！

你有什么申请经验可以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一下吗？

       首先是前期准备要做足。你需要提前确认公司的网申时

间、具体的 DDL（截止期限）以及特定要求，从而准备你的

CV 和相对应的 CL。Cover Letter 虽然不是强制性要求，但我

认为它算是你的加分项吧。接着就是网申。对于网申，我的

建议是需要广撒网才能捞到鱼。

       如果收到 Online Test( 笔试 ) 的邮件，那么恭喜你已经通

过了表刷。笔试的题型主要分为逻辑推理、图表分析、文字

分析和综合素质测评四类，你可以针对相应的题型进行提前

进行练习。

       群面和经理面试一般是在同一天进行，且无先后顺序。

群面要求要视公司而定。最好能提前预设面试官会问你什么

问题。如果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偏弱，更要提前预设各种情况。

经理面试时自信很重要。相应的材料、个人介绍都准备充足，

别玩 “虚” 的，别讲的太浮夸，就没有大问题。

       最后一轮的 PAR 面（合伙人面试），我认为真诚最重要。

合伙人一般第一眼就能看出你的实力，所以你需要真诚、自信，

尽己所能展现你的能力。我在 PAR 面的时候，遇到的 EY 和

DTT 的两个合伙人都很 nice，完全不需要很紧张。从容自信

面对，就和聊天一样。

你认为申请四大最需要具备的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实习经历。像我大一暑假就开始在

银行实习，大二在宁波当地的会计事务所实习，再加上大二、

大三在学校 ELC 的实习，大四在学校内审的实习，大学四年

里我的相关实习经验算挺丰富的。

       说实话，HR 更看重的是你的工作能力，在面试的时候会

围绕你的实习对你进行提问，看你在之前实习中到底收获了

什么。我认为正是因为我丰富的实习经验，促成了我拿到四

大实习，紧接着又收获了四大的双 offer。这个社会就是很现

实的，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和更多的机会去锻炼自己。

作为温肯的学生，在面试四大时有什么优势吗？

       我认为温肯学生的最主要优势就是国际化教学环境，尤

其是 “被逼着” 背了那么多 acct，management 的知识，面试

时候都能用得上。还有就是你的 CV 和 CL 能自己 “DIY”。我

觉得学校新也是一种好处，如何介绍自己的学校是门大学问。

       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我能收获四大中的两个 offer，主

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之前提到的，我大学四年有很多的相

关实习。二是我的领导力经验也很突出。因为我之前是团委

公关部部长，副书记助理，会计协会副社长，这些经历其实

都会成为你简历和面试的加分项。再者就是温肯培养了我的

随机应变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

文 | 李越

E&Y：

安永会计事务所 (Ernst & Young)，

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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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肯大三学生成为持牌人

        在全国为数不多的 chapter director（持牌人）中，

黄菁是最为特别的一个，因为她是全国所有持牌人

中，唯一的大学本科生。

        去年 12 月，在温州市决策咨询服务中心实习的

黄菁，在与中心主任倪考梦的一次交谈中，第一次

接触到了创业磨坊这个组织。初识创业磨坊，黄菁

就被其独特的理念和口号吸引，产生了极大兴趣。

“创业磨坊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性组织，我

觉得它是非常动人的，很纯粹。” 在进一步的了解之

后，她从创业磨坊的往期活动中感受到这个组织对

于创业者的满满诚意，从而产生了成为一名持牌人

的想法。

       将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并不容易。要想申请持

牌人，黄菁需要准备很多资料。从基本的申请原因、

对未来活动的策划等信息，到拍摄视频介绍温州的

创业环境，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而在申请的全

过程中，黄菁需要用全英文与硅谷总部沟通、准备

资料、进行最后的面试。

        谈及申请过程中的困难，黄菁表示 ：“录制视频

介绍温州创业环境是最难的。” 在忙碌的期末月中，

她不仅要应对课业，还要抽出时间来收集资料，走

访温州当地的企业，去加深对温州创业现状的了解。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温州的创业环境状况就浓缩在

了三分钟的视频中，也印在了黄菁的脑海里。

     3月16日起，风靡全球的创

业磨坊Startup Grind在温州已

成功举办了三场创业分享活动。

在活动的幕后，我们发现了一位

特殊的身影——温肯大三英语系

学生黄菁。Startup Grind落地

温州并快速发展壮大，离不开黄

菁及其所在团队的共同努力。

她，带着风靡全球的创业磨坊登陆温州 

Startup Grind 落地温州

        经过层层审核和最终面试，二月中旬，黄菁正式接到消息：

你已成为 Startup Grind 温州的持牌人。“接到消息后，我们

策展团队就开始准备三月中旬的第一场活动了。” 因为在之前

申请过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黄菁及团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就完成了对第一场活动的安排。

        3 月 16 日下午，Startup Grind 温州第一场活动顺利举行。

此次活动邀请了浙江视客控股集团 CEO 陈贝尔和国技互联创

始人、董事长金欧阳进行了主题为 “瓯睿对谈” 的创业分享，

吸引了 80 余名听众的到来。

        “这场活动进行得还是很顺利的，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黄

菁说。这份从容，来自她通过层层审批而成为持牌人过程中

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也来自她及团队共同精心的策划准备。

之后，黄菁表示，团队计划未来每个月至少举办一次分享会，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创业者愿意回到温州分享创业经历，无私地帮助其他创

业者，是对家乡的热爱。这一点很打动我。” 举办创业磨坊的

活动不仅提升了黄菁各方面的能力，也坚定了她心中想要回

馈社会的愿望。

能力起于校内学习生活

        作为国内唯一的大学生持牌人，黄菁表示，学校氛围对

自己的影响和各种活动的锻炼，对自己成功申请持牌人有很

大的帮助。

        无论是申请过程中还是成为持牌人后与总部的交流沟通，

都需要全部使用英文来进行。作为英语系的学生，这一点当

然也是黄菁的优势了。

        此外，她还担任过学校科研办学生助理、日语社社长。“学

校里的各种活动对我的团队协作、活动策划能力都有很大的

提升。即使之前没有过大学生持牌人，我也相信自己可以做

到。”

        Startup Grind 活动中逐渐增强的社会责任感与回馈社会

的愿望，也来源于黄菁在校内的研究活动。大二时，她前

往 日 本 东 京， 参 加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of 

econom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social science，在周围都是博

士和教授发表成果的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关于莎士比亚戏

剧《奥赛罗》的研究成果。现在，她又跟随欧迈珂教授进行

有关温州方言的研究活动，并积极帮助教授与温州民间智库

促进会等组织建立起联系。

        Startup Grind 温州的活动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位本科

生持牌人也会坚定回馈社会的愿望，将无私奉献的想法应用

到活动和未来对于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她的明天，很令人期待。

文 | 何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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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 日到 7 日，第十届世界大学

