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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爸爸妈妈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在爸爸妈妈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在爸爸妈妈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在爸爸妈妈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 
--- 记北美浙大校友子女 2006 夏令营 

2006 年 7 月 10 日至 28 日，来自北美的十六个初、高中生在浙江大学参加了一次特别的夏令营。这是由浙

江大学校友总会、教育学院, 和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共同努力所举办的历史上首次北美校友子女夏令营。 

此次活动以“走进浙大”为主题, 让校友的子女们在浙大、在爸爸妈妈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亲身感受求

是校园氛围，了解父母的“家园”，培养增进下一代与浙大的感情。 

7 月 11 日的开营仪式揭开了夏令营的帷幕，三周后大幕在西安回杭州的飞机降落声中缓缓落下。校友们放

心，子女们开心。玩得尽兴、学得充实的孩子们满载希望早已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宿舍里的倾谈、游戏中的

互助、诗书琴画桌上的见识、乒乓球台篮球场上的奋战、西湖边的欢笑、博物馆里的浏览、工厂农田的访问、与

家乡同龄人的交流、母校老师志愿者日夜操劳的身影……在十六个营员们的记忆中烙下了永恒的印记，也在父母

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感受。 

亲子情，家园情。本刊在此特邀部分营员作文并转载部分有关报道以作分享。 

绘制自身发展、母校发展的画卷，不但寄望于一代代的校友、还有校友们的下一代。北美浙大校友子女夏令

营，明年见，年年再见。(本刊编者)� 

************************************************************************************************ 

 

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开营仪式 
 

    7月 11日上午 9时，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学生活动中

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校友总会副会长王玉芝，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副总

校长廖忠祥，北美浙大校友会会长陆重庆，北美校友代表、夏令营领队吕敏伟，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

副主任、校友总会副秘书长周坚等学校领导和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出席开营仪式，仪式由浙江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刘辉主持。 

    此次夏令营是由浙江大学发展联络办和北美浙大校友会经过精心筹备，得到了学校、国际教育学

院和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的大力支持，最终顺利成行。此次活动是浙大首次为校友子女举办夏

令营活动，是校友总会工作的一项重要创新。 

    王玉芝副书记首先代表学校对不远万里前来参加夏令营的校友子女们表示热烈欢迎。她说，此次

夏令营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寻根”活动，小营员们可以借此机会感受父辈们在浙江大学求学、工作和

生活的经历，体会浙江大学近 110 年办学历史中所沉淀下来的“求是”精神和深厚文化。王玉芝副书

记希望小营员们能发扬父辈们心系祖国，情系母校的优良传统，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及子女来浙江大学

参观交流，并籍此转达学校对海外校友们的问候和关心。 

    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副总校长廖忠祥也对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的来访表示欢迎，他表示

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将为海外浙大校友子女了解中国文化、促进相互交流提供最大支持。 

    北美校友会会长陆重庆在发言中感谢学校对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希望营员们多在学校里看看，

感受浙江大学百余年的文化沉淀。 

开营仪式结束后，学校领导和相关单位、部门负责人还与小营员们一同合影留念。� 

（转载自 2006-07-11 朱汇烽在浙江大学新闻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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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顺利闭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顺利闭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顺利闭营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顺利闭营 
由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组织，浙江大学校友总会、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北美浙

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在暑假中经过近三周的学习、考察，顺利闭营，来自北美的十多位校友子女在

这短暂的二十天学习、生活中，感受到了祖国传统文化和浙江大学“求是、创新”精神，感受到了浙

江大学百余年的文化沉淀，培养了他们对浙江大学的友好感情。  

    在开营仪式上，王玉芝副书记代表学校对不远万里前来参加夏令营的校友子女们表示热烈欢迎。

她说，此次夏令营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寻根”活动，小营员们可以借此机会感受父辈们在浙江大学求

学、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体会浙江大学近 110 年办学历史中所沉淀下来的“求是”精神和深厚文化。

