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in America/ECNU Education Foundation
www.ecnuaaa.org

February 1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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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2015 羊年春节的聚会通知、2014 年主要活动的回顾，及校友新
闻和介绍。

校友会春节活动通知
1. 北加州分会：
春风送暖花千树，骏马扬蹄奔酒庄。华东师大北加州校友会定於 2015 年 2 月 21 日在 Sunol 的酒庄举
行庆贺中国羊年春节联欢活动。占据了美国西海岸 2/3 的面积的加州是美国最重要、面积最大的产酒
区，其葡萄种植区域的风土条件也十分多样。请不要错过加州初春的暖阳，欣赏大片的葡萄园，远眺
连绵群山，远离喧嚣的城市走进幽静的乡间。周六中午一起來聊天，享用午餐，品尝醇香的红酒，更
有音响超好的卡拉 OK，娱乐游戏和豐富的奖品。Elliston Vineyards in Sunol 位于 Fremont 和
Pleasanton 之间，靠 680 高速公路。让我们在这里度过一个心情舒惕而愉快的羊年春节。欢迎湾区
的朋友一起共享羊年的酒味。时间：10:30am-2:30pm, 2 月 21 日, Sat, 農歷初三
地点：463 Kilkare Rd, Sunol, CA 94586。 费用：成人每位 $20, 初中生以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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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務: 东湾-陈炳良@510-387-8379， 南湾-张逸平@408-206-2978， 半岛-李惠芳@650-450-0902
2. 费城分会：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普林斯顿-费城分会将于 2015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 11:30am‐3:00pm，在 Super Star
East Buffet in Princeton 举行一年一度庆祝中国新年羊年的校友大聚会，详情请见本新闻简报 append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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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500-6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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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分会：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纽约分会将于 2015 年 2 月 21 日星期六晚上 5：00pm，在会长任松羔家举行庆祝
中国春节及新来校友的联谊晚会。注意：这一聚会主要面向最近几年新来纽约地区学习或工作的华东
师大校友，以便他们能互相认识、交流、联谊和共同扶持。若您生活、学习或工作在纽约地区，且刚
来没几年、不认识多少华东师大的校友，热烈欢迎你参加。计划参加的校友， 请与会长任松羔联系
RSVP (Songkao Ren email： ywskr@verizon.net， tel：646-309-7250 )。
4. 大华府分会 & 休斯顿分会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的首都华盛顿地区分会和休斯顿分会，正在计划分别于 2015 年 3 月份的上旬和中
旬，举行庆祝羊年新春的校友聚会以及换届改选。具体时间、地点和其他详情将在近日另行通知。