生领袖研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如火如

荼地进行。温州肯恩大学共有 8 人参加

此次研讨会，其中一名学生吴冰弦在聆

听完一场主题演讲后，第一个“抢麦”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永财（Tan Eng 

Chye）提问。

第一个“抢”话筒提问受关注

        此次研讨会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主办，是一项为期一

周的领导力提升项目，为全球青年领袖提供一次学习与交流

的机会。论坛安排了主题演讲、小组讨论、探望贫困儿童等

议程，共有来自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名大学生参与，

其中就包括温州肯恩大学的 8 名学生。

         “8 月 3 日早上，陈永财教授围绕 ‘如何提升自我领导力

去适应技术与商务变化’ 这一问题，作了主题演讲。我边听

边做笔记，内容让我很受触动。” 温肯学生吴冰弦回忆说。主

办方在演讲结束后安排了学生提问环节，她第一个走到话筒

旁进行提问，询问文学、艺术类学生如何适应技术革新的问题。

针对这一提问，陈永财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人文是技术的基

础，更是技术革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技术则是人文的媒介。

从事文学的人需要时刻保持对文学的热情，并适时参与技术

的革新。” 该提问引发了参会学生们的讨论。来自新加坡的一

名大学生最后一个提问，他的问题同样围绕 “人文与技术如

何更好融合” 这一话题。

        吴冰弦还告诉记者，8 月 2 日举行的开幕式要求参与者

身穿民族传统服饰或正装出席，她选择了一件青花瓷花纹的

旗袍，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国粹的魅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温肯学生亮相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

吴冰弦等温肯学生将与全世界各地的参会者一起，探望吉隆

坡当地贫困儿童，参与公益活动。

温肯已连续三届选拔学生参加

        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始办于 2010 年，每年在亚太地区

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该研讨会旨在增进社会责任感，培

养新一代世界领导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由于参与的学生来自

世界各地，因此研讨会官方语言为英语，这就要求参与者具

有较高的英语语言水平和沟通能力。

        吴冰弦认为，参加此次研讨会收获颇丰。“生活在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的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贫困儿童及难民

等群体。研讨会邀请了热衷于帮助贫困群体的爱心人士分享

经验与做法，同时让我们近距离接触贫困儿童，这些安排都

帮助我们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对世界有了一个更加全面与具

体的认识。”

        今年参加研讨会的温肯 8 名学生，多为大二、大三学生，

分别来自会计、金融、国际商务、英语等专业。据悉，该校

已连续三届参加该项研讨会，学校先后选拔出 29 名学生在这

个国际性大舞台上与全球青年互动、交流。

来源  | 温州晚报

        众所周知，温州话可

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懂的语

言 ， 甚 至 在 外 国 电 影 里

被评为“恶魔之语”。在中

国，温州话也是出了名的

难懂，就连大部分的温州

人 都 不 敢 说 能 研 究 温 州

话，然而来自美国的博士

却公然提出要“挑战”温州

话。这位便是温州肯恩大

学人文学院的讲师欧迈珂

(Michael Opper)，他在市

区的无料书铺以普通话主

讲主题为《当代中国语言

研究：潮流与挑战》的讲

座，吸引了全市无数语言

学爱好者。

美国温商的温州话让他产生浓厚兴趣

        欧迈珂一直对语言很感兴趣，从高

中的最后一年开始学习汉语，一学就是

15 年，大学本科专业也是汉语。

        欧迈珂表示，自己第一次来中国是

2007 年，目前已经在中国生活学习了近

5 年的时间，去过云南昆明、大理，还

温肯外教欧迈珂钟情中国方言，

还要“挑战”温州话

在重庆生活过。他与温州的缘分不浅，

更是很早就接触过温州方言。他在美国

新泽西长大，曾经在布鲁克林生活了好

几年，当时在布鲁克林生活的华侨很多

都是温州人，当地很多小吃店的老板也

是温州人，他在那时就听过温州方言，

对这种发音奇特的方言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其实不仅是温州话，欧迈珂还研究

过彝语、上海地方方言等。在当天的讲

座中，一身休闲装、戴着眼镜的欧迈珂

就用普通话以他的博士论文《云南大理

白语》课题，来介绍方言白语的发展规

律，他曾经在云南生活两年。他表示，

他研究方言主要是从音系学和社会学方

面入手，大部分研究的方言都有发音、

音调系统，但是却没有文字系统，缺乏

载体，濒临消失。

计划带学生为保护温州话贡献力量

        2018 年 9 月，欧迈珂来到温州，因

为喜欢中美合作大学的氛围，他成为温

州肯恩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师，目前主要

是教英语、英文写作以及相关语言学课

程。

        提及这位美国老师，人文学院的学

生都非常有话可说。大一的刘同学就对

欧迈珂的课印象深刻，她说 ：“欧迈珂

的每堂课都非常有料，你几乎每时每刻

都需要打起精神，去吸收他传达的知识，

同时他又非常亲切和蔼，有人上课回答

不出问题，他总是想办法给予鼓励。”

欧迈珂目前住在新城，周末最爱去的地

方就是七都。他更是做好了要在温州长

时间生活的打算，所以为加深对温州以

及温州文化的了解，让自己更加适应温

州的生活，同时也是满足自己对温州方

言的好奇心，他打算对温州方言进行深

入研究。

        现阶段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接下

去他马上要带领人文学院的三名学生一

起，从社会语言学方面开始，做研究的

第一项调查，了解温州人对待温州话的

态度和想法，比如温州人平时喜欢用普

通话还是温州话，哪些场合使用哪种语

言比较频繁等等。下一步他还将利用暑

假的时间，去梳理温州话的语言发音、

系统和搜集温州方言故事。

文 | 范晨

图为温肯学生参加第十届世界大学生领袖研讨会系列活动

图为欧迈珂在无料书铺做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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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晚宴：温肯儿约会校长说了哪些“悄悄话”

教育部又添新规定，温肯学生从课程设置中

获益

温肯举办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

500 名学生带着作品亮相温肯科研日

形如太空舱，温肯物理实验室建设完成

温肯“牵手”两家科技企业，为其输送温肯

智慧

中美学子齐聚温肯，开启科学夏令营

温肯学子在世界各地致敬祖国

一
座
拥
抱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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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晚宴：

温肯儿约会校长说了哪些“悄悄话”

        本次校长晚宴由校学生会年级代表组织承

办。晚宴共有 10 名学生代表参与宴席。为充分

考虑各类学生群体的声音都能在宴会中被听到，

学生代表的人员结构由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不同地区的学生群体代表组成。

       晚宴一开始，校长王立首先以自己的经历为

例，谈到了学校如今的不足 ：“我习惯每天早上

去跑步，可我们学校现在的操场还不够大”，“那

天我想要去买件衣服，结果去万象城，来回打

车要 50 元，学生们伤不起啊”。

       王立校长的话让所有学生倍感亲切。不仅如

此，王立校长还向同学们谈起了自己上任校长

后三周内所做的工作。他不仅与市政府沟通好

操场的修建和肯恩小镇的完善问题，同时还将

进一步与温州市交运集团一起解决温肯学子的

交通出行问题，为学生们提供更多便利。

年级代表为全校学生发声

       感受到校长的亲切热情，同学们也开始畅

所欲言。来自台湾的陈妍绫向校长直言，她之

所以来温肯是因为温肯心理系的存在。她表示，

在温肯能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很好的一

件事！

       同属市场营销专业的蔡楠和袁正清，就学

校在教学资源上存在的几个难题，如 ：专业师

资分配不均衡和选修课程太少向校长发问。除

此之外，交换机会也是学生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现在温肯的学生还只能去美国肯恩大学做交换，

