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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侨居美国或海归的华东师大校友:
下面是来自母校的重大新闻以及我们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的活动预告、最近几个月来重大活动的总结、
和数位校友的新闻。 同时，也和大家分享校友 Jeremy Wu(美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助理和华东师大顾问教
授)的风采。
活动通知
1．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首都华盛顿地区分会将于五月二十日（星期日）举行一年一度的野餐聚
会。 时间是五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3 时，地点是马里兰州的黑山公园（Black
Hill Regional Park, 20930 Lake Ridge Dr., Boyds, MD 20841)。野餐具体位置是黑山公园J亭 (Shelter
J)。 期间，将参加拔河比赛, 排球比赛, 乒乓球活动等各项活动。请校友们踊跃参加！若想了解
更多详情，请与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我们的大华府分会副会长胡一霞联系
（Ihsia@aol.com ）。
来自母校的重大新闻
2． 时值上海纽约大学奠基一周年之际，华东师范大学于 4 月 5 日在沪举办上海纽约大学筹建工作
新闻发布会，宣布经过理事会提名并讨论的决定——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校 长俞立中将担任上海
纽约大学首任校长，康奈尔大学原校长、现任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创始院长杰弗瑞•雷蒙
（Jeffrey S. Lehman）将担任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兼CEO.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
出席新闻发布会。两位拟任校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这两所
母体大学的支撑下，上海纽约大学将会迅速崛起为一所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 详情和
多图请见http://www.ccug.net/news/2012/04/06/97104.jhtm。

（上海纽约大学筹建工作新闻发布会）

活动报道
3． 3 月 16 日，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童世骏教授率团一行三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
当晚，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假座首都近郊名闻遐迩的新陶芳餐馆，隆重举行“2012 华东师
大美国校友龙年新春晚会”，热烈欢迎母校童世骏主席一行。晚会由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会
长、目前任职美国货币监管署资深金融经济学家的童忠益博士主持，来自华盛顿特区、马里
兰、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纽约和特拉华等各州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５０多人纷纷赶来，新
朋老友欢聚一堂，共襄盛举，度过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晚会在全场合唱《我的祖国》的雄
壮歌声中开始 … 详情和图片请见以下多家中美媒体的报道：
•
•
•
•
•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网站www.ecnuaaa.org 首页。
华东师大网站要闻版http://news.ecnu.edu.cn/keynews/2012/2012%2Ckeynews%2C083704.shtml
美国《星岛日报》http://ny.stgloballink.com:82/washington/201203/t20120327_1720922.html
美国《新世界时报》http://www.newworldtimes.us/nwtimes/newspaperfiles/20120330/p23c.pdf
美国《侨
报》 http://www.sinovision.net/index.php?module=newspaper&act=details&col_id=764&news_id=210170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在美国首都隆重举行“2012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龙年晚会”，
热烈欢迎母校童世骏书记一行）
4．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南加州分会于 2012 年 2 月 19 日在圣地牙哥举行新年聚会。2 月的南加州虽
然气候宜人，但还是凉意阵阵，三、四十位华东师大和上海医大的校友和家属满怀热情地聚到
了一起，在一会所度过了欢乐时光。在这里，大家带来了各式美味佳肴，带来了同学情谊，带
来了过去一年生活的体验，也带来了新年的祝福。我们既结识了新的朋友，还有重逢的喜悦.
详情请见www.ecnuaaa.org 首页。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南加州分会在圣地牙哥举行新年聚会）

5． 华东师大北加州校友会庆贺 2012 中国春节活动於 2 月 11 日在Hayward举行。北加州校友会的问
候语是祝 “龙年，好运缠上你”, 诚挚祝福与问侯，愿校友工作顺心，好心情笑盈盈。校友们
在春节晚会上与校友的相聚增进的是友情，是温馨，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周末.六十多位校友
及家属参加了活动。详情请见www.ecnuaaa.org 首页。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北加州分会在 Hayward 举行“龙年，好运缠上你”新年聚会）

