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医旅美校友会工作总结（2012-2014） 

 

各位校友： 

 

过去两年里，在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第七届校友会工作团队全体同仁的共同

努力，本着“民主办会、服务校友、回馈母校”的创会宗旨，福医旅美校友会

(AAFMUA)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历程。值此换届工作移交之际，谨代表校友会对过去两

年的会务运作情况作总结如下。 

 

(一)校友会网站：校友会网站作为一个美国与国内校友的联系纽带及校友与母校之

间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在过去几年里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自创会以来，校友

会网站从无到有，如同一个初生的小婴儿成长为今天的这样规模，义顺同学和信息

组其他成员功不可没。 

 

2012 年下半年，校友会博客并入校友会网站，用统一的网址：aafmua.org。这样

合并，不仅便于用户找到网站，更重要的是因为整个网站以博客形式表现，活泼、

便于用户同网站互动。2014 年 1 月份，网站内容从 aafmua.org 搬到 

fjmufriends.com, 结束了国内用户看不到校友会网站的状况。自 2014 年 1 月以来，

大部份网页内容已经归到新网站，但偶尔还会发现链接不通、内容遗失的情况，目

前对校友会网站的具体网页的微调、修补、增删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林义顺同学在网站的维持、更新、报道校友活动及信息、宣传网页上花费了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林明扬同学帮助张贴校友信息，更新客座教授内容并出谋献策；林基

祯等同学继续为网站提供丰富的内容，他主持博克讨论，并开设专栏博克“肿瘤免

疫治疗”，“列平校友专栏”，深入浅出介绍了肿瘤免疫治疗的理论和列平团队在

母校建立免疫治疗研究所和抗体生产孵化器，开展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在福建的产业

化工作；由罗陇前同学在 2011 创立的福建精神病医学杂志俱乐部，每年定期邀请

美国的临床医生与国内精神神经病专业人员，进行远程学术交流和讨论，深受国内

同行赞扬；施凯旋同学是“旅行杂记”最积极的投稿者，他用笔和相机录下了他们

到世界各地的足迹和感想，让同学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大开眼界，分享旅游的快乐；

郑大厨同学作为“郑大厨园地”的专职厨师，不时在网页上给校友们介绍新菜谱，

写下他个人烧菜的心得并附上色香味俱全的相片，给我们的网页增加了不少生气。 

 

自 2013 年 8 底起，也就是 78 级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活动以来，校友会网站积极在国

内 78 级同学中推广宣传，结果是 78 级国内同学的参与大量增加，他们的活动图片、

对《每周一歌》等的供稿达到从未曾见过的水平。 



 

(二)教育基金：校友会教育基金会自从 2006 开始募集基金并发放奖学金，在过去

8 年来，校友们共捐款$103,138, 到目前为止共有 306 位福建医大优秀贫困学生受

益于这项奖学金。每年教育基金会都收到一批热心校友的捐款，从获奖学生方面回

馈回来的情况来看，实际效果良好。许多获奖学生的感言让校友们深受感动，我们

非常欣慰地看到这些捐款基金真正地用到了有需要的学生身上，使他们在完成医学

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今年初，校友会特别表彰了十一个特别积极

热情参与捐款活动的家庭或个人，感谢他们对捐款工作的慷慨支持。 

 

每年基金募捐及优秀贫困生的选拔由李统铨、黄夷伍、林义顺同学负责协调完成。

李统铨同学一如既往，每年自掏腰包，用假期时间代表教育基金会回国为得奖学生

颁奖。 

以下是 2010 年到 2013 年教育基金捐款额和发放奖学金的数额和图表表示。 

 

今年适逢 79 级同学毕业 30 周年，林丹娟、杨攻宇等十七位 79 级甲班同学，乘此

喜庆东风，向美国校友会的教育基金会热情捐款。据基金会统计，这 17 位同学本

次的捐款额达五千三百美元。他们爱母校、热心福建医学教育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校友会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校友联谊活动：为了加强广大旅美校友之间的联谊和交流，校友会在过去两年

里共开展了如下三次活动。 

 

2013 年圣诞前夕，校友会会员联谊组的郑灵、许蓓红等同学经过大半年的酝酿准

备，倡导组织了各地旅美校友赴墨西哥度假圣地 Cancun 度假的活动，这也是校友

会组织的第一次远程度假活动。来自于 15 个家庭的 18 位福医旅美校友携带家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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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49 人的旅游团，在风光秀丽的 Cancun 海滨度假村一起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