但美肯的学生可以有更多选择交换的学校，宁

波诺丁汉的学生也可以选择除了英国诺丁汉以

外的学校进行交换交流，我觉得我们是否也可

以有更多的选择？” 校学生理事会理事刘祚说。

       王立校长认真倾听并指示工作人员将学生提

出的问题都进行记录，并回答说 ：“我上周就去

了北京，就是去教育部为你们争取奖学金的事

儿，我们想要更多的学生可以去外面进行交流

交换，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有更广阔的视野，在

这件事上我会尽我所能。” Suzanne 女士则表示

会与美方加强沟通，把学生的问题都带回去，

同时在美国为温肯的学生提供更多交流和就业

的机会。

温肯未来会越来越好

       晚宴上，王立校长还向学生提问，“你们知道学校的紧急电话吗 ?” “如

果你们生病了，谁会是第一个知道的人？” 王立校长表示，自己来学校的

短短时间里，走遍了温肯的每个角落，看过中午十二点的温肯自习室，还

亲自测试过温肯的夜间紧急电话，他笑称 ：“我有的时候想学校的事情想

得头发都掉没了”。晚宴的氛围在美食与欢笑中到达了高潮。

       会上王立校长动情地说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在浙江大学工作，浙江

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如果说浙大现在是 20 岁青年，我们学校还是个刚

出生不久的婴儿，肯定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看看我

们美丽的美式校园，干净整洁的寝室，全球的师资，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

优势和特色，而且我们要相信未来学校会越办越好。”

       学生事务部负责人吕卓环表示，这种和校长面对面的交流本就是一种

新型的教育形式，体现学生的存在感，主人翁精神。而校长和学生近距离

的接触，更能听到真实的声音。在西方学校有高桌晚宴，相比国内高校也

有类似的校领导下寝室、一起和学生吃饭的活动，这样的 “校长晚宴” 更

加符合温肯中美合作办学的理念。

文 | 庄稼 张思瑜

图 | 蔡贝妮 胡早行

       3 月 26 日，“校长晚宴”在温州肯恩大学

一食堂一楼西餐厅举行。校长王立不仅全

程英文与温肯学子聊校园生活，更为大家

描述学校美好未来，美国肯恩大学校长助

理 Suzanne·Hickey 女士也受邀出席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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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艺、美妆、手机摄影……29 门艺术课供学生自选

        国情与文化教育中心（以下简称 “国情中心”）作为温州肯恩大

学的教学部门，主要负责学校国情与文化教育体系的制定及执行。

国情与文化教育体系结合中外合作大学特色，由国情与文化教育、

艺术教育及体育教育三大教育模块组成。其中，艺术教育是温肯的

一大特色。

        据悉，温肯共开设过 29 门艺术课供学生们自由选择，其中不仅

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茶艺课，时下潮流的美妆课，还有提升音乐

欣赏能力的音乐鉴赏课，音乐青年喜爱的吉他课，教你如何制作新

媒体的媒体传播实践课，更有年轻人们都会用到的手机摄影课……

        不仅如此，课程的任课老师大多都拥有专家级别。国情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说 ：“我们请来了温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温州市十大优秀

青年岗位能手的雷建栲老师，为学生来上当代艺术创造课程。美妆

课的老师戴春爱则是国家高级化妆技师。每年在选课中最为抢手的

花艺课的老师汤力汇，毕业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还获过日本 Mami 

Flower Design School 讲师资格证书。”

学生必须修满两个学分才可毕业

       温肯学生在校期间，不管是文史、管理，还是理工类学生，都必

须从中选修两个学分方可毕业。通常温肯 1 学分的课程周学时为 75

教育部又添新规定，

温肯学生从课程设置中获益

        2019 年 4 月，教育部下发了一份文件，要求所有大学生都要增加一门“必修课”，

引发关注。这份《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普通高校

要强化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艺术教育。各高校要把公共艺术课程与艺术实践纳入教

学计划，每位学生须修满学校规定的公共艺术课程学分方能毕业，部属高校须于今

年 9 月 1 日提交美育工作实施细则。也即，未来，无论是机械专业还是计算机专业

的高校学生，都必须修完相关的公共艺术课才能拿到毕业证。

        实际上，近年来，公共艺术课程早就成了温肯学子的“必修课”。

分钟，总学时 1125 分钟 ；2 学分的课程周学时为 90-100 分钟。

总学时 1350 分钟。

        尽管公共艺术课为规定必须选修的课程，学生们还是对

其充满兴趣。国际会计专业的于子淇选到了在学生中颇为热

门的 “茶艺课”，她说 ：“最开始选这门课是因为本身对茶艺有

些兴趣，但真正接触后发现课程比我想象中的还有趣，老师

并不是纯粹讲茶叶理论和泡茶技巧，还会教用茶叶去制作奶

茶、莫吉托等当下热门的饮品，实在是有点潮。” 而大一英语

专业的张思瑜则在创意美术课上亲自动手做起了瓯塑，并感

慨道 ：“感觉一下子拉近了与温州传统文化的距离。”

        “我们希望能通过艺术课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培养高雅的艺术品位，提高人文素养。同时因为是中美合作

大学，我们的课程会更注重帮助学生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

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 温肯党委委员、国情中心主

任应永宏说。

艺术与校园融合还有丰富多彩的社团文化

        近年来，除了开设公共艺术课程，温肯还围绕美育教育

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每年校园开放日都会设置草坪音乐节，

还发起了温州书画名家进校园、戏曲进校园等系列活动。著

名油画家陈天龙还与温州肯恩大学签约，陈天龙美术馆将在

校区公共教学楼 B 号楼一楼 “落户”，届时在校园内展出陈天

龙的艺术作品，真正做到艺术与校园的融合。

        此外，温肯还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便于学生多元成长。

温肯艺术团就是学生提高艺术实践的园地，2016 年成立以来，

经过不断发展，现有 8 支团队 ：合唱团，小组唱，室内乐，

民乐队，电声乐队，舞蹈团（中国舞，流行舞），Rap 队与学

生团务中心。共计 70 余人。每支队伍配有专业指导教师，展

现了温肯文化多样性的校园氛围，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情趣。

        温肯还利用中美合作大学的特色，于 2017 年推出 “在温

州 ‘享’ 世界——与温肯开启世界文化之旅” 系列沙龙，由外

教和留学生们带着学生与温州市民们 “造访” 一座城市，深入

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中秋节时，温肯推出中外

文学读书沙龙，来自温州肯恩大学的外教们和温州本土文化

界人士以 “月” 为主题，和在场的近百位市民分享中外文学中

“月亮” 的寓意，为大家打开看向世界的窗口，同时也让中外

文化进行交融。

文 | 范晨

图 | 汤涟猗 谢甸园 张思瑜 高辰

图为温州肯恩大学形体艺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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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8 日下午，温州肯恩大学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在温州肯恩大学商

学院 C135 报告厅举行。

        这场大赛由职业发展中心举办，对接全国 “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吸引了十支优秀队伍的参与。

        许书利副校长首先为本次大赛发表致辞，他指出创业是最好的成长之

路，温肯的创业之路和所有的创业之路一样，需要面对未知的挑战。学校

的目标是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领导力和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的学生，作

