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身处何地，心中总有那一个呼唤返航的港湾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启动值年校友返校计划 

 

 

亲爱的校友：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求是园中复绿的柳芽、似锦的繁花都透着

蓬勃生机，更似在轻声唤着您回“家”…… 

校友，是母校最宝贵的财富和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母校，是校

友们最难以忘怀的共同牵念和最齐心向往的精神家园。每一位校友，

不管身处何地、位居何职，都有着一样的求是印记；每一位校友，不

管已取得让人艳羡的成功，抑或还在奋发前行，都值得拥有同样真情

的掌声和鼓励。 

每一个十年，都累积了我们共同走过的或喜或忧；每一个十年，

都让我们心中的求是印记愈发深刻。十年，似乎很容易就已从指间匆

匆溜走，也许距离会变、面容会变、境遇会变，但同窗之谊永不变、

求是之情永不变、母校的牵念永不变！ 

随着 5 月的临近，母校浙江大学又将迎来她的生日。母校已取得

了怎样的发展、母校又将规划怎样的未来之路？欢迎您——每一位值

年校友，回到母校来听一听、看一看、议一议。 

请记得，无论您身处何地，心中总有那一个呼唤回航的港湾！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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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浙江大学值年校友返校计划 

 

一、活动对象 

“值年”校友，是指入学或毕业 10、20……50、60 周年等 10 的

整数倍的校友。如今年是 2013 年，则在 2003、1993、1983、1973、1963

年（其余以此类推）入学或毕业的校友均为值年校友。 

 

二、活动时间 

建议在校庆所在月即 5 月份前后，具体安排以各学院（系）为准。 

  

三、活动安排 

1、由值年校友建立活动筹备组，并主动与学院（系）联系，告知

返校计划与日程安排，学院（系）联系方式附后； 

    2、学院（系）协助值年校友开展返校活动，并收集值年校友信息

与宣传报道； 

    3、浙大校友总会服务内容： 

    （1）向广大校友开放浙大校友网 zuaa.zju.edu.cn 的网上平台（具

有班级录、活动报名等功能），通过校友总会微博 weibo.com/zjuaa 转发

相关信息，为值年校友提供在人员联系和活动组织上的便利； 

（2）根据值年返校的校友名单，向学院（系）提供学校的宣传折

页、值年返校纪念徽章等材料； 

（3）当年正值毕业 50 周年的校友，可以班级为单位向学院（系）

提交名单申领荣誉纪念证书，由学院（系）报校友总会统一制作； 

（4）值年校友可享受浙江大学校友酒店行业俱乐部会员单位及与

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签订协议的相关酒店的优惠入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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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联系方式 

1、各学院（系）值年校友返校活动联系人 

学院（系）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办公地点 

人文学院  成光林 88273103 rwxyb@zju.edu.cn 西溪校区行政楼 301 室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

学院 

盖君芳 88206044 gaijf@zju.edu.cn 紫金港校区东五 310 室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徐三成 87951596 scxu@zju.edu.cn 西溪校区教学主楼 457 

经济学院 齐爱玉 87951614 cec_qay@zju.edu.cn    玉泉校区外经贸楼 304 室 

光华法学院 费善诚 86592701 fsc@zju.edu.cn 之江校区 1 号楼 118 室 

教育学院 巫微涟 88273529 jyxy02@zju.edu.cn 
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 123 室 

管理学院 潘莉莉 88981595 pll@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图书信息 C 楼 307B

公共管理学院  董宁宁 87953814 dnn1255@163.com 
玉泉校区外经贸楼 204 室 

数学系 朱建新 87953842 zjxmath@163.com 
玉泉校区 

物理学系 厉位阳 87952695 sunlight@zju.edu.cn 玉泉校区教十二 305 室 

化学系  邓  琼 87951352 
dengqiong@zju.edu.cn 

玉泉校区教八 501 室 

地球科学系 郑美云 87952617 zhengmeiyun@zju.edu.cn 玉泉校区教六二楼 

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徐海玲 88273337 xhl@zju.edu.cn   
西溪校区西五 209 室 

机械工程学系 王芳官 87951168 wangfangguan@zju.edu.cn 玉泉校区第 11 教学大楼 450 室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 叶启阔 87953143 yeqikuo@zju.edu.cn 玉泉校区曹光彪楼 321 室 

能源工程学系 封亚先 

邱晗凌 

87951274 cmee_yxfeng@zju.edu.cn 

qiuhanling@zju.edu.cn 

玉泉李达三楼 202 室 

电气工程学院 许  诺 87952707 eexunuo@zju.edu.cn 玉泉校区教二 416 室 

建筑工程学院 李佩琴 87951339 lpq1987@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安中大楼 A325 