圣诞佳节。几位 78 级校友借此机会，团聚在一起庆祝纪念毕业 30 周年，80 级几

位同学也借此机会欢聚一堂。同学校友在度假期间游览名胜、戏水娱乐、品茗聊天，

留连忘返，玩得非常开心。在 79 级许旭东同学，80 级陈艳同学的倡导下，福建医

科大学美国校友 QQ 群和福医旅美校友微信群分别在 Cancun 的聚会中诞生，并已经

成为方便校友交流感情，分享信息的工具。 

 

在许蓓红等同学的热心操办下，会员联谊组群策群力，把每年夏季的校友聚会办成

一次喜庆的团聚活动。2013 年在郑榕岚校友家举办 BBQ party，43 位校友和家人

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父亲节。2014 年组织校友在坐落于哈德逊河畔的

Fort Tryon Park 举办了一次野餐郊游活动，三十位多位校友和家人欢聚在风光秀

丽的风景区品尝由校友自制的各种美食，分享生活经验。通过每年一度的相聚，为

来自纽约、新泽西、波士顿、宾州和康州等地的校友及家人提供联系感情、互相交

流、增进友谊的机会，深受校友欢迎。 

 

(四)旅美校友通讯录更新：校友通讯录是校友之间互相联系不可缺少的工具。每年

更新校友 email 地址和电话号码一直是一件费时费精力的繁琐工作，孙艳玉同学

在繁忙工作之余，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在一些年级负责人协助下，不厌其烦

地为完成这项工作尽心尽责。通过她和各年级校友负责人的努力，使我们广大旅美

校友每年都能获得一份最新的校友通讯资料。 

 

(五)旅美校友与福医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具体情况请阅以下资料。 

 

姓名 与福建医大和附属医院合作及贡献：基础研究及人才培养， 临床医生培

训，被邀讲座，讲课，出书 （2012-2014） 

曹仰铭 1)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Dr Jinzi Su from Dept Cardiology, 

FMU's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on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co-

authored an article about atorvastatin and renal tubular cell 

apoptosis published in the Jan Issue of 2014 of Eur J Pharmacol, 

which was part of Dr Wenbo Zou's defense thesis for  Master's 

degree.                                                                                                                      

2)Presented a Grand Rounds on "Cancer and the Kidney: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Sub-subspecialty - Onco-Nephrology" at Dept 

Nephrology, FMU's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in April 2014.  

陈列平，林基祯 将美国免疫治疗癌症的最新科技成果介绍给福建医大，在母校建立免疫治疗

研究所和抗体生产孵化器，脚踏实地地开展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在福建的产业

化工作。 



陈  硕 Seminar on  "Cancer and the Kidney:  Introduction of a New Sub-

subspecialty - Onco-Nephrology" at Dept Nephrology, FMU's 1st 

Affiliated Hospital in April 2014.  

何立珍 1) 参于医大肿瘤免疫治疗研究所的筹建 

2) 2012 年十一月在省肿瘤医院做关于肿瘤免疫治疗的讲座。  

黄夷伍 1) Trained Chinese physician: Dr.Chunxiang Li, an Oncologist from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2) Provide consulting service to the attending physicians and 

residents  from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3) Make rounds, and give lectures to Beij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Quanzhou First Hospital and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on 

yearly bases.   

黄若青 Lectured at FJMU and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annually. Daily 

pathology cases discussion with pathologists at FJMU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during my annual visit. Cooperated with Drs. 

Yiwu Huang and Jingsheng  Zheng to bring three clinicians from 

FJMU first and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s (Drs. Tianwen Xu, Huili 

Lin, Rui Gao) to be trained in my hospital as well Jingsheng's 

hospital.  

雷振民 1) Collaborate with Dr. Lin Ling from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FMU in research on autoimmune disorders.                                                                                         

2) Train  FMU postdoctoral research scholars : He Yan, MD & PhD, 

Biochemistry department, Wu Guizhu, MD & PhD, OB/GYN (1 st 

affiliated Hospital), and Pan Yangbin, MD & PhD, Internal Medicine 

(1 st Affiliated Hospital).    