王玉芝副书记希望小营员们能发扬父辈们心系祖国，情系母校的优良传统，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及子女

来浙江大学参观交流，并籍此转达学校对海外校友们的问候和关心。  

    学校非常重视本次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的组织与管理工作，校友总会、国际教育学院精

心筹备，多次与北美浙大校友会取得联系，在教学课程内容、活动安排、参观考察等方面作了周密细

致安排，并安排了较强的教师与学生组成管理团队参与夏令营工作，同时得到了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

育集团的大力支持，最终顺利成行。  

    经过多天的学习、生活，营员们对祖国、对学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营员间也结下深厚的友谊，

在闭营仪式上，营员们都谈了自己的感受，一致表示这是一次难忘的祖国之行，浙大给了他们很多人

生的发展思考。  

本次北美浙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得到了北美校友的大力支持，许多校友在闭营后纷纷来信来电，

对夏令营的组织管理工作与学习成效给予了高度赞扬，感谢母校给予的支持。� 

（转载自 2006-08-30 报言在浙江大学新闻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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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间我长大了一夜间我长大了一夜间我长大了一夜间我长大了 

--- 我在浙江大学过夏令营的经历 

王睿 (8年级。家长：王晓鸣，无线电 82届) 

 

孩子不总是孩子，也许一件事就会使孩子长

大。在家里，我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今年

夏天，我爸爸妈妈让我独自回中国，参加北美浙

江大学校友子女夏令营。在那里，短短的二十一

天，突然间，我感到自己长大了，我好像从蠋变

成了一只蝴蝶。这次夏令营之旅，为我的人生留

下了难忘的记忆。 

2006年 7月 10号，我从加拿大的多伦多飞到

了上海，刚出浦东机场，早在那里等候的浙江大

学的伊老师就把我和另外几个来自美国的同学接

到了杭州 — 我爸爸的母校所在地。杭州是一个

非常美丽的城市，但和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大。 

到了夏令营的第一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因

为多伦多和杭州有十二个小时的时差，那里的白

天是这里的黑夜。因为休息不足，身体虚弱，感

觉不舒服，后来我开始发烧、头痛，没有一点精

神。虽然吃了药，但还是失眠。睡不好觉，就开

始发脾气了。我每天晚上都跟爸爸妈妈打电话哭

着、闹着，求他们让我回家。但他们不同意。现

在回想起来，他们坚持要我留在那里的决定，其

实是为我所做的一件最好的事。如果他们让我回

来了，被父母宠着，我就永远不会长大了。当我

不舒服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来帮助我、照顾我，

特别是学校的伊老师，他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

动，几个月过去了，今天我还想再向他说一声衷

心的感谢。夏令营的同学

大部分来自美国，我原来

以为美国小孩和加拿大

的小孩不一样，因为他们

吵吵闹闹，吵得我头更

疼。回头看，其实他们不

是我想象的那样，他们都

很友好。我现在觉得非常

不好意思， 因为我那时像一个婴儿一样。如果有

可能再让我去的话，我会很高兴回去的。在夏令

营我交了很多好朋友。他们现在还经常在 Internet

里面和我通话。 

夏令营每天早晨有实用汉语班。虽然我一开始

不喜欢，但老师给我们讲故事，做游戏，我发现

汉语班是特别好玩的。我们的老师非常好，不是

我想象中那种可怕的会骂人的老师。她跟我们玩

智力型游戏，帮助我们学中文，很快的使我们掌

握了基本中文，也让我认识到学习中文的必要性。 

夏令营安排我们参观了许多博物馆，中国历史

遗产，和其他精彩有趣的地方。杭州的六和塔、

丝绸博物馆，西安的兵马俑和大雁塔等等都给我

的很深的印象。杭州的西湖非常平静和美丽，那

里的夜景非常壮观。杭州是非常的漂亮，可是我

感觉最好的地方是绍兴，我们去绍兴的那天，刚

下过雨，天蓝蓝的，而又不热，非常清爽。通过

参观访问，我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也见到了很

多国宝文物。 

我是在西安出生的，六岁的时候离开了西安。

七月二十五号，当我到了西安，我在杭州时的水

