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ECNU Education Foundation
www.ecnuaaa.org
February 12, 2013
各位侨居美国或海归的华东师大校友:
下面是我们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各地春节活动的通知、以往主要活动的报道、来自母校的重大新闻、校
友新闻及校友招聘生物医学电子研究人员的通知，以及华东师大生物系 79 级和 物理系 79 级同学团圆
大聚会的通知。
校友会春节活动通知
1.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费城-普林斯顿分会将于 2 月 16 日星期六 11:15 am – 2pm，在 Princeton /
West Windsor (311 Nassau Park Blvd.) 举行一年一度庆祝中国新年的校友大聚会，详情请见本新
闻简报 appendix 1 （page 5）。 若您生活在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或路过该地区，请
与会长张露联系 RSVP (tel：908-500-6688，email：luzhangwork@yahoo.com)。张露 1986 年毕业
于华东师大心理系，去年新当选为我们美国校友会费城-普林斯顿分会会长。 请大家转告大家，扶
老携幼，踊跃参加我们新任会长张露首次组织的这一校友活动！
2.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南加州分会将于 2 月 17 日星期日 11:00am，在加州圣地亚哥市一个会所
(Pepper Grass Creek Gate， San Diego, CA 92130) 举行深受欢迎的庆祝中国新年的聚会，将有聚
餐、Pool 和 BBQ 等。若您生活在圣地亚哥和洛杉矶等南加州地区或路过，热烈欢迎你们全家积极参
加。详情请见本新闻简报 appendix 2 （page 6），也可与会长李雪林博士直接联系
(xuelin@gmail.com )。
校友会活动报道
3. 为奖励母校优秀学子并帮助他们更上一层楼，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DBA 美国 ECNU Education
Foundation）与母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华东师大 60 基金）联合设立了华东师大美国校
友会奖学金。从 10 月 12 日起, 2012 年度美国校友会奖学金即开始接受母校全日制学生的申请，有
关申请的详细事宜已通过《关于申请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奖学金的通知》在母校进行了公开发布和
传达，所有申请和评选、颁奖活动已于年底前圆满结束。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奖学金”是在 2011 年校庆六十周年之际众多华东师大美国校友所做捐款的
基础上设立而成。（有关设立的背景和细则，请详见 www.ecnuaaa.org 首页）。“华东师大美国校
友会奖学金”每年共设 4 个名额，原则上分文科本科生、理科本科生、文科研究生和理科研究生各
一名。2011 年校庆 60 周年之际开展了首次评选，2012 年度的评选为第二次。每位 2012 年度的获
奖学生可获得奖金 7500 元人民币（应该是目前母校各类奖项中最高的金额）。 若获奖者将来有机
会来美深造，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提供快速其成为国际一流人才的相关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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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31 日 17：00，共收到 54 份有效申请。华东师大
美国校友会会长童忠益博士和美国校友会奖学金委员会主席陈建德教授已于 11‐12 月份邀请组织了
二十位来自全美各地热心的美国校友，按照美国知名大学的标准进行打分评选，确定了获奖名单，
并于 2012 年 12 月宣布并在母校进行了一周的公示。理科研究生获奖者为天才发明家熊智淳，文科
研究生获奖者为聂含金、张梦超，文科本科生获奖者是李睿毅（基于理科本科申请者相对弱人数
少，该名额给了文科研究生）。12 月 21 日，陈建德教授代表美国校友会回到母校与获奖学生见
面、座谈，母校党委副书记罗国振、外联处处长邢和祥、副处长杨海燕和张海娜热情接待并出席了
座谈会。
有关 2012 年度美国校友会奖学金评选的详情、建德和获奖者的座谈与合影、获奖学生对美国校友
会的感谢信， 请见母校撰写的专文报道（也登载在 www.ecnuaaa.org 首页）。
4. 华东师大北加州校友会第四届理事暨会长改选会於 1 月 5 日在 Hayward 举行. 参会的校友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出了 21 个新理事, 张逸平当选为第四届北加州校友会会长.