卢坤平 成立“福建医科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   牵头申报成功省级 2011 计划 

“干细胞转化 医学协同创新中心”; 和人才培养 ,  包括选送基础医学院

郑敏讲师和公共卫生学院 李煌元副教授到哈佛医学院卢坤平实验室进行培

养,从美国引进 1名闽江学者，并促成哈佛医学院每年为福建医大培养临床

与转化医学哈佛硕士学位 1名和培养转化医学短期培训班 5名. 

潘明桂 1) Consultation and educ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video conference 

to attending physicians and residents of Dept of Oncology of 

Affiliated 1st Hospital                                                                                     

2) Periodic consultation and lectures:  other affiliated hospitals 

in Xiamen and Quanzhou  

石奇珍 1)  Lecture in FMU: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von Willebrand 

Factor on FVIII from inhibitor inactivation, 7/14/2014                                                                       

2)  Postdoctoral training:  Yinyu Chen, PhD,  9/2010 – 7/2013      

3)  PhD dissertation Advisor:   Xiaofeng Luo, 6/2013 – present 

俞金星 Lectures:  FJMU and Fujian radiology Society with topics : “MR 



Imaging in Dia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and its Mimics.” 

and  “Diagnostic Challenges in Emergency Abdominal Radiology”  

曾德富 1) Serve as PhD thesis committee member for three PhD students 

from  Professor Qiang Chen group at Union Hospital, FMU, 

including Peifeng Hou, a joint PhD graduate of Dr. David Ann at 

City of Hope and Dr. Qiang Chen at FMU. I helped set up the 

collaboration.                                                                                                               

2)  Gave lectures at Union hospital of FMU on May 19, 2014.                            

3) Training visiting Scientist Dr. Nainong Li from Union Hospital. 

张  凯 1. 与医学院病理系陈淑勤副教授共同出版了 “ 实用淋巴瘤病理诊断”,  

由中国科学出 版社出版。                                                                                                                             

2. 讲座 ：医大病理系 ，题目为“ 肺癌病理诊断进展”。                                                                     

张鲁榕  Carry out tumor-active immune project; set up new assays for 

infection diseases including sepsis; set up new assay for 

infraction; organize two province central labs: Radiation Biology 

central lab and lab for the individualized active immune therapy; 

help in grant writing; new drug development; generate new patents 

with new discovery. 

郑景生 1) Trained physician from China: Dr. Huili Lin (Associated 

Professor in Cardiology) from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MU                                                  

2) Lectures: 2nd Affiliated Hospital in Quanzhou                                                                                 

3) Coauthor in several SCI journals. 

 

(六)校友会财务管理工作：作为在纽约州政府注册的非盈利性社团，校友会严格按

照非盈利组织的相关规定每年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社团的财务运作情况。基于专款专

用的财务原则，校友会将校友会资金和教育基金分立两个帐户以便管理。前者来自

于校友所交纳的会员费，主要用于网站注册和维护方面的开支及邮费等行政方面的

开支。由于严格遵守财务开支制度，这些开支压缩在最低水平，从而使校友会帐户

在资金来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运作状态；后者作为教育基金的专

门帐户用于接受校友对教育基金的捐赠和奖助学金的支出，并按规定定期向基金会

全体成员公布。 

感谢黄夷武同学和黄若青同学多年来为校友会财务管理工作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本

着钱、帐分工管理的原则，他们俩位认真负责、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地管理着以上

两个校友会帐户，并按时完成校友会的年度财务报表。 

(七)客座教授推荐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校友会一直为母校主持校友客座教授的

推荐工作多年。2012 年校友会经过与母校商量，认为校友会不再适合此项工作并



决定从 2013 年开始，客座教授的申请由校友直接联系母校。但校友会可能在特殊

的情况下，协助推荐客座教授。因此校友会客座教授推荐委员会从 2013 年开始不

复存在。校友会感谢以李统铨，陈列平和黄征波为主的客座教授推荐委员会自

1999 年以来所作的大量工作和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回顾两年来一起走过的路，我们对每一位对校友会的兴旺和发展默默奉献的校友充

满了感激。没有各位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奉献，校友会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借此

机会感谢大家！ 

在此也谨祝校友会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越办越红火！ 

第七届福医旅美校友会会长 郑榕岚      2014 年 8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