为温肯人，我们应该积极地面对挑战，此次比赛的举办更是这种精神的传

承与发扬。

        路演环节，10 支优秀项目团队进行现场路演。路演形式是 5 分钟演讲

加 3 分钟答辩。每个项目总分 100 分，其中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

低分，最后取 5 个评委的打分为有效得分，其平均分为该项目的最后得分。

多次在创新大赛获奖，登上学校官网与媒体报道的仓鼠国际应用获得大赛

的一等奖 ；锦绣虔承项目和职业宠物管家获得二等奖 ；火炬书屋项目和无

人智能外卖车（移动餐柜）获得三等奖 ；9SCORES 网站、医学翻译平台、

小型自助共享健身房、中国文化建筑资产数字化存档（CCACC）项目获得

优胜奖。

        代理学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对创新创业大赛的举办加以肯定，“我们

学校有很多有想法的学生，学校必须提供培养创业精神的机会。这次创新

大赛开办的时间有点晚了，像宁诺创意孵化园的点子就很好。学校在未来

会加大奖励制度，比如在创业基金方面提供支持。”

        温州肯恩大学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暨全国 “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温肯选拔赛是响应新时代双创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活动，不仅激发

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也营造出校园内积极创新创业的学术氛围。

文 | 张思瑜 范晨

图 | 汤涟猗

温肯举办第一届创新创业大赛
       4 月 17 日上午，第四届校园学生科研日重磅登场，要知

道今年的科研日活动有约 500 名学生携带科研作品参加。其

中有 15 组学生参加高年级毕业设计作品暨 3 分钟演讲比赛，

68 组学生参加科研项目演讲，105 组学生参加科研海报展示，

35 组学生参加科研视频演示。这个数量，是之前三届科研日

所有参与学生人数的总和，可以说今年的科研日相当燃！

        不仅如此，学生们的课题内容涉及会计、金融、市场营销、

经济、计算机、英语、心理学等学科，同学们通过所学的课

堂理论知识，紧密结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热点，就感

兴趣的项目开展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今天的展示成

果。这其中就有 “中国书法的 AR 应用”、“多功能植物蛋白的

网页查询数据库”、“化妆品行业社交媒体营销对大学生品牌

忠诚度的影响”、“院子里的规划师 ：停车可视化系统”、“设计

一个智能乐高辅导系统，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社交能力” 等

课题。

        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专业的 Tiffany Tang 博士结合自身

的科研经历，为大家现场带来了一场主题为 “本科研究的 N

次方” 的演讲，不仅用数据向大家介绍了温肯科研的发展，

更为大家分享了如何做好高质量科研的方法。

        温肯一直都注重教学与科研并重发展。我校代理学术副

校长杨毅欣介绍说 ：“学校办学至今，先后投入科研经费 6000

多万元，教师在包括 SCI、SSCI、AHCI 等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130 余篇，累计实施科研项目 100 余项，其中国家级

2 项，省级 9 项。通过开展学生科研日、师生拍档科研项目、

全球系列讲座等活动，营造科研氛围，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学校还建立了浙江省肯恩创业创新研究院、中

美青年创客中心、温州肯恩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亚洲产业

竞争力研究院、温州肯恩大学—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战略合

作等科研平台。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香港理工大学等国

际一流大学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

        据悉，为支持学生科研创新，从 2015 年开始，温肯每年

实施师生拍档科研项目（SpF/SpS）项目，对入选项目给予一

定资金支持。到目前为止，一共有 100 多位学生参加了 SpF/

SpS 项目，实施项目 67 个，累计获得资助资金将近 150 余万元。

今年还新出台《学生科研创新资助管理办法》，用于资助学生

参加各类学术活动。

        参与科研日的学生，在申请攻读研究生时获得了更多国

外名校的青睐。如 2017、2018 年温肯 25 个项目被纳入地方

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7 年，Pinata 

Winoto 博士指导的 Weetap 团队开发的 “早期老年痴呆记忆

训练的 METAP 系统” 获得 2017 微软 “创新杯” 中国区总决

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项目组主要成员陈飘同学被宾夕法尼亚

大学录取 ；2018 年，计算机专业的许诺同学参加了第九届生

物信息学、计算生物学和健康信息学国际会议并作报告 ；许

诺同学去年被南加州大学通用计算机专业录取攻读硕士研究

生 ；2017—2019 连续 3 年，生物专业老师 Aloysius 博士带领

学生开展研究，其研究成果发表在 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

Bioinformatics、Database 等知名国际学术期刊上。

文 | 范晨

图 | 蔡贝妮 王葛琼 汤涟猗

500 名学生带着作品亮相温肯科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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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温肯物理实验室建设完成。在这

里，所有的墙面都变身白板，学生可随时记

录自己的创意构思，课堂板书可直接保存发

送到学生邮箱……物理实验室旨在利用新的

技术、设施提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互动模

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热情。

        实验室坐落在温肯教学楼D栋的三楼，

总面积约140平方米。整个实验室以白色为基

调，搭配金属质感的墙面，走进物理实验室，就像走进了电影里科技感十足的太空

舱。        传统的讲台在这里变成了教学媒体中心，黑板则由一块98寸的触屏一体机取

代。一体机不仅集成了传统的电脑、投影仪的功能，在教学中进行讲义放映与模拟

实验展示，并且教师可以直接在上面作图、答题，还能将自己的“板书”直接保存成图

片文件，发送到学生邮箱。不仅如此，一体机还可通过无线网络直接连接至个人手

机或PC进行更多扩展，极大丰富了课堂互动形式。实验室四周墙体内置金属板，墙

面覆有特殊涂料，可以直接作为白板使用。

         “物理实验室所有实验仪器配置都参照美国肯恩大学实验室标准，但我们的这些

设计通过多种形式强化了课堂互动，可以让学生对实验知识获得最直观最生动的感

受，同时也让成果展示和项目讨论更加形象有趣，加强学生的课堂体验”，物理实验

室管理员曾燚说。

        另外，典型的实验室平均比普通办公楼多消耗5~10倍的能源，而温肯的物理实

验室中所有的物理仪器配置都参照美国肯恩大学实验室集成中控系统的可智能化控

制与管理。在保证安全性的同时，能够提供高效能源管理方案。

         实验室预计2019年秋季学期随课程开放并投入使用。值得注意的是，该实验室

不仅限于理工学院的学生，全校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都有机会参观体验。

        目前物理实验室主要由理工学院负责管理，理工学院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与应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和生物科学三大专业，并与各相关企业单位有合

作项目。

文 | 范晨

图 | 蔡葆淇

        浙江创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致力于物联网技术与产

品的研发与应用，为移动、电信、联通等运营商提供运行与维护服务。创

力电子与温肯情缘颇深。此前便已和温肯达成合作意向，成立创力电子产

学研合作中心。创力电子将作为温肯的学生实习基地，为温肯学子在实践

中提供宝贵经验。不仅如此，在温肯的计算机系里，更有公司捐赠的设备，

所以此次杨毅欣副校长还特意带来了温肯的感谢，向公司总经理张焱、陈

琪峰颁发了捐赠证书。今后，双方将继续加强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合作，共同为促进温州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随后，杨毅欣副校长一行还来到了温州经开区电竞小镇，在这里温州