土不服、头疼脑热转眼就不见了，一下子觉着精

神好多了。我觉着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就是西安菜。

肉加馍，羊肉泡馍，凉皮都是一些我最喜欢吃的

美食。可惜二十八号那天，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们

都要离开而我还要在老家逗留几天，我们要分手

了，我真不想和他们分别，因为我体会到他们对

我的关心和重视。同学成了我的好朋友，老师好

像是我的家长，我们成了一个大家庭，大家都互

相关心。如果我能再见到夏令营的老师和朋友们

的话，我会说一声谢谢和一声对不起。因为我在

杭州的时候表现得太自我和幼稚了。如果没有到

夏令营，我可能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  

 (2006年 12月 23日收稿)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 夏令营的一天 

胡筱琳 (7年级。家长：许迎红，化工 87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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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和马昕平去中国参加了“浙江大学

北美校友子女夏令营”。夏令营办在浙江大学的

玉泉校区。整个夏令营有十六个人。 

我和 Cissy住在一个房间，我们相处得很好。

我们都是六点五十分起来的，七点二十分就吃早

饭了。早饭有很多品种，有蛋、稀饭、面、汤、

馒头、包子和酸奶。大家都吃得很饱很好。吃完

饭我们就去上中文课，每五十分钟都有一个十五

分钟的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都去小商

店买笔、冰琪淋和其它的东西。中文课的老师教

得很好，她给我们说了很多故事，很有意思。一

上好课，大家都去吃中饭。中饭的食物也很好，

有饭、菜、汤、肉和鱼。大家吃得很开心。从十

二点到一点二十分我们回房间休息一下。一点二

十分我们就上车去参观。到过博物馆，绍兴，西

湖边和一个中学。这些地方都很有意思。回来的

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吃好晚饭，一天就完

了。 

我觉得夏令营很好玩，学到了不少东西。� 

(2006年 11月 6日收稿) 

 

灿烂悠久的文化 
--- 参观秦陵兵马俑 

叶越 (7年级。家长：叶继承，无线电 86届) 

 

去年夏天，我回到中

国，到杭州参加浙江大学

北美校友子女夏令营。二

十几天的夏令营生活丰富

多彩，我们不仅和浙大附

中的同学一起学习中文，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游

览了风景如画的杭州西

湖、无锡太湖和苏州园林，

参观了杭州丝绸博物馆、

南宋官窑和古城西安的兵马俑……这些地方我都

十分喜欢，但我最难忘的还是西安秦陵兵马俑。 

 我们乘飞机到西安的第二天，在参观了秦始

皇陵墓和秦始皇塑像以后，便来到兵马俑博物馆。

进去一看，哇！上千个如同真人真马一样高大的

兵马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大坑里。有的排成方

阵，有的排成长方队列。走近细看，这些兵马俑

形态各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其中有步兵俑，

有骑兵俑，有武士俑。有的牵马驾车，有的弯腰

拉弓。而那些马俑呢，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

嘶叫……整个阵容威武壮观，就像整装待发一般。

再现了秦始皇当年威震四海、南征北战、统一六

国的  情景。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惊讶得不得了，

心想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我国古代的雕像工匠

们就能造出这么精巧的兵马俑，而且能这么完好

无损地保存下来，真是了不起啊。难怪它被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第八大奇观。那天，游人很

多，简直是人山人海，我赶紧挤到前面，一边仔

细听导游的介绍，一边用手里的照相机，“喀嚓”

“喀嚓”地拍了很多照片，留下永久的记忆…… 

二十天的夏令营生活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

了见识，尤其是增加了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灿烂文

化的了解，真是受益匪浅啊！� 

   (2007年 2月 22日收稿) 