活动报道与校友新闻
5. 2015 年 2 月 15 日星期天，生活在首都华盛顿地区的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的数位常务理事和校友代
表，齐聚童忠益会长家，热烈欢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査立友校友赴任旧金山地区，并欢迎新近到
任大使馆的贾曦 博士及其夫人刘渝梅博士（均为华师大校友），以及从芝加哥远道而来的美国校友会
中西部分会秘书长金百强博士一家。査立友参赞毕业于北京二外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从 2006 年起就
学于华东师范大学资环学院攻读在职博士。他在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央组织部和外交部工作了整
整 25 年，于 3 年前（2012 年）来到美国华盛顿担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国会及地方政府事务
处副主任。今年 3 月中旬，立友将离开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屋外风雪
交加，屋内温馨热烈，校友们围坐一起，倾心交流，欢声笑语，美酒佳肴，5‐6 个小时就不知不觉地过
去了，大家都度过了一个无比温馨难忘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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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 年 5 月 5 日晚，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远东饭店欢歌笑语，热闹非凡。华东师大美国校友
会在这里隆重举行欢迎宴会，热烈欢迎以副校长任友群为首的华东师大访美代表团和毕业于华东师大
化学系的 75 级中国校友代表团，近 50 位校友及家属出席了这一激动人心的联欢晚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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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由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会长、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高级金融经济学家童忠益博士主持。华东师
大访美代表团团长、副校长任友群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简要介绍了母校在八年前获得中国
一流大学（“985 工程”） 地位的转折过程以及近年来母校取得的辉煌成就，深情祝愿华东师大的美
国校友和来访的中国校友们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并希望大家常回母校看看，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多
做贡献。华东师大化学系校友代表团团长苏衡博士在讲话中，感谢美国校友会多年来为母校和校友们
做出的无私贡献，希望校友们团结互助，再创佳绩。作为美国和中国胜杰
公司的联合董事长，苏衡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国际型企业家，还为美国校友会的发展做出了多项贡献，
并热心赞助了这一联欢晚宴活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查立友（华东师大校友），美国校友会大华
府分会会长韩柳、乔治城大学陈汝山教授、美国联邦统计局当前人口部主管程扬博士等与会的几十位
校友也先后发言，交流了他们各自在离开母校后的人生经历，纷纷表达了对母校的深厚感情和美好祝
愿。
最后，大家引吭高歌，深情合唱了《我的祖国》，联欢活动在激动、温馨和依依不舍的气氛中圆满结
束。在这浓浓春意、春雨绵绵的夜晚，校友们和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们互道珍重，相约再见。
（有关这一活动的详情报道，请见我们美国校友会的网站 www.ecnuaaa.org， 多家中文媒体比如《新
世界时报》http://www.newworldtimes.us/newspaperfiles/20140509/p19c.pdf 和母校华东师大的网站
http://www.ecnu.edu.cn/_s36/3c/9a/c1103a15514/page.p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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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4 年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1 日晚间 19：00，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道杰资本”赴美精英考察团抵达
华盛顿特区，受到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美国校友会的众多校友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缘分，特意从各地赶来，并为师弟师妹们准备了丰盛晚
宴。参加本次活动的有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会长童忠益博士（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高级金融经济学
家）、常务理事兼休斯顿分会会长陈建德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正教授及肠胃临床研究室
主任）， 常务理事何苗壮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抗体治疗研究室主任）、华盛顿分会
韩柳会长、芝加哥分会校友代表廖伟（美国国际野生动物跟踪器材有限公司 CEO 和保健跟踪器材有限
公司 CEO），美国校友会财务长曹峰博士（美国联合医疗保险公司健康效果经济研究部任副主任），
以及居住在华盛顿地区的校友 20 多人，大家欢聚一堂，举杯畅谈，在远离华东师大校园万里之外的大
洋彼岸同忆丽娃景，共叙校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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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喜悦和振奋的是，在场的华东师大校友大多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既有对美国经
济发展、金融危机解决作出重要贡献的资深经济学家，又有蜚声中外的医学教授、学术泰斗，既有学
识过人的律师和知名的会计师，又有机敏踏实的 IT 精英，还有多位自主创业或者管理大型上市公司的
商业精英。前辈们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向各位师弟妹讲述自己的求学与职场经历，分享心路历程，传
授工作经验，交流着属于师大人的精彩故事。考察团领队朱佑君老师与白露老师分别代表考察团感谢
美国校友会的热情接待并对校友们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美国校友会的成员们也一一上台自我介绍，
并且向大家赠予祝福和期冀。同学们被学长学姐的传奇经历所吸引，感慨于前辈白手起家创业的艰
苦，更钦佩于师大人永不放弃、不懈奋斗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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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场的美国校友中资历最老的一位校友是 78 级经济专业的金勇静老师，她向各位后辈赠送了追求人生
理想与进行职业规划的四个重要单词：Opportunity（机会）、Preparedness（准备）、Build up（积
累）、Resilience（弹性）。机会要自己去争取，而当机会来临，如何果断、准确地抓住，则需要平时
做好准备。在日常的学习与工作中，知识不断的积累，这不仅包括别人给你的经验与知识，还包括自
己的体会与感悟。而最后一点，最重要的是弹性，它体现了一个人的情商，能够临危不惧、合理排解
压力、在困境中找到出路的人，才是真正能取得成功的精英。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联欢活动在大家的欢歌笑语中收尾，对于学生精英考察团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
学习机会，而对于广大的美国校友而言，这更是一次师大精神的完美传承。华师人的坚韧、刻苦、乐
观、团结，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情系丽娃，爱在华师。 （有关这一活动的详情报
道，请见我们美国校友会的网站 www.ecnuaaa.org， 多家中文媒体比如《新世界时报》
http://www.newworldtimes.us/newspaperfiles/20140725/p17c.pdf 和星岛日报
http://ny.stgloballink.com/washington/2014/0728/119967.shtml， 和母校华东师大的网站
http://alumni.ecnu.edu.cn/s/328/t/528/ad/bd/info11001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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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4 年 6 月 14 日，在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华联会，CAAGC）有关第九届主席和常务理事的
选举中，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常务理事兼中西部分会会长汪兴无教授众望所归，高票当选新一届
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让我们为兴无光荣当选为芝加哥地区的侨领表示热烈的祝贺！有
关兴无的介绍，请见 http://www.chineseofchicago.com/Content.aspx?nid=5073 和
http://www.chineseofchicago.com/Content.aspx?nid=5097。
祝生活在美国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们在羊年里喜气洋洋，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童忠益 （Zhong Yi Tong）， Ph.D.
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校友会会长

www.ecnuaaa.org
zhongyitong@yahoo.com
240-938-4935 cell

Appendix 1. 华东师大美国校友会普林斯顿-费城分会 2015 中国新年聚会通知
Dea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lumni:
Chinese New Year is approaching. As a tradition of our ECNUAAA Princeton – Philadelphia
Chapter, we will get together and celebrate this wonderful beginning of the year of 2015.
Through out the past eight years, we have held five New Year luncheons and one summer gathering.
These simple gatherings have provided us with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form
bond in a unique and relaxed way. We were strangers at the beginning, but grew into acquaintances
and then friends. In the land far away from our native country, it is heartwarming to have our fellow
Alumni together to share the joyful moment of the year.
This year’s New Year luncheon will take place in:
Place: Super Star East Buffet in Princeton
Website: http://www.superstareastbuffet.com
Date: February 21, 2015
Time: 11:30am – 3:00pm （Please R.S.V.P.）
Please have your spouse, parents, children, siblings and friends come with you, bring a good appetite,
a cordial smile and an upbeat attitude to conversation. Hope to see you there.
Have a happy, healthy and prosperous New Year!
Lu Zhang
ECNU Class of 1982, Psychology
President of ECNUAAA Princeton – Philadelphia Chapter
(908) 500-6688
luzhangwork@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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