超神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戴文学和 CMO 叶朝辉向杨毅欣副校

长一行介绍了超神互动公司的温州电竞时尚之城项目。另外，公司 CEO

戴文学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电竞市场，但是电竞行业管理和运营人才

紧缺，而我校学生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和英语水平，希望开展

深入合作，实现双赢。

        杨毅欣副校长直言：“温肯在数学（数据分析方向）专业、计算机专业、

营销管理专业、视觉设计专业等均与该产业有相关性，今后可组织学生团

队来公司开展项目实习，也让他们去拜访下游戏开发的大神，见见网红主

播。” 同时，温肯作为中外合作大学，其理工学院数学（数据分析）专业

更是在温高校市级特色专业，而计算机系无论是师资水平还是科研能力都

非常强，可以开展进一步技术合作。双方均表示学校与公司在校企合作上

有很多契合点，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下一步将继续跟踪落实具体项目。

图文 |  叶琼

形如太空舱，

温肯物理实验室建设完成

        今年 2 月，我校代理学

术副校长杨毅欣博士带领

学校团队，实地考察浙江

创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

温州超神互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并达成合作意向，

未来温肯将与这两家科技

企业“牵手”，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同时也为温肯

数学（数据分析方向）专

业打造在温高校市级特色

专业助力。

温肯“牵手”两家科技企业，

为其输送温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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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活动 

        新加坡、中国香港、英国爱丁堡、美国达拉斯……温肯学子的脚步从家乡出发，走向全球。

他们有的还在求学，有的已经就职全球 500 强企业，但无论身处何地，依然心系祖国。“我很感谢

祖国，让我有机会走出去，看到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的自己。” 就读于杜克大学的徐晶晶说，中国

永远是自己的根和家乡。2017 届温肯毕业生夏雪对着镜头坦言，她很感激中国的发展为她们这一

代创造了非常好的教育机会，让她们有机会睁眼看世界。“出国之后，就会发现自己的国家真的非

常优秀。” “作为一名身在海外持有中国护照的留学生，我更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坚实的后盾。” 一

句句发自肺腑的感言、一面面随处可见的小红旗牵动着更多温肯学子的心。

        正如正在美肯交换的金之璇介绍，她们经常会自己动手包饺子，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饱含的

不仅是家乡味儿，更是一份牵挂祖国、心系家乡的情怀。

        在视频中，我们跟随 2017 级温肯学子、市场营销专业的姜成，走进交换生的世界 ；也会看到

现就读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 2018 届毕业生陈超纯指着唐人街（中国城）牌楼上的 “国泰民安”

祝福祖国 ；会感受到温肯学子在世界各地的自信与自豪，也会从每一张笑脸中，感受到每一位温

肯学子们对祖国的拳拳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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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知名高校录取继续深造。学校更希望，学子们时刻谨记，无论人生去往何处，唯有祖

国是永远的目的地。

文 | 陈燕平 章瑚

中美学子齐聚温肯，开启科学夏令营

        七月盛夏，学子们也进入了暑期，偌大的温肯校

园却依然充满活力。2019 温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 温州

肯恩大学科学营于 7 月 8 日正式开营。在接下来 7 天

时间里，近 20 名温州少年将与 3 名美国肯恩大学学

生一起交朋友、做科研，在温肯开启难忘的科学探索

之旅。

        上午 9 点的开营仪式，宣告了科学营的正式启幕。

对于这些高一、高二的高中生而言，第一次迈入温肯

校园让他们既陌生又兴奋。

        科学营由温州肯恩大学理工学院助理教授 Toby 

Michelena 博士以及其他生物学教授、助教共同指导，

采用全英文授课模式，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

科学营内容包括对温瑞塘河及周边区域的水质系统的

检测与陆地环境的探索两部分。

        项目以温州和周边的生态系统为背景。水质系统

检测中，学生将到温瑞塘河岸边提取样本，在老师的

指导和帮助下，借助温肯的生物、化学实验室的仪器

设备，检验与分析实验样本，对比温州生态系统与新

泽西州生态系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了解生态系统方

面的相关知识。在陆地生态环境的探索中，学生将采

集本地的植物与昆虫样本，通过后续实验处理和分析，

从而更好地学习生物鉴别相关知识。

        除了待在实验室做数据

分 析、 听 讲 座 外， 还 有 徒

步登山、河流采样等户外

作业。“保持好奇，尝试自

己去解答疑问。” 项目指导

老师 Toby 博士表示，科学

温肯学子在世界各地致敬祖国

营的目的就是让高中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现实，

自己去收集样本数据，分析数据，学习怎么做

科研。“我们要做的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要靠

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为了让高中生们了解科学广阔的范畴，课

程中加入了桥梁设计比赛的环节。“我们会让同

学们自己去设计一座桥梁，去学习工程学和设

计的关系。” 在他看来，虽然科学营主打生物科

学，但引导学生们了解更多的科学领域，有助

于他们拓宽视野，增进对科学的了解。

        此次科学营还有三位从美国肯恩大学远道

而来的同学。对接下来和高中生们的相处，他

们已经做了不少准备。大三环境科学专业的

Abby King 下载了微信和 google 翻译，准备随时

和中国同学们开启 “尬聊” 模式。“大家可以随

时通过微信找我沟通。” 她希望在接下来的科学

营中能为缺乏经验的中国营员们提供一些实验

方法指导。

文 | 王舒

图 | 汤涟猗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迎接祖国生日，近日，

温州肯恩大学特地拍摄《目的地（Destination）》，为

祖国献礼。在片中，温肯毕业的学子们不仅拍摄全球各

地中国侨胞、留学生们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场景，

还特地录制祝福视频集锦，一起为祖国打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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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month after assuming his office, the new 

Wenzhou-Kean Chancellor Professor Wang 

Li held the first press conference on April 3rd, 

sharing his insights on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workforc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as well as 

new development pathways for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lso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were 

more than 10 presses including China Youth 

News, Zhejiang Daily, Sina, Wenzhou Daily, 

Wenzhou Evening News, Wenzhou City News 

and Wenzhou Business News.

Professor Wang Li thought it is destined that 

he would be here in Wenzhou and Wenzhou-

Kean. He said, “My master supervisor in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86-year-old Professor Xu Yuanzhi is 

Wenzhounese. That being said, my first scientific 

research was also in Wenzhou. I can still recall, 

30 years ago,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travel to 

Wenzhou by train to sample in a chemical plant. 

What’s even more destined is a business trip of mine 

from Beijing to Hangzhou. The airplane couldn’t land 

in Hangzhou because of the weather, and we had 

to land in Wenzhou instead. I was thinking, maybe 

something was destined to happen between me 

and Wenzhou. It turned out to be true – I came to 

Wenzhou, and to WKU.”

WKU Chancellor Makes Debut 
at Press Conference: In 
Wenzhou For WKU

“Studious” is the best word to describe 

Professor Wang Li during his first month in the 

office. He mentioned that the very first thing 

he did after his installation was to learn the 

ordinanc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Sino-

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Wang also visite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and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to familiarize 

himself with the earliest cooperative educations 

in China.

Professor Wang Li lives on campus, and he 

has almost measured every inch of the campus 

with his feet. In his opinion, as a China-U.

S. cooperative universit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introduc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workforce training practices from 

the U.S., which, under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a very promising 

future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e also 

sees that the young Wenzhou-Kean University 

need to be diligent and brave enough to explore 

and to race forward.

The Ministry-Province Consultation Meeting, 

along with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CPC 

Commi t tee ,  has  l i s ted  Wenzhou-Kean 

University as a key demonstrative construction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where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as their full support 

to strive for an internationalized, high-standard 

university. We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Wenzhou CPC committee, in particular, have 

a more specific expectation – “a contributive 

university in Wenzhou, an important university in 

Zhejiang, an influential university in China, and 

a distinctive university around the world”.