1 月 5 日, 来自湾区不同地区的校友聚集在 Hayward, 商讨校友会理事和会长的改选工作. 改选会由
张逸平主持，陈炳良代表理事会首先祝贺 “千人计划”龚晋慷教授荣升为上海科技大学校长. 然后
汇报了上一届校友会工作, 上一届北加州校友会理事会, 充分发挥了校友, 理事的集体智慧，情系
母校，除接待母校领导和老师外，在 Hayward 举行了母校六十周年庆贺活动，为母校捐赠了感恩母
校的捐赠墙；举办了教育讲座；参与社区的中国心，硅谷情系列活动；举办了兔年，龙年迎春联
欢；与上海高校校友会联合举办了 “中国之夜” 和” “浦江烧烤” 活动等。尤其重要的是，校
友会由原来的 501 (C) 7 被联邦政府批准为 501 (C) 3 非盈利，可全抵税的校友会。参会的校友一
一作了自我介绍，并就如何搞好校友会提出了建设性建议。李振潼教授建议，校友人才济济, 应扩
大校友会的工作职能。刘伟勋作了 RV 知青自驾美国游方案。也有建议要发动有更多年富力强的校
友参与校友会工作。
理事改选由施婵英, 施铭和喻凌云三人为选举工作小组. 经无记名投票后, 由选举工作小组施铭宣
布新当选的 21 名理事和新会长. 华东师大北加州校友会第四届会长是热情为校友会工作的张逸平.
张逸平会长当即感谢校友对她的信任, 表示会认真采纳各位对校友会的建议, 使校友参加校友会活
动有“家”感觉，并进一步情系母校。详情和图片请见
http://summerrainisland.org/?q=20130105_new_year_party
来自母校的重大新闻
5. 2012 年夏天，中国教育部宣布了关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任免决定，陈群教授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
长。因年龄原因，免去俞立中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职务。（注：俞校长已在 2012 年 4 月提名担任
了由美国纽约大学和中国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组建的上海纽约大学的首任校长）。陈群，男，1964 年
4 月出生，江苏宜兴人,无党派，全国政协委员，1991 年 8 月参加工作，华东师范大学无线电物理专
业博士研究生毕业(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员。2003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
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上海市中青年
知识分子联谊会会长 … 详情请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03/c_123361514.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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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教授）
6. 凝聚了数位华东师大美国校友和数位母校院系领导心血的中国首家“大数据中心”―― 华东师范大
学大数据创新中心（Big Data Innovation Center）于 2012 年 11 月 9 日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
11 月 9 日，华东师大大数据创新中心成立，并聘请胡善庆博士担任大数据创新中心主任。胡善庆是华东
师大美国校友会顾问、华东师大荣誉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统计学博士、教授，一直在美国政府部
门致力于统计工作，曾任美国人口调查局某部门处长，美国能源部某部门主任，美国农业部某部门主任
等职。胡博士的学术成果多次获奖，曾在 2010 年获得美国最高科学成果金奖。
这一中心的诞生，是数月来众多美国校友包括胡善庆博士、邵军（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母校应
用统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及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程扬博士（美国国家统计局现代人口调查部主
任），以及众多校领导包括任友群副校长、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汪荣明和濮晓龙等。详情
请见 http://www.sfs.ecnu.edu.cn/news257.html。胡善庆博士请我们美国校友会转告各位美国校
友，希望得到大家的全力支持，“I hope to earn strong support from you and other alumni to
help make this innovation center a success.”在此，我号召各位在相关领域的华东师大的美国
校友们群策群力，一起帮助胡博士等来把这个中国的首家大数据中心办好、做成一个华东师大的新品
牌！胡博士的 email 是：jeremy.s.wu@gmail.com 。

