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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友会新闻动态 

1）为了便于校友会更好地开展工作，为校友们服务，理事会决定从今年开始收取每年
$20 的会员费。目前共有 91 位校友交费和捐款，共$4750。 谢谢校友们的大力支持。
同时请还没交年费的校友们，尽快提交。(请巧玲 update the numbers) 
2）＂2016 年美国校友会年会＂定于 10 月中下旬在美东著名赏秋地举办。欢迎考虑参
加的校友们于 7 月 30 日前在微信群接龙报名。至今为止己有 25 家（人）报名。 
时间：10 月 21 日(周五)晚 7 点一 23 日(周日)下午 2 点 
地点：The Shawnee Inn Golf Resort, PA 
http://www.shawneeinn.com/m/?_ga=1.235023173.576726170.1462193094  
费用：食宿 AA 制，$149/晩/房间（7 月 30 日前） 
活动： 
周五白天：纽约巿景点；晚上：篝火叙旧，k 歌校园歌曲 
周六早：赏秋 Hiking 1；下午：沙滩排球/网球交流（可选高尔夫，室内游泳和篮球
等）；晩：集体晚宴/座谈会/照片回顾 
周日早：赏秋 Hiking 2; 中午：告别午餐; 外地校友可选参观纽约市景点.   
咨询及联系人：陈传英(646-420-7473)，许循一（585-278-2074）李旗(305-586-2947，
陈凡(973-262-2385)。 
3）中文系 84 级校友杨青系列文章专栏。杨青的作品也写得好，文图并茂。可读/欣赏
性强（http://hquusaa.org/forums/forum/yangqingforum/ ）“有那样一片蓝“作品的素材
（照片）来源于美国校友郑东飚在新西兰拍摄的大自然美景。“华园女子”系列让你回想
起当年华大的校园生活及欣赏老校友们的风采。 
4）曾露副校长一行四人 4 月来访问美国，加拿大。张奕志代表美国校友会，招聚了芝
加哥周边的 8 位校友（杜淦阳，杨沐宇，王粲，陈文玮，陈小丽，赖跃进，林瑜，黄
敏，张奕志）与曾露副校长一行四人在芝加哥聚会，欢迎母校访问团。 校友们和母校
领导交杯换盏，忆苦思甜， 展望未来。曾路副校长访问团顺利抵达多伦多后， 校友许
循一，霍志敏又代表校友会星夜赶往酒店问候。 
5）北加校友会的活动负责组在 5 月 7 日举办了的第一次聚会活动。这也是美国校友会
明确各地校友活动负责人员后的第一 次活动。北加的校友会负责组包括美国校友会理
事会的成员陈达庆、卢巧玲 和活动负责人赵蔚萍、蒋婷。详细报道请看“美食美景 校
友情浓“（http://hquusaa.org/wp-
content/uploads/2016/05/NorthCalGatherinMay7.pdf）。 
6）祝贺华大土木 64 级校友黄炜秋先生当选为美国闽南親友联谊总会会长。该总会于
2016 年 5 月 8 日在美国费城市隆重举行成立庆典大会和总会负责人、职员宣誓就职典



礼及联欢宴会。华大美国校友会会长李旗博士发贺电向黄炜秋校友先生表示祝贺。华
大美国校友会副会长姚清传博士前往费城参加成立庆典大会。 
7） 华大美国校友会自 2015 年 2 月 7 日正式成立以来，已经快两年了。 按校友会章
程规定，理事会成员每两年选举一次，最多可以连任两届。希望校友们能够积极自我
推荐或推荐他人为下一届的理事成员（口头或书面在 11 月 30 日之前告诉任何一位理
事均可）。校友们的热心支持是校友会成功的基础。希望下一届的成员选举在明年 1
月 31 日之前完成。 
8）根据现行的校友会财务管理条例，理事委任伊志为校友会财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卢
巧玲为财务会计，林佳为出纳。 
9）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华侨大学承办的华侨大学“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每年
在夏季与冬季组织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吸引海外的华裔青少年回中国寻根。它以寓
教于乐的形式，展开一系列传统中华文化的学习，同时组织学生对周边城市的文化习
俗等的参访，深受海外学生们的欢迎。譬如学划龙舟、二十四节令鼓、舞狮舞龙、中
国画等学习项目，再有茶文化之旅、陶瓷文化之旅、民俗文化之旅等。   今年的夏令
营于 2016 年 6 月 12 - 23 日在华侨大学集美校区举办。来自美国校友的 5 位子女参加
了这次夏令营活动。相关活动内容将由负责夏令营事宜兼领队的黄惠铭老师做后续的
报道，届时会与大家分享丰富的活动内容和相片。敬请关注。 
10）好消息分享（请校友们把新工作／提升／孩子毕业／新成果等等好消息告诉理事
会成员，以便在下期的通讯与其他校友分享） 
－恭喜如下校友子女今年高中/大学／研究生毕业：李旗，许循一，霍志敏，李燕，郑
志宇，杨维新，赵蔚萍，鲁安，陈达庆，蔡伊志。 
－恭喜如下校友获得硕士学位：丁文凤，丁左丞，马多娇，王裴，张炜瑶。 
	  