How will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arch 

towards its promising future? “The university 

should have composure, devotion, endurance, 

persistence, competence, resolution, charm, 

strong human powers, enriched material 

resources, and sufficient funding” – this is 

the answer from Professor Wang Li. He also 

sketches out the blueprint for the university’s 

future.  The universi ty wi l l  at 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cademic program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will conduct high-standar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ized platform.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now applying 

for the qualifications of providing graduate 

programs, through which the university can 

help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Wenzhou. At the same time, 

the university is launching a special funding for 

workforce construction, hoping to establish a 

team of sufficiency, stabil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high standards in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recruits faculty and 

staff all around the globe, welcoming more 

outstanding talents to come to Wenzhou-Kean 

with their projects.

Chancellor Wang Li also answered questions 

in areas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tudent recruitment in 2019. The Press 

Conference is hosted by Wang Beijiao, Chair 

of WKU Board and Secretary of WKU CPC 

Committee.

Translator XU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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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fternoon of July 24th, Mr. Che Jun, the Secretary of 

the Zhejiang CPC Provincial Committee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Mr. Chen Jinbiao,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Secretary-General, Mr. Chen Weijun,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Zhejiang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Party Secretary of Wenzhou, Mr. Chen 

Genfang, Party Secretary and Director of Zhejiang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Mr. Yao Gaoyuan, Deputy Party Secretary 

and Mayor of Wenzhou joined this visit. The delegation was 

accompanied by Mr. Wang Beijiao, Chairman of WKU Board 

of Directors and Dr. Wang Li, Chancellor of WKU.

Mr. Che Ju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on WKU’s 

development. His first stop is the student residence, where 

Mr. Che talked to the students from 2019 Root-Seeking 

Summer Camp. Yu Yina is a 14-year-old Belgian girl. Che 

asked about her hometown and whether she has had 

visited Wenzhou before. He expected Yu would make more 

friends during this summer camp. Che said that WKU as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s a great platform for cultural 

exchanges. He would like to see more events like this, 

sp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Mr. Che also visited the CBPM Hall. Pointing on the blueprint, 

Mr. Wang Beijiao and Chancellor Wang Li introduc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the 

Student Residence (Phase II) and the Stadium. Che Jun 

praised WKU’s beautiful campus. He asked about WKU’s 

campus plan, faculty and students’ career prospects. He also 

watched the latest WKU promotional video.

“WKU is taking the lea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here are some 

figures,” Chancellor Wang Li introduced later in the meeting, 

”90% of the courses are instructed in English; 37% of our 

graduates are admitted by World Top 50 universities. WKU 

Students are also successful in the job market. They find jobs 

in the banks, securities, and the big 4 accounting firms after 

graduation.” Mr. Che also showed great interest in students’ 

research capacity and various research activities on campus.

Che Jun fully recognized the achievement that WKU has 

gained in recent years. He said he has wanted to come to 

WKU for some time and today he finally has the chance. 

“The creation of WKU is a major initiative supported and 

promoted by President Xi when he was serving as the CPC 

Party Secretary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always support WKU 

and join hands with Kean University, Wen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to contribute to 

an even better future of WKU,” Che said, “I hope WKU will 

stick to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and world-class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iming at high-standard and high quality, WKU needs to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and strive to build leading disciplines 

and academic programs, offering more intellectual support to 

Zhejiang’s high-quality growth,” Che added.

On August 26th,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KU) held its 2019 undergraduate freshmen 

opening ceremony. Nearly 800 students 

(including overseas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nd more than 100 

foreign teachers presented at the ceremony. 

School leaders Wang Beijiao, Wang Li, Zheng 

Xiaodong, Yang Yixin, Zhou Dong, Ying 

Yonghong, Xia Caiguo, Lin Yangfan and Zhu 

Ge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Xu Shuli, 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ffairs, hos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remony, the audience 

was treated to a musical performance by the 

school hip-pop club. Then the host gave a brief 

opening remark. 

President Wang Li delivered the opening 

address,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school year. On behalf of all staffs and students, 

he warmly welcomed the freshmen. President 

Wang described WKU as a young man in his 

prime, young, energetic, and promising. He 

said, “From now on, WKU will pursue your 

dream with you and together, we will build WKU 

into an influential university not only in Zhejiang, 

in China, but also a renowned university on the 

world stage.”

Welcome!  Class of 2023

H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ng 

with foreig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Only 

by going global, can China’s education go 

stronger. That means students have to receive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o that they will 

gain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over their peers.” 

He summed up the philosophy of WKU in f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are international 

world-class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hilosophy, international student development 

goal, international teachers and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Abou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esident Wang 

shared some of his thoughts with students as 

followings:

1. Developing a global vision through 

WKU’s world-class education. 

I hope you will develop a global vision through 

our world-class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hat WKU offers will not only arm 

you with the cutting–edge knowledge, but also 

broaden your eyes with advanced teaching 

methods and rich resources. 

2.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WKU’s world-class education. 

Studying at a university is not “academic tour”. 

Zhejiang Party Secretary Che 
Jun Visits W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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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se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in 

a university classroom. You have to reflect, 

explore and create by yourself. 

3. Developing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WKU’s world-

class education. 

The new round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form 

are gaining momentum.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and being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is your first 

challenge in your college life. 

4. Improv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through WKU’s world-class education. 

WKU has a faculty community from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Every student 

will ge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practice 

at Kean University. I hope you will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this 

Western-meet-Eastern-culture campus, and 

become the ambassador of the Chinese culture.

 

5. In hard time, try to seek self-development; 

in success, try to let others be benefited. 

Every person’s destiny is tightly bound with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shall always hold the right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tribute your wisdom 

and energ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n he wished all of the students a wonderful 

four years in WKU, and a big leap in their pursuit 

of knowledge. “I hope you can cherish our world-

class education, and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challenge, to advance, and to march forward.”

To faculty, he said, “You are the lighthouse that 

steer students’ way against the storm. I hope 

you can, as always, be dedicated to the principle 

of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ways of 

development and be fundamentally student-

oriented. Preach truth, teach wisdom, and reach 

the summit.” 

President Wang was followed by Dr. Eric Yang, 

the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who 

said that as a public university, WKU had a 

mission to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opportunity to a broader range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attributes, talents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Hands-on experience, 

critical thinking and transformable skills imparted 

through vigorous and modern Kean curricula 

will help you extend your educational goals to a 

level that can only be achieved at WKU.” 

He also showed his encouragements to 

students. “I urge you to develop you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ntrepreneurship spirit, passion 

and moral courage.”

“I believe you all have celestial potential of 

becoming a shining star in your academic 

journey at WKU and future profession.” 

Deans from four colleges also expressed their 

expectations to freshmen. Cao Jiang, Dean of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 Public Management, 

said that to be successful, one must have 

wisdom, kindness and passion. He hoped 

students would always have a fire in their heart 

and remain curious.

Raquel A Stuart, Acting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compared the new students to the 

light. She told the students that they are the 

future leaders. The roads waiting for them were 

challenging but full of joy. 

Larry Brown, Dean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ntioned the importance 

of friends. He said, “You are gonna meet new 

friends here, friends who will be your friend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hey will be your true 

friends. And they will assist you in your journey 

through life.”