7. 母校华东师大副校长任友群教授近日来函我们美国校友会，告知母校的 facebook 目前已开通、运行
发布（可能是大陆高校第一个合法运行的官方 facebook），让我们通告全体华东师大的美国校友，
并请校友们和各地校友会分会也给其他的中国大学海外校友分支机构推介一下。来信如下:
*****
尊敬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们：
为了增进与华东师大海外校友的联系，在美国俄勒冈孔子学院我校志愿者的热情支持下，华东
师范大学 FACEBOOK 专页本月已开通，将持续发布学校最新动态和新闻信息等内容，欢迎各位校
友关注，并留言评论分享。同时，学校已在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开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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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专页，也欢迎海外校友粉丝们关注。这样，您除了通过校园网中英文网站了解学校信
息外，还可以通过 FACEBOOK、新浪微博多渠道掌握母校各类动态。
敬请登陆寻访专页网站：
华东师大 FACEBOOK 专页：http://www.facebook.com/pages/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222478037878835?fref=ts
华东师大新浪微博专页：http://weibo.com/ecnu

校友新闻与校友活动
8. 美国德卅大学医学院内科正教授、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常务理事陈建德博士，最近在各方支持下，成立
了雄心勃勃的中国宁波贝思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中心的前期投资为 1800 万人民币。该中心近日在全球
开始招聘医学研究部经理/主任以及数位 博士后研究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须具有临床医学（西医，中医
均可）、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电子或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符合入选博士后流动站条件，博士后研
究人员第一年在中心本部（宁波北仑区科技园内）工作，与国内大学，医院合作研究，第二年在美国霍
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从事博士后研究。感兴趣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可直接与建德校
友联系。详情请见 appendix 3 （page 7）。
9. 美国校友承炎（生物 79 级）请我们美国校友会转发通知给华东师大 79 级生物系的同学们, 拟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期间，举办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的团圆聚会活动。有关通知和联系方式，请
见 appendix 4 （page 8）。
10. 校友金宇飞（物理系 79 级）请我们美国校友会转发通知给在美国的物理系 79 级同学（包括物理专
业和电子专业的）,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79 级毕业 30 周年活动将于 2013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详
情请见 appendix 5 （page 8）。

童忠益 （Zhong Yi Tong）， Ph.D.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

www.ecnuaaa.org
240-938-4935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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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Dear ECNUAAA Princeton – Philadelphia Chapter Alumni,
Chinese New Year is only one week away. As a tradition of our Chapter, set by my predecessor
Professor Luo Wenhong, let us gather together like one big family and celebrate this very special
occasion with our alumni, new and old, young and mature, near and far. Please come and bring your
wife or husband, daughters and sons, parents and in-laws,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to our party. All
are welcome!
Please make every effort to attend this occasional event, and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connections,
exchange information, find new friends, have fun and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On behalf of our new chapter committee, I wish you and your family a new year filled with good
health, safety, prosperity, success, happiness and laughter!!!
Date: Feb. 16, 2013 , Saturday
Time: 11:15 am – 2pm
Place: 311 Nassau Park Blvd.
Princeton / West Windsor
(In the same shopping center as Wal-Mart and the Home Depot, next to Sam’s Club)
Price: Adult $13, Children (3-6 years old) $7, Children (7-11 years old) $8
Tip and tax included
R.S.V.P. by Feb. 14, 2013
Lu Zhang
(908) 500-6688
luzhangwork@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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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Dear Al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of the Snake!
It is hard to believe that a full year has passed from our last reunion. Many of us have not seen each
other since then. We grew one year older. I personally miss a lot of you and hope you all have been
doing well.
On behalf of ECNU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 (ECNUAAA) -Southern CA Chapter and my SMU (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 friends, I am very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we are going to hold a joint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again at the same
clubhouse as the last year. You are very much welcome to join us to celebrate a wonderful New Year,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to make new friends. The detail of the event is below:
Where:
Pepper Grass Creek Gate San Diego, CA 92130.
It has a kitchen, BBQ, table tennis room, and pool. To come, follow the map to the end of the road,
where the gate is, the clubhouse is right facing the gate. Parking is plenty and free on the street.
The clubhouse is once again kindly reserved and hosted by Hui Dong (SMU alumnus, Assoc. Prof,
UCSD Medical School) family. Thank you so much.
When:
Feb. 17 (Sunday, the next day is Presidents' day and kids are off school) from 11 am to as late as we
want.
Agenda:
1. Potluck LUNCH at 12 to 2 pm
2. Have fun and enjoy.
For planning purpose, it is desirable if you may kindly inform me your attendance by replying
to xuelin@gmail.com or call me at 858-774-4217. You are welcome to extend the invitation to other
ECNU and SMU alumni.
Cheers,
Li, Xuelin, ECNU 1979-1983, SMU 1985-1989
xue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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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
各位老师，同道和同事包括几位校长，院长：对不起，打扰大家了。我想招一些博士后，把我在宁波的
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和美国的实验室办好。如您周围有合适的人选，能否给我介绍几个？谢谢！建德

