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ECNU Education Foundation
www.ecnuaaa.org
January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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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主要活动的报道，以及校友新闻。
校友会春节活动通知
1.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北加州分会为欢庆马年春节, 定于 2 月 1 日(大年初二, 星期六)4:30pm10:00pm 在 Fremont 举办 “马年新春聚会” 。作为来自同一学校的校友，欢聚一起，把过年思念
的距离缩短，把加州阳光加热焕发。岁月可流逝华年，校友再远也会亲密无间。那就是校友是天，
校友是地，有了校友可以顶天立地；校友是风，校友是雨，有了校友可以呼风唤雨；财富不是永远
的朋友，校友却是永远的财富。聚会活动包括晚餐 、观看央视春晚、游戏、交换礼物和大合唱。若
您生活在北加州地区或路过，热烈欢迎你们全家积极参加。详情请见本新闻简报 appendix 1，也可
与会长张逸平直接联系(irenezhang88@yahoo.com)。
2.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普林斯顿-费城分会将于 2 月 2 日星期日 5pm– 8pm，在校友 Xiao Ping Du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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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您生活在宾夕法尼
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南部和特拉华州或路过该地区，请与会长张露联系 RSVP (tel：908-5006688，email：luzhangwork@yahoo.com)。 请大家转告大家，通知老校友，介绍新校友，扶老携
幼，踊跃参加这一校友活动！
3.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首都华盛顿地区分会将于 2 月 8 日星期六 6‐9pm，在新陶芳餐馆（12015-G
Rockville Pike, Rockville, MD 20852) 举行庆祝中国新年的聚会。若您生活在首都华盛顿、马里兰
州、弗吉尼亚州、西弗吉尼亚州或路过该地区，热烈欢迎你们全家积极参加。详情请见本新闻简报
appendix 3，计划参加的校友， 请与代理会长韩柳联系 RSVP (hanliu6621@yahoo.com )。
校友会新闻与活动报道
4. 2014 年 1 月 26 日晚，中国驻美国大使、华东师范大学校友崔天凯先生和夫人倪培君在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举行了 2014 年春节招待会，旅美华侨华人、留学生、中资机构的代表等几百人出席。华东
师大美国校友会会长童忠益、美国校友会华盛顿分会会长（兼大华府地区中国大陆大专院校校友会
联合会会长）杨修竹、IT 公司高管胡小龙和冯欣、生物科技公司高管钱敏、郭玉贵教授等数位生活
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和他们的家属，也应邀出席了这一春节招待会。招待会简朴而隆
重，充满了喜庆的节日气氛。校友们与崔大使及其夫人的会面尤为感人，宾主皆为华东师大校友，相聚
一堂格外亲切和温馨，会同另外一位校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参赞査立友先生，华东师大的校友们和
崔大使及夫人畅谈甚欢，并留下了多张华东师大的美国校友们一起喜迎中国新年-马年的珍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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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华东师大校友崔天凯大使在致辞）

（左起：杨修竹，胡小龙，童忠益，崔天凯大使，崔大使夫人倪培君，冯欣，余晓晖，杨修竹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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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华东师大校友会会长、美国财政部高级金融经济学家童忠益博士，中国驻美国公使及前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刘为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华东师大校友査立友）

5. 最近，母校华东师大外联处来信，寄来了为我们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总会、各分会和数位美国校友
在母校闵行校区捐赠墙上所篆刻的感言铭牌的存档照片。为响应我们美国校友会在 2011 年秋天发
出的有关庆祝母校诞生 60 周年的号召，美国各地的校友分会和几十位校友个人（或家庭）踊跃捐款
20 万人民币，加上浙江中大集团公司以童忠益个人的名义捐赠的 10 万人民币，总捐款数达 30 万。
由此设立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奖助学金，已在 2011 年和 2012 年分两次，在华东师大在校学生中
共遴选和颁发了 50 个助学金，8 个奖学金。（有关这次捐款和奖助学金的详细情况和活动报道，请
见我们的美国校友会网站 www.ecnuaaa.org 首页上所登载的童会长的总结报告以及奖助学金委员会
主席陈建德教授的报告）。此外，捐款金额达到 1 万人民币的校友或集体可在母校的捐赠墙上题写
感言、篆刻铭牌。 因此，经过各方面长时间的联络沟通、准备和工作， 母校外联处会同后勤处目前
已负责监督制作完成了几乎所有的美国校友会捐款 1 万以上个人或分会的感言铭牌。
所有已刻好的铭牌照片，请见下面的两张附图。 （唯一遗憾的是，2011 年获得捐款集体第一名的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中西部校友分会的感言铭牌“求渊博扎实学识，立开拓创新雄志” ，目前还没有
刻好。相信不久后即会完工）。让我借此机会，再次对这些热心捐款、回馈母校和资助师大学子的
校友们和美国校友会里积极募款的各地分会，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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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成立大会 9 月 20 日下午在中山北路校区科学会堂隆重举行。来自美国、加拿
大、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北京、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
广西、香港、四川、甘肃、宁夏、山西、上海等 16 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的海内外校友
300 多人相聚丽娃河畔。校党委书记童世骏在致辞中对各位校友和朋友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
说，我们早就期望把华东师大校友会的旗帜插遍全国、甚至全球，让师大人在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
“家”，今天可以说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校友会不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同时也必须
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今天成立的华东师大校友联谊会要为全国乃至全球数十万华东师
大校友提供一个互助互利的平台，但更多地是要为校友们提供一个体验校友情谊、追求师大价值的
家园。同时，校友会既是一个体验共同体，也是一个记忆共同体，是一个在分享记忆的基础上形成
的荣辱与共的大家庭。在全国范围的华东师大校友会成立以后，我们会用新的共同体验来为我们今
后的人生，为我们的后辈校友们，提供更加美妙的记忆元素。
校友会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会章程（草案）》，通过选举产生了华东师范大学
校友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常务理事。其中，华东师大现任校长陈群博士被选举为校友会会
长，美国校友会会长童忠益博士等被选举为副会长。美国校友会北加州分会前任会长陈炳良博士作
为海外校友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陈炳良分别用“缘”、“情”、 “份”三个字深切诉说了海外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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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系母校、心系祖国的情谊。有关详情，请见
http://alumni.ecnu.edu.cn/s/328/t/528/3a/63/info80483.htm。