David Mohney, Dean of the Col lege of 

Architecture & Design, said, “Three months 

ago, you were home, studying hard for the 

Gaokao, and thinking about university and 

didn’t know where you would be. And now you 

are at a very unique university. This is a very 

dynamic university. Good luck to you.”

Then two students gave their speeches. Yuan 

Zhengqing, chairman of the Student Union, 

spoke on behalf of all the students and imparted 

the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nd living in WKU to 

the freshmen. Pan Xiaoyun, student Councilor 

representative, shared her own growth story in 

WKU.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a freshman 

greeting party was held on the lawn. The 

freshmen danced Scottish d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entors. In addition, there were 

wonderful programs brought by music clubs, 

hip-hop clubs and other societies. 

Translator CHEN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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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chers: Foreign Professor 
Opper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Loves Chinese 
dialects and wants to ‘challenge’ 
Wenzhounese

After 15 years of studying Chinese, he now has a good command 

of Mandarin. When he heard merchants in America speaking the 

Wenzhou dialect, it piqued his interest.

I t  is well  known that Wenzhounese can be 

considered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 in the world 

and it is even called “a demon language” in some 

foreign films. In China, Wenzhounese is also 

famous for its abstruseness, and even the majority 

of the locals in Wenzhou do not dare to say that 

they are able to fathom Wenzhounese; however, 

this Ph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ly announced 

that he wants to ‘challenge’ Wenzhounese. Michael 

Opper, is an American PhD and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in Wenzhou-Kean University. 

Recently, he delivered a lecture o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Trends and 

Challenges” speaking in  Mandarin Chinese at the 

Wuliao Downtown Bookstore.  Numerous language 

enthusiasts from all over the city attended.

Dr. Opper has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languages. 

He had been learning Chinese for 15 years since his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His undergraduate major 

was also Chinese. His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and local dialects originated from 

a teacher in his undergraduate years. He liked this 

teacher’s class very much because the teacher’s 

research wa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nguage. 

Thus, he chose to study for a doctoral degree in this 

area.

Dr. Opper said that he first visited China in 2007. 

Since his return, he has been living and studying 

in China for nearly five years. He had also been 

to Kunming, Dali, and Chongqing. He has a 

deep connection with Wenzhou because of his 

earlier encounters with Wenzhounese. He grew 

up in New Jersey and later lived in Brooklyn, NY 

for several years. At that time, many overseas 

Chinese in Brooklyn were from Wenzhou. Many 

local snack bar owners were from Wenzhou as 

well. After hearing Wenzhounese, he developed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dialect which sounded 

strange.

Michael Opper,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Besides his interest in Wenzhounese, Dr. 

Opper has studied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the Yi language and the Shanghai dialect. In 

his lecture, Dr. Opper, wearing casual clothes 

and glasses, referred to his doctoral thesis, 

“Bai Language in Dali, Yunnan”, to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Bai language. He spent two 

years in Yunnan. He said his research of dialects 

mainly started from his study of phonology and 

sociology. Most of the dialects he studied have 

the phonetics and tonal systems; however, they 

have no writing system, lack transmitters,  and 

they are at risk of extinction.

In September 2018, Dr Opper came to 

Wenzhou. Liking the atmosphere of the Sino-

American university, he became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Currently, he mainly teaches 

writing and linguistics related courses, such as 

sociolinguistics. Mentioning his current students, 

Dr Opper said: “Their English learning ability 

is better than many other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Everyone is very creative and has 

a variety of interests. They are really ideal 

students.”

The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ave 

many things to say about this American teacher. 

Liu, a freshman, is inspired by Dr Opper’s class. 

She said, “Every one of Dr Opper’s classes 

is meaningful, so you must pay attention all 

the time to absorb everything he teaches. In 

addition, he is very kind. If someone cannot 

answer questions in class, he still finds ways to 

encourage them.”

Dr Opper’s lectures

Dr Opper now lives in Xincheng (Lucheng 

District), and his favorite place to visit on the 

weekend is Qidu. He said, “It is because I like 

the natural ecology in Qidu, which makes me 

feel relaxed.” He has already decided to live in 

Wenzhou for a long time. So,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Wenzhou and its culture in 

order to adapt to life in Wenzhou, and to satisfy 

his curiosity of Wenzhounese, he intends to 

deeply study Wenzhounese.

His research is in its initial stages. He plans to 

recruit students from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to first do a sociolinguistic surve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attitudes and thoughts of how 

the local people see Wenzhounese, including  

whether the local people prefer speaking in 

Mandarin or the Wenzhou dialect, and how often 

they use one or the other in different occasions. 

He plans to spend his summer vacation 

collect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Wenzhounese and stories in the 

language.

From an  interview in Wenzhou City News

The principal of the Wenzhou Nongovernmental 

Think-tank Promotion Association states that 

the use of the local Wenzhou dialect, one of 

the relatively weak Chinese regional dialects, is 

showing signs of decline day by day,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and teenagers. As a 

foreign scholar, Dr Opper came to Wenzhou 

alone to devote himself to the learning and 

protection of Wenzhounese. His spirit and 

love for language is admirable. The principal 

expressed his hope that Dr Opper can contribute 

his strength to protect Wenzhounese.

Personal information

Dr. Michael Opper has a Ph.D. in linguist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is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Most of his research centers 

on phonolog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aspect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His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Bai, and languages spoken by 

the Yi people. He has taught courses in ESL, 

linguistics,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English writing.

Translated by ZHANG Qiyu, XIE Chen

A popular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t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Dr Opper plans to work with students to preserve 

Wenzhounese

Contact Information

Michael Opper

mooper@kea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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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 Wenzhou-Kean 
University Cooperating with 
Two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haring WKU wisdom
Promot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Wenzhou-Kean University provides wisdom 

and solutions at the crucial stage of Wenzhou’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Recently, Dr. Yang Eric, the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the university team, made a trip 

to Zhejiang Makepower Electronics Co., Ltd. 

and Wenzhou Chaoshen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and confirmed the 

intention to cooperate. In the future, Wenzhou-

Kean University will cooperate with these two 

technology companies. Thus,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panies can share resource and 

help one another. Meanwhile, the cooperation 

can help develop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Data Analytics Option) major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nto a distinguished major among 

Wenzhou universities.

Company Business Card

Founded in 1996, Zhej iang Makepower 

Electronics Co., Ltd. is committed to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and to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ervice for mobile 

network providers including China Mobile, 

China Telecom, and China Unicom. Meanwhile, 

the company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mart 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products including smart fire protection, smart 

street lamps, smart parking lots and smart 

enterprises.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eam visit ing 

Zhejiang Makepower Electronics Co., Ltd.

Zhejiang Makepower Electronics Co., Ltd. 

and Wenzhou-Kean University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Previously, the company had 

already agreed to cooperate with Wenzhou-

Kean Universi ty and establ ish WKU — 

Makepower Electronic Joint Research Center. 

Makepower Electronics wil l serve as an 

internship base for Wenzhou-Kean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help them get valuable work 

experience. In addition, Makepower Company 

has donated equipment to the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at  Wenzhou-Kean 

University, so Dr. Yang Eric expressed special 

gratitude to the company by issuing a donation 

certificate to Mr. Zhang Yan and Mr. Chen 

Qifeng, the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In the 

future, both sides will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train talented 

students, and make joint contribution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nzhou.