 

我第一次单独生活 
--- 难忘的夏令营 

石宇豪（8 年级。家长：石斌山，生物 80届) 

 

这个暑假我和爸爸妈妈回了杭州，我们的老

家。在那里我参加了浙大北美校友会夏令营。这

个夏令营不是普通的夏令营，它使我有机会去了

不少地方游览了许多美丽的景点，比如说杭州、

绍兴、余姚、和西安，让我学习中文，体验大学

生活，同时还交了很多朋友。这个夏令营也帮助

我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少年人。 

我们游览的景点，有杭州的西湖，丝绸博物馆，

和六和塔；有绍兴的兰亭，和鲁迅博物馆；有余

姚的良楮文化。不过，令我感触最深的是西安的

兵马俑。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我从前



《北美浙大校友会通讯》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期合订专刊 2007 【【【【雏子行雏子行雏子行雏子行 ———— 北美校友子女浙大夏令营北美校友子女浙大夏令营北美校友子女浙大夏令营北美校友子女浙大夏令营】】】】 

105 

早就听说过兵马俑，也看到过照片和图片，但是

没有亲眼看到过。这次我终于看到了，我当时惊

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啊！好多的兵马俑！兵

马俑是两千多年前用泥做成的人物模型。他们每

一个都和真的人一样大小。他们的五官非常清楚，

带有跟真人一样各种各样的表情。还有矫健的战

马。两千多前我们的祖先能够制造出这么美丽的

东西，我真为我们中国人骄傲。 

在夏令营里我们每天早上有三个小时的中文

课。我们的老师对我们很好，很耐心，也很会开

玩笑。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来教我们，这样吸引我

们的兴趣还很好玩。我们在课堂里玩游戏，唱歌，

还编故事。 

这个夏令营是我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单独过

集体生活。在家里我们的父母会帮助我们做家务

杂事。我们在夏令营里要自己洗衣服，晾衣服，

买水，要是饿了还要买东西吃，还要清理房间，

我们要互相帮助。象有一次我和 Kevin 洗好衣服

想在阳台上晾衣服，但又怕衣服掉到马路上，所

以问 Jimmy 可不可以用他的阳台晾衣服。因为

Jimmy 的阳台有一个顶，衣服不会吹走。Jimmy

同意了。作为回报，我们让他用我们的洗衣粉。

我们还互相交换吃的东西。每个人在夏令营里有

不同的个性和特点。比如说 Jeff 下棋下得很好，

Jimmy喜欢帮助人家, John泡的方便面很好吃。总

结来说我在夏令营过得很开心。我盼望着下一次

有机会再去这个夏令营！� 

(2006年 11月 24日收稿) 

 

夏令营里的爱心 
--- 谢谢浙大的老师和志愿者 

吴颖飞（10年级。家长，单子茵，医学 79届) 

 