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系 陈  丹 87951237 danchen@zju.edu.cn 玉泉校区教十 510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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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学与工程学系 马超虹 88208889 machh@zju.edu.cn 紫金港校区海洋大楼 321 室 

航空航天学院  何  姗 87952893 hseecllx@zju.edu.cn  玉泉校区第五教学大楼 219 室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 杨红梅 87953126 yanghongmei@zju.edu.cn 玉泉校区高分子大楼一楼系办 

光电信息工程学系 邱文法 87952215 qwf@zju.edu.cn 玉泉校区第三教学大楼 318 室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王  震 87951720 wangz163@zju.edu.cn 玉泉校区行政楼 102信电系综合

办公室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系 李青青 87951678 qqhaitang@zju.edu.cn 玉泉校区控制系老楼 214 室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叶  艇 87953025 yeting@zju.edu.cn 玉泉曹光彪高科技大楼主楼 206

室 

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

学院 

钱鸣奇 87951086 qianmq@zju.edu.cn 玉泉校区生仪学院大楼（周亦卿

大楼）211 室 

生命科学学院 周  宏 88206486 yb@zju.edu.cn 紫金港校区生科院大楼 156 室 

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

学院 

钱湘群 88982191 zdqxq@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农生环组团 D 座 445

室 

环境与资源学院 朱丽瑾 88982197 zhulijin517@yeah.net 紫金港校区农生环组团 B 座 

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胡华桔 88982258 hjhu@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农生组团A座 211室

动物科学学院 郝丽萍 88982310 haoliping@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农生组团 E 座 

医学院（部） 张  倩 88208183 zju-med@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 601党

政办公室 

公共卫生系 魏小鸣 88981368 wxmzju@zju.edu.cn 紫金港校区医学院综合楼八楼 

药学院 汪一峰 88208417 jasminewyf@zju.edu.cn 紫金港校区药学院 23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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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大学各校区附近住宿： 

校区 酒店名称 订房电话 地址 

玉泉/西溪校区 

玉泉饭店 87982678  玉古路 玉泉校区门口 

灵峰山庄 87971456 玉古路 玉泉校区门口 

馨香酒店（原浙大招待所） 87993191 学院路天目山路 

国际教育大楼 87951122 玉泉校区 

玉泉校区 31 号楼 87935895 玉泉校区 

百合花饭店 87991188 杭州曙光路浙大路 

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 87990888 杭州曙光路 122 号 

黄龙饭店 89989827 杭州曙光路 120 号 

金溪山庄 87992288 杨公堤 

圆正-西溪宾馆 81953588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6 号 

浙江宾馆 87988588 杭州市三台山路 

书香世家杭州店 
88468888  
4008887388 

杭州市莫干山路 246 号 

紫金港校区 

紫金港大酒店 89977006 申花路 紫金港校区门口

紫金港国际大酒店 89731366 申花路 紫金港校区门口

圆正启真酒店 81069268 紫金港校区内 

度豪大酒店 85398888 振华路 198 号 

华家池校区 

杭州圆正·神农宾馆 86026358 凯旋路 266 号 

杭州圆正·文景宾馆 86435743 凯旋路 431 号 

杭州圆正·艮秋宾馆 87559508 秋涛北路 190 号 

3、新校区参观讲解：求是文化宣讲队       88981156 

4、纪念品：紫金港校区东三教学楼 109 室   88981065 

5、紫金港校区用餐：二楼西侧（学生餐）   88208797 

                   三楼接待餐厅（桌餐） 88206283 

                   圆正启真酒店（桌餐） 81069268 

6、学校车队：87951545 

7、校友总会：贺老师  87951019  hxm0610@zju.edu.cn 

           彭老师  88981461  zhendan@z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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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值年返校可选活动（供校友参考） 

1、校园参观 

到校史馆回顾母校的发展历程 

到当年学习、生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 

参观学院（系）实验室了解学科最新发展 

2、师友联谊 

学院（系）主要领导介绍学院（系）的近年发展情况 

邀请当年的任课老师与班级同学一起座谈交流 

以论坛、沙龙等形式与在校学弟学妹交流 

几个班级或同一年级一起举行纪念大会或晚会 

周边地区旅游／“求是寻根”浙大校友探访西迁路 

3、纪念项目 

纪念画册、纪念短片（老照片回顾、新照片展示、祝福传递等） 

捐赠项目—— 

  参与以小额、持续捐赠为主的校友年度捐赠； 

  支持院系校友活动的开展或学科发展； 

  设立以班级名称命名的奖助学金； 

  为危困校友、师生捐献爱心的公益慈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