Dr. Yang Eric issuing the donation certificate

Later, WKU team went to the e-sports town of the 

Wenzhou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where Mr. Dai Wenxue, Chief Market Officer, 

and Mr. Ye Zhaohu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Wenzhou Chaoshen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introduced their “Wenzhou E-sports 

Fashion City Project”. E-sports, a new industry,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and will 

be part of the events of the 2022 Asian Games in 

Hangzhou.

Company Business Card

Wenzhou Chaoshen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is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domestic 

e-sports industry chain. In 2017, in the contract 

signing ceremony of series-A funding, it won 

the series-A funding for 300 million CNY given 

by Singapore Hupomone Capital Co., Ltd. The 

company has e-sports colleges (in cooperation 

with full-time universities), national e-sports clubs, 

professional live broadcast and team brokerage 

companies, and five-star e-sports training clubs 

which all ar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systems 

for training, employment, supporting further studies, 

and developing talented employees.

Mr. Ye Zhaohui, the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of 

Wenzhou Chaoshen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said: “The Wenzhou International E-sports 

Center project is mainly comprised of the e-sports 

headquarters’ economic business building, an 

e-sports training and education center, an e-sports 

theme park, an e-sports competition hall, an 

e-sports theme hotel. The project will create an 

e-sports industry chain, which will integrate e-spor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public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vents management, 

entertainment brokerage, and logistics”. Moreover, 

Mr. Dai Wenxue, the CEO of the company said that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e-sports market, but 

the e-sports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experts are in short supply, and our students have 

a strong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so he hopes 

to carry out close cooperation with Wenzhou-Kean 

University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University Team Visiting Wenzhou Chaoshen 

Interactive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Dr. Yang Eric said: “Majors including Mathematics 

Sciences (Data Analytics Option), Computer 

Science,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Graphic 

Design, all are relevant to the e-sports industry. 

In the future, students can be organized to carry 

out project internships and to visit the talented 

developers of games and the popular online hosts”. 

Meanwhile, as a Sino-Foreign university, Wenzhou-

Kean University’s Mathematical Sciences (Data 

Analytics Option) major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is a distinguished major among 

Wenzhou universities. In addition, the computer 

science major has outstanding faculty with strong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so technical 

cooperation should continue. Both parties indicated 

tha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panies are a good 

match for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because their intentions have been primarily agreed 

upon. The two parties will continue to follow up on 

specific projects in the future.

Currently, Wenzhou-Kean University is committed 

to carrying ou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what they 

learned and creating entrepreneurs so that they 

mak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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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9 Graduation 
Ceremony of WKU

On June 2, the 4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Wenzhou-Kean 

University (WKU) was held at Wenzhou Grand Theater. 433 

undergraduates were awarded diplomas and degrees. At the 

ceremony, traditional American graduation ceremony features 

like holding the scepter and dial tassel were staged one by 

one. Chen Weijun, the vice governor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Secretary of Wenzhou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 sent 

three "heroic posts" on the spot. Dr. Dawood Farahi,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USA, and Dr. Wang Li, President of 

WKU, gave a motivating talk to graduates on the spot. Xie 

Zuowei,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lso a 

Wenzhounese, served as the guest speaker. 

The students attende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ith the 

whole family

At 12:00 a.m., graduates, parents and professors arrived at 

Wenzhou Grand Theater to atten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Can you take a picture of our family?” , parents there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hair. For the parents, today is the 

most joyful and proud day. “Professor, 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requested by students. The professors, highly 

demanding in usual, left their sincere smile in the photos.

Lin Congying from Col lege of Business and Publ ic 

Management was about to go to the UK to continue her study 

of marketing. Recalling her four years of university life, what 

impressed her most was the experience of becoming the 

general manager of KIWI in her sophomore and junior year. 

An Bohan, a marketing major student, was full of excitement 

and joy. He was accompanied by his parents and grandmother 

who had come all the way from Tangshan, Hebei Province.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graduation ceremony in my son's 

life. We must come to be with him in this moment. Today his 

grandmother also comes,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he visits 

her grandson's university.” An Bohan's father said.  This 

autumn, An Bohan would go to Britain for further study.

Outstanding students received a pile of offers from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his was the 4th graduation ceremony of WKU, with a total 

of 433 graduates. By June 1, 280 people had decided their 

future pursuing, 220 of whom chose to go abroad for further 

study, accounting for nearly 80%. Among the schools they 

would enter we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anked according to QS World Rank in 2019) 

and othe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One student chose to go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llege of Peking University.

Many WKUers received several Ivy League offers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ast four years, some students stood in 

front of APEC an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with lead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fluent English. Some took their 

research papers to Japan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and shared their deep insights with academic leaders in 

the industry. Some have attended the World University 

Leadership conference and still tried their best to join the 

community with full enthusiasm.

President Wang Li gave an emotional “last lesson”

"In this internationalized campus of Sino-US cooperation, 

you have learned critical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global 

thinking, leadership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four years. You 

should have a better sense of future trends with a long-term 

vision. Arm yourself with the necessary abil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continue to carry the spirit of WKU to the world stag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youth in this new era and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times!”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Wang Li, president of WKU, gave the students an emotional 

“last lesson”.

Wang Li put forward three hopes: “I hope you can adapt quickly 

and grow faster after leaving the campus; I hope you can go 

to the society and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stick to the truth; 

I hope you can go to the world and be brave in innovation, 

exploitation and exploration.”

Wenzhounese Xie Zuowei,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red his life experience 

This year, Mr. Xie Zuowei, a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chemist 

and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rofessor of Zhuo Min Chemistry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invited to serve as the guest speaker at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share his valuable life experiences 

with WKU students. He compared life to climbing mountains, 

encouraging WKUers to strive for their goals and not to fear the 

hardships.

Xie Zuowei’s favorite motto is “Heaven walks strong, gentleman 

strives constantly for self-improvement, terrain is vast, 

gentleman carries things with great virtue”. On the spot, he also 

sent this word to WKUers, hoping that they would be upright, 

patient and compassionate. He encouraged the students to 

aim higher, keep learning, and never give up.

Outstanding graduates representative Mao Yuanqi gave 

speech

“Dear friends, let's take a moment to thank our friends who 

have been around for four years!” At the ceremony, Mao 

Yuanqi, an outstanding WKU graduate, came to the stage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2019 graduates of the school. 

Speaking of four years study in WKU, he greatly appreciate 

the school, his beloved teachers as well as his classmates. 

He delivered his faith and wishes for WKU, which received 

endless applause from the audience.

In four years of university, WKU’s teaching idea of “different 

directions for different students” had taken a “chemical 

effect” on students. Essentially, WKU did not judge the 

candidates with the scores when receiving the applications 

from students, however, it chose the students who are most 

suitable for WKU. Now, there was no strict rules/dogma for 

further education or employment. This year, 38 students 

chose the direct employment, mainly in banking, securit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oreover, 4 undergraduate 

student, were successfully admitted to the four major 

accounting firms, Ernst & Young and Deloitte.

Dr. Wang Li, President of WKU, awarded graduation scrolls 

to 45 outstanding graduates at provincial and University 

levels. Dr. Farahi, President of Kean University, USA, shook 

hands with the graduates to congratulate them. The deans 

of colleges issue scrolls for students. Subsequently, all 

graduates stood up and wore their bachelor's hats.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degree award, Dr. Farahi 

acknowledged the degree award for graduates.

Translator CHEN Y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