2006年“走进浙大”夏令营是我参加过的时间

最长的一次夏令营。我与十几位不相识的小朋友

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二十个美好的日日夜夜。夏

令营不仅让我增长了见识，也使我成熟起来，更

让我体验到

老师们和志

愿者们对我

们小营员无

微不致的关

爱之心。 

我们住在

浙大留学生

宿舍，一个房

间中只有两个铺位，显得比较宽敞，还有一台大

彩电，空调和浴室。到了晚上， 结束了一天的活

动，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在松软的席梦丝床上看

电视，就象回到家里一样。住得舒服，吃得就更

不用说了。每天都有不同的中国菜，对喜欢吃中

国菜的小朋友来说，味道好极了。 

我们参观了许多中国的文化古迹，我为祖国的

古老文化而感到骄傲。 在茶叶博物馆，我拍了许

多制作茶叶的照片。当我回家给妈妈看这些照片，

告诉她，茶叶是怎么制作时，我觉得我已经长大

了，居然知道得比妈妈还多，当起了妈妈的老师。 

有一天晚上，我们打完乒乓球，从健身房出来，

在下台阶时，一不小心，脚扭了一下，当时我疼

得站不起来，不知道该怎么办。马上有好几个大

学生志愿者跑过来安慰我，并送我去浙大医院急

诊室。营长和一些叔叔阿姨也赶到医院来看我，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学校的领导。 

自从我的脚受伤后，每个人都会来帮助我。每

次外出活动，总有一些大学生志愿者会陪着我一

起“掉队”。营长也不时地关心我的脚伤情况。

脚伤不但没有影响我的活动，反而使我变得更坚

强起来。而且也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夏令营中的每

一个人，从营长到大学生自愿者们带给我的温暖。 

我将永远记得在夏令营中、在我爸爸妈妈曾经

学习生活过的地方所度过的美好的日日夜夜。� 

(2007年 2月 12日收稿) 

 

让更多学生有这个机会让更多学生有这个机会让更多学生有这个机会让更多学生有这个机会 

李江天（9年级。家长：李明，光仪 87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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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个暑假过

得非常好，因为我去

杭州，在爸爸妈妈以

前上大学的地方，参

加了北美浙大校友子

女夏令营。这个夏令

营真是很有意义，还

很好玩。在这个浙大

主办的夏令营里， 我

交了许多朋友，增长

了不少见识，还游览

了很多美丽的旅游景

点。短短的三个星期里，我的中文水平也提高了

不少。 

我发现我的同伴们都跟我有共同的语言和爱

好。这些从北美来的十二到十六岁的学生都是浙

大校友的子女。我们住在浙大的留学生宿舍里，

晚上都喜欢挤到一个房间，一起看电视，打牌，

聊天。分开之后，我们各自有了十五个新朋友。 

除了在浙大校园学习，我们还有机会跟附近的

高中生学音乐，艺术，和打球。我们去了许多地

方。在杭州，我们去西湖坐了船，登了六和塔。

有一天，我们还去采水果了。另有一天，我们看

了一场越剧。还参观了茶叶博物馆，都锦生博物

馆，和浙江博物馆。还游览了绍兴。最后一个星

期，我们去了美丽的古都西安。在这个夏令营，

有四位大学生陪同我们，他们是浙大的赵霄凌、 

马君伟、赵巧燕、和吴莉莉。我真得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对我们很有耐心、花了不少的时间。跟

他们在一起更好玩、更有意思。我们都很感谢伊

鸿慧老师，他对我们非常关心。 

虽然我恐怕明年我没机会再次参加，但我感觉

这个夏令营很值得去。我希望浙大明年还会继续

主办夏令营，让其他学生也能有这个机会。� 

(2007年 1月 5日收稿) 

 

明年我还要来 
高小雪（4年级。家长：高鹰，化工 82届) 

2006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在浙江大学、我爸爸妈

妈从前在那里念过书的地方举办的一个夏令营。

在这个暑假班里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因为我是

班里最小的一个，比规定最低的年纪还小两岁，

所以我变成了这个班里的“领养女儿”。 

我们去美丽的西湖，那里景色宜人，风光秀丽。

我们还去了杭州的丝绸博物馆，在那里看到了蚕

宝宝和蚕卵，学到了许多杭州丝绸的历史。我们

在那里不只是玩，还有学习哪！在语文课里，我

们学到了好多关于民族的事。我最喜欢的是维吾

尔族，因为他们在新疆，那里有好吃的哈蜜瓜，

听说那里的葡萄是五颜六色的。我们还去了十五

中，在那里我们见识了许多民族乐器象二胡，琵

琶，古筝。 

我们还去了西安，也就是所谓的长安。在车上

我们经过了玄武门，导游跟我们讲了当年的悲剧。

我们去了有名的兵马俑，碑林，杨贵妃的浴池……

我们还去买过土特产，在那里东西多得眼花缭乱。 

这个夏令营真好，明年我还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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