校友风采：心携理想，雕琢丰盈人生 	  
金丹良，化学系 85 届校友。年仅 15 岁的他,1980 年从故乡广东汕头来到华大。华大五
年的学习经历，给他装上了自由的翅膀，从此他的生命变得不一样。1985 年，他考入
吉林大学，1988 年毕业后，回到广州市工作。四年后(1992)年赴美留学攻读博士，
1997 年博士毕业投身美国工业界至今。多年来，他一直走在创新材料研发的前沿。在
专业技术领域，他既是顶级的材料科学家，也是卓越的领导者和协调者，在技术上和
团队建设管理上，他都树立了让人仰望的高峰。而在面对生命中突如其来的挑战——
癌症时，他又一次冷静出击，化苦难为祝福，最终取得抗癌胜利……详细报道请看以
下链接：http://hquusaa.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JingDanLiang.pdf	  

 
感谢校友 

1）感谢赵蔚萍，蒋婷的计划和号召加上卢巧玲的协助，成功的组织了北加州校友们的
郊游聚会活动。 
2）感谢 91 位美国校友按规定日期交了会费/捐款。 
 

寻找校友 
寻找化工 81 的彭丽莎,	  	  化工 80的黄河，环境工程 03 的王哲毅，机械 89 的林琼和法
律 89 的谭静。有消息者，请 email: hquusaa@gmail.com 



 
 
母校新闻摘选 

1）4 月 18 日下午，华侨大学校长贾益民在厦门校区会见泰王国诗琳通公主御赐支援
柬埔寨教育项目委员会主席、泰国国王御卫厅瓦披龙上将代表团一行。双方对诗琳通
公主在柬埔寨援建学校学员开展的工程技术培训，外派汉语教师，设立中华语言文化
中心，以及与泰国东方大学开展“2+2”合作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等具体项目细节展开深入
探讨，并达成初步共识。 
http://www.hqu.edu.cn/s/2/t/1804/e1/67/info123239.htm 
2）4 月 22 日，华侨大学与泰国东盟普吉泰华学校签署合作办学协议。根据协议，华
侨大学将在东盟普吉泰华学校设立普吉泰华旅游教育中心，双方联合开展旅游管理专
科招生与教学、旅游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等，为当地支柱产业服务，培养旅游相关专业
人才。双方还将开展华文教育，本科生、预科生教育合作等。 
http://www.hqu.edu.cn/s/2/t/1804/da/c9/info121545.htm 
3）2016 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暨福建省大学生英语竞赛 5 月 8 日在福建师范大学落
下帷幕，华侨大学选派的 13 名参赛选手再获佳绩，共获得 6 个全国特等奖、7 个全国
一等奖。 
http://www.hqu.edu.cn/s/2/t/1804/e3/27/info123687.htm 
4）5 月 14 日，为期两天的 2016 年华侨大学、暨南大学联合对港澳台、华侨、华人、
外籍青年招生考试正式开考。考点分别设在广州、厦门、香港、澳门四地，主考场设
在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厦门考场设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 
http://www.hqu.edu.cn/s/2/t/1804/e7/f4/info124916.htm 
5）5 月 23 日上午，华侨大学分别与意大利中意国际学校、印尼坤甸共同希望教育基
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将开展海外华文教育、海外招生等方面的合作。 
http://www.hqu.edu.cn/s/2/t/1804/e9/9a/info125338.htm 
6）5 月 28 日，以“创新引领，共享发展”为主题的 2016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
广东科技中心落下帷幕。华侨大学广播台（厦门校区）播音部部长、华文学院学生胡
梓梁获大赛一等奖，并被授予“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http://www.hqu.edu.cn/s/2/t/1804/eb/6e/info125806.htm 
7）2015-2016 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南大区比赛 5 月 24 日至 30 日在三峡大学
进行，华侨大学足球队以四强身份首进全国总决赛。此次共有各省冠军华侨大学、重
庆大学、中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大学、东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湖北大学，
东道主三峡大学等 12 支高校代表队参与角逐。 
http://www.hqu.edu.cn/s/2/t/1804/ea/20/info125472.htm 
8）第十八届 CUBA 全国四强赛于 6 月 12 日至 14 日在集美大学诚毅学院体育馆举行。
本届赛事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厦门市集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华侨大学承办，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分会、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协办。 
http://www.hqu.edu.cn/s/2/t/1804/eb/6d/info125805.htm 
9）6 月 15 日，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美国州立大学与学院协会在河南大学联合举
办《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项目 2016 年年会暨第十三届学生毕业典礼。本届年会以



“创新教育模式，培养国际化人才”为主题，来自中美 86 所（美方 20 所、中方 66 所）
项目高校的 260 多名代表齐聚百年老校，共商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发展大计。 
http://www.hqu.edu.cn/s/2/t/1804/ef/14/info126740.htm 
10）6 月 16 日下午，马来西亚华人企业家、拿督胡瑞连先生向华侨大学捐资 1000 万
元人民币，设立“华侨大学华文教育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华侨大学华文教育事业，推动
华文教育现代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http://www.hqu.edu.cn/s/2/t/1804/ed/25/info1262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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