（华东师大校长、华东师大校友会会长陈群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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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ppendix 1.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北加州分会校友马年新春聚会通知

From: Irenezhang88 <irenezhang88@yahoo.com>
Date: January 16, 2014 at 10:06:53 PM PST
Subject: 华师大北加州校友及家属马年新春聚会
亲爱的校友们：
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 “过年” 是中国最热闹的传统节日，也象征团
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华东师大北加州校友会为欢庆马年春节,
定于 2 月 1 日(大年初二, 星期六) 在 Fremont 举办 “马年新春聚会” 。咱们
来自同一学校的校友，欢聚一起，把过年思念的距离缩短，把加州阳光加热焕
发。岁月可流逝华年，校友再远也会亲密无间。那就是校友是天，校友是地，有
了校友可以顶天立地；校友是风，校友是雨，有了校友可以呼风唤雨；财富不是
永远的朋友，校友却是永远的财富。
让我们欢聚在一起，祝福各位美女校友青春靓丽娇颜永驻！祝福各位校友帅哥青
春帅气英姿飒爽！让新春的祝愿，飘进校友的心坎。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校友及家人参加同庆。每家带一礼物（约$15）作交换礼物。
时间：2 月 1 日(大年初二, 星期六) ，下午 4:30 -10:00pm
地点：5177 Brandin Ct, Fremont, 94538 (Carwest)
节目：春节晚餐 (免费) 、观看央视春晚、游戏、交换礼物、大合唱 “我和
你” ，“最炫民族风” 等。
晚会赞助校友：杨建平、秦葆丰、陈静波
金牌主持人：陈静波、秦葆丰
华师大北加州校友会全体理事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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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普林斯顿-费城分会 2014 中国新年聚会通知

Dear ECNUAAA Princeton – Philadelphia Chapter Alumni,
Happy New Year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This is the time of the year, Chinese
New Year is coming and it means that we will get together and celebrate this important
holiday that is close to our heart. This year,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Ms. Xiao Ping Du
hold the party in her house. We will each bring our favorite dish that is large enough to
serve 6-8 people. Xiao Ping will provide drinks, paper plates and disposable utensils. If
you have special talents, bring with you as well and we will cheer for you as loud as we
can. Also, please feel free to bring your family and new alumni.
Please make every effort to come and do not miss this once a year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special moment with our fellow ECNU alumni.
Date: Feb. 2, 2014, Sunday
Time: 5 pm – 8 pm
Place: I will email you the address after your reply (Princeton area, close to the same
restaurant we had luncheon last year)
R.S.V.P.: preferably by January 28, 2014
Lu Zhang
President of ECNUAAA Princeton – Philadelphia Chapter
(908) 500-6688
luzhangwork@yahoo.com

8

Appendix 3.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华盛顿分会新春庆祝宴会通知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大华府地区分会准备在二月八日（周六）举办新春庆祝宴
会。校友会热忱邀请各位校友、以及您们的亲朋好友，作为我们大家庭的成
员, 一起欢庆马年的到来，一起展望明天。
庆祝宴会
日期：2014 年 2 月 8 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 6 时
地点：Tony Lin's Restaurant (新陶芳）
地址：12015-G Rockville Pike, Rockville, MD 20852
(In a shopping plaza, close to Old Navy)
请于 2 月 5 日前通知我们您和亲朋好友是否能应邀出席。联系人: 韩柳
hanliu6621@yahoo.com; 手机 301-660-3399.

敬请光临
非常感谢您对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大华府地区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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