6．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费城地区分会于 2 月 4 日（星期六）中午１２：００ｐｍ，在新泽西州的
普林斯顿举行了中国龙年春节聚会及换届选举。大约 20 多位华东师大校友和家属从新泽西、宾
夕法尼亚和纽约赶来、共享新春的快乐。 在聚会中，会长罗文弘教授（数学系 1981 级）辞去
了所任费城地区分会会长的职务，文弘几年来勤勤恳恳带领校友们从无到有，为我们美国校友
会费城地区分会的创立和取得的多项成就，受到校友们的一致好评和美国校友会总会的高度赞
扬和衷心感谢。聚会结束前，与会的校友们选举了张露（心理学 1983 级）为新一届美国校友会
费城地区分会会长。 详情请见www.ecnuaaa.org 首页。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费城地区分会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举行了龙年春节聚会及换届选举）
7．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五中国农历大年初五晚上，居住在休斯敦的华东师大校友在金殿海鲜酒家进
行了新年第一次聚会。与会的大半校友都是近几年来美的在读博士生，在美国最大的医学中心
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与深造，而陈建德会长和杨碧君理事都是在医学领域工作多年的资深
专家，因而与这些年轻校友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与经验可以分享。原本聚会的一大内容是由几位
校友作关于如何在美国创业的主题讲座，后因许多校友包括一位主讲人有事无法参加，因而将
讲座改在以后举行。与会的校友聊家常，聊学业，聊工作，分享美食，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
余，度过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晚上。详情请见www.ecnuaaa.org 首页。
校友新闻
•

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于 4 月 19－20 日在美国南加州的帕萨迪纳举行年会，有超过
500 位中美两国政界、商界、学术界、艺术届的精英参加。特别是在该年会上，“百人会”
发布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彼此的态度—2012 年民意调查报告》，该民意调查对中美两国
5000 多名普通民众、意见领袖及商业精英进行了访问，问卷涉及双边贸易和投资、美国在亚
洲的军事部署、中国作为军事和经济大国的崛起等范畴。调查报告的结果极其全面和震撼，
并立即获得了中国和美国无数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这一影响深远的民意调查的主要负责和
策划人是我们华东师大的顾问教授、现任美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助理的Jeremy Wu博士（Wu博
士的详细介绍登在本期的校友风采栏目中）。该民意调查的有关链接如下：
The present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prezi.com/woohfoeo914h/c100-survey/.

A copy of the report is available
at http://survey.committee100.org/2012/EN/C100_2012Survey.pdf.
The survey results are also available interactively at http://survey.committee100.org/.
The study received good media coverage in both the U.S. and China. Examples of US
coverage:
http://www.google.com/hostednews/afp/article/ALeqM5hws2iEht35n4cW0DE3PtIJDYj4A?docId=CNG.0797873dea9383d326577232afc17802.a71
http://news.yahoo.com/study-shows-sharp-gaps-china-views-us-155347462.html
In case you do not read the Tibet Daily regularly,
see 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rb/html/2012-04/22/content_349407.htm.
TV
百人会民调：美中争夺霸主地位 互信不足 - 美国中文网视频 video.sinovision.net/?id=6044

8．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中西部分会会长汪兴无教授，作为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社团代表，参加
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华侨华人社
团联谊代表大会。大会于 4 月 9 日至 10 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世界 11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57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联谊大会的各项议程围绕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展示侨胞良好形
象”的主题展开。大会开幕式于 4 月 9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式前，国家主席胡锦
涛、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
堂金色大厅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与代表们亲切握手合影留念。详情请见附件。
9． ２０１２年 2 月２1 日，应美国马里兰州州长 Martin O'Malley 的盛情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校
友、现任美国联邦统计局当前人口部主管的程扬博士（数学系 1981 级），与数位事业有成的华
人以及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杨子刚公使等，出席了 Martin O'Malley 州长在州长官邸举行的庆贺
中国龙年春节的宴会。图片请见下页。

马里兰州州长 Martin O'Malley 和程扬博士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杨子刚和程扬博士
校友风采
华东师大顾问教授 Dr. Jeremy S. Wu is currently Project Director for LEHD in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at the U.S. Census Bureau. An online mapping and reporting
application of this creative program was recognized as a major U.S. statistical innov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February 2009.
Prior to his assignment at the Census Bureau, Jeremy served as Acting Chief Statistician
at the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He was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al Office of
Civil Rights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from 2002 to 2003, serving as the
principal advisor to Secretary Norman Mineta on civil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issues.
From 2000 to 2002, Jeremy served as National Ombudsman for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advisor to Secretary Bill Richardson,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trust and leading
change to advance a diverse, respectful, and productive workplace and to handle the
workforce crisis in the national laboratories.
From 1997 to 2000, Jeremy served as Deputy Director, Office of Civil Rights,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where he was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laint processing. He became the first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reer
senior executive in USDA in 1997, after serving 15 years as Chief Statistician for the
Marketing and Regulatory Programs at USDA. Jeremy participated in extended research and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on U.S. wheat exports from the Pacific Northwest, leading to China
lifting its wheat embargo in 1999.

Jeremy earned his doctorate degree in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from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He served three terms as Chair of the Asian American Government Executives
Network.
Dr. Wu was born in Hong Kong and speaks fluently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He is married
to the former Deanie Pin and lives in McLean,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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