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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首
所开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民办高
校———浙江树人大学。 次年秋天，

102个青年人带着对知识的渴望、
对大学的向往、 对梦想的希冀，走
进了校园，为这所大学注入了第一
股活力。 从此，师生携手，并肩前
行。 在简陋的校舍内，你们崇德向
善；在知识的高堂内，你们上下求
索。树人求真成了每一个树大人共
同的追求。梦想在知识与青春的浇
灌下， 开始在这个与改革同生、与
发展共长的校园内蓬勃生长。在那
段艰苦的岁月，总有一种精神能给

予树大人无
限 的 动 力 与 支
撑。 于是，一座座崭新
的校舍 、 一个个骄人的成
绩、一次次成功的升格、一批批优
秀的毕业生……从规划到现实 ，
从起点到目标， 一路走来，“艰苦
创业 、务实创新 、敬业奉献 ”的树
大精神成为你们和母校血液中共
同流淌的基因，永不改变。

30年，70061名校友。 或突出、
或低调，我们总能在“创业富民、创
新强省”的战略实践中发现你们忙
碌的身影；或优秀、或平凡，我们总

能
在“物质
富裕、 精神富
有”的时代旋律中听
到你们的和声；未来，我们
更会在“美丽浙江、美好生活”的
宏达愿景中， 看见你们幸福的笑
容。 沧海一粟，你们是这个大时代
的小人物，却在用小人物的诚信与
坚守记录属于自己的大时代。不忘

初
心，方得

始终。 是你们，
兑现了母校情系浙

江、服务社会的承诺，勾勒
出了“民校对接民企”的就业新图

景；也是你们，让母校“勤奋、求实、
文明、创新”的风气得以弘扬，极有
力地契合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
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更是你们，
成为母校“崇德重智、树人为本”校

训极生动的延伸，树
立了全新的民办高等教育

育人价值典范。

你们勤奋笃实，开校风学风之先
河；你们创新创业，立自信自立之标
杆；你们诚实守信，树立德树人之榜
样。今天，你们多元的行业领域跨度，
已经成为母校拓宽实践教学的新舞
台；你们与日俱增的团队规模，业已
成为母校最丰富的人才库。 感恩、奉
献与责任在你们身上得到了全新的
阐释。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们是昨
日的莘莘学子，无私地将青春与激情
奉献给这个校园， 让它活力四射；你

们是今日的栋梁之才， 宽宏地将梦想
与热情奉献给这个社会， 让它稳定和
谐；你们更是明日的希望所在，因为你
们是标杆、是榜样。

数以万计的优秀校友， 此间展示
不及万一，难以计数的荣耀，更无法逐
一呈现。 今天，母校在这里向所有在这
所大学播种过希望、追逐过梦想、挥洒
过汗水、 留下过回忆的校友致以崇高
的敬意：致你们的青春无悔、致你们的
自信坚强、致你们的默默奉献、致你们
的勇于担当。 你们永远是母校的精神
所系、价值所现、希望所在！

值此浙江树人大学30周年华诞之
际， 母校也诚挚地向全体校友发出邀
请， 欢迎每一位在这里求学过、 工作
过、生活过的校友，常回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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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浙江树人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向全体校友致敬

傅利泉 87级无线电技术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蒋伟斌 98级装潢设计 万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辉 原电子工业学校教师 银江集团董事长 王继伟 90级钻探 浙江普智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 明 原轻工业学校教师 杭州嘉隆气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卫青 90级钻探 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大队长
余宗清 84级工业发酵 温州英博双鹿啤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周一磊 91级国际贸易 （日本）青山健康产业会社社长
柯 健 86级外贸英语 美国嘉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顶峰传媒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周先友 87级现代企业管理 浙江大唐电子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
施方阳 87级外贸财会 浙江狮林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包 静 85级风景园林规划设计 吴山景区管理处书记
何 平 84级计算机应用 杭州微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晓莹 85级风景园林 中国茶叶博物馆副馆长
梅飞珍 89级国际贸易 宁波美联集团董事长 王 薇 86外贸英语 兴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 丰 91级工商管理 国际金融协会亚太部高级经济学家、东亚经济研究主管 袁夏溶 86外贸英语 浙江省杭州新晨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军祥 91级无线电技术 浙江恒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雯艳 87级国际贸易 温州市轻工艺进出口公司副董事长
赵凌云 93级国际金融 俄罗斯中国南方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丰赢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天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何 丽 93级国际贸易 宁波腾辉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尹顺利 93级食品工艺 无锡吉祥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美合资临海东方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茵茵 94级家政学 上海欧霖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虞 敏 93级工商管理 浙江通宇船务有限公司、天禄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 亮 00级空调与制冷 杭州尚嘉嘉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楼军强 94级风景园林 浙江得胜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 莹 95级国际贸易 超级牛扒餐厅总经理
任 行 96级装潢设计 中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朱丽娜 98级园林建筑设计 绍兴园林设计院副院长
徐 磊 00级电子商务 网络新锐小说家“南派三叔” 陈 航 86级风景园林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信息中心主任、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副秘书长
金李梅 90级工商管理 杭州华光焊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姜伊涵 00外贸英语 奥康集团品牌推广中心总监
虞智文 92级国际贸易 温州市百特电器有限公司总裁 陈 欢 01级旅游管理 浙江卫视综艺节目著名主持人
赵肇丰 成教学院 宁海建新赵氏集团总经理 许 军 88级餐旅管理 南方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君筹 84级工业发酵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平阳县服装商会会长 周 丹 85级外贸英语 杭州海博翻译社专任翻译
郑成余 95级装潢设计 杭州五朋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设计总监、高级室内建筑师 沈佳骏 97级国际贸易 救火英雄， 曾荣立一等功
王功逸 78级地质矿产调查 浙江省国土资源部门副巡视员 邱耀彰 86级化工分析 浙江纳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浙江优纳特科学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立军 88级国际贸易 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路通碳膜电路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 鑫 90级测绘 丽水学院管理专业副教授
汪中亭
邓泽全

89级工商管理
90级经管与财会

杭州银河速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浙江大学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朱晓鸣
何 彬

98室内装潢设计
00级国际贸易

意内雅空间设计事务所执行董事
浙江和信玩具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成教学院

陈启强 86级经济管理 浙江省地质勘查部门副局长、 党委委员 骆 烨 05级物流管理专业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纪实》 杂志社主编
陈 瑞
吴长鸿

原生物环境工程学院教师
89级无线电技术

杭萧钢构副总裁、 董秘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汪国辉
顾江生

89级计算机
原省外贸学校教师

《浙江教育报》 党委书记
顾家工艺集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