宁波贝思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Ningbo Pace Translational Medical Research Center）招聘
【公司简介】宁波贝思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是一家在宁波市和宁波市北仑区政府支持下新成立的高科技研发机
构。中心的核心成员由陈建德和他的团队组成。陈建德为美国德卅大学医学院内科正教授，在 SCI 发表 320
篇论文，拥有 20 多项美国专利，是近十家专业期刊的主编，副主编或编委。陈建德也是美国
Transtimulation Research 公司的总裁。他的四位核心团队人员为医学院教授，内、外科博士后及电子和计
算机工程教授。所有核心人员圴来自美国。中心的前期投资为 1800 万人民币，落户在宁波市北仑区科技
园。中心的目标是从事转化医学研究，开发一系列创新性的医疗器械，用于治疗肥胖，糖尿病，功能性胃肠
道疾病及神经性疾病等常见疾病。中心为盈利性外资企业，欢迎有志者加盟。
博士后研究人员：具有临床医学（西医，中医均可），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电子或计算机工程博士学
位，符合入选博士后流动站条件。博士后研究人员第一年在中心本部（宁波北仑区科技园内）工作，与国内
大学，医院合作研究。第二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
研究课题根据入选者专业而定。医学，生理学类博士后第一年注重临床医学研究，第二年注重基础医学研
究。工程类博士后第一年注重创新医疗器械硬件的开发，第二年注重软件开发。研究领域为肥胖，糖尿病，
功能性胃肠道疾病及神经性疾病的器械疗法。在宁波本部研究期间，提供社会保险，交五险，提供住房，或
住房补贴。在美国研究期间，享受同薪和医疗保险，但无住房补贴。
医学研究部经理/主任：具有临床医学（西医，中医均可）或生理学博士或硕士学位，有较强的英语阅读和
写作能力，有临床或基础医学/生理研究经验；有独立工作能力。具有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有较强的事业
心，责任心和社会活动能力。工作地点在宁波北仑区科技园。待遇从优，提供社会保险，交五险，提供一定
的住房补贴。
0574-86808886 （办公），
联系方式：陈鸯鸯，
Jianchen@utmb.edu 和 jiandechen@transtimulation.com

139-5832-1712（手机）。简历和申请请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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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4.
美国校友承炎（生物 79 级）请我们美国校友会转发如下通知：
**************************
各位华东师大 79 级生物系的同学们：
2013 年，将是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年的日子。现拟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期间，举办纪念活动，具
体地点未最后确定。各班的联系人：孙寅、钱 MING、张菁、王汉荣；海外总联系人：沈宏明。（联系
沈宏明 by email at hshen1@uchicago.edu 或 承炎 by email at dcheng2001@gmail.com）。
有何建议、能否出席。请反馈。谢谢！
朱海燕
Appendix 5.
校友金宇飞（物理系 79 级）请我们美国校友会转发如下通知给在美国的物理系 79 级同学，包括物理专
业和电子专业的：
——————————
物理系 79 级同学，您好！
请大家互相转发此邮件
公告：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79 级毕业 30 周年活动，定于 2013 年 7 月在上海举行。详细信息请点击打开浏览：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79 级毕业 30 周年活动公告
毕业 30 周年活动第一次筹备会议纪要
欲知更多详情，请登陆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79 级博客：http://ecnu7908.blog.163.com
欲望更多温情，请加入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79 级 QQ 群：164361763，请各位同学加入 QQ 群时注明班级和姓
名，非本年级的同学谢绝入群
欢迎各位同学参加毕业 30 周年活动
祝好！
金宇飞
2013-02-05

手机：13386186218
Q Q：836441148
电邮：jin_yufei@163.com
华东师大物理系 79 级 QQ 群：164361763
华东师大物理系 79 级主页：http://ecnu7908.blo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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