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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医科大学美国校友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Alumni) 

工作委员会 (Working Committee) 2016-2018 年 

 

会长  林义顺 

 

名誉会长  黄若青 李统铨 

 

副会长  黄夷伍(常务副会长)  协助会长协调各部门工作，在会长无法行使职责时执行临时会长

的职责。负责每年教育基金的募捐及与母校合作协调优等贫困生

的筛选与资助事宜。 

 

许蓓红  负责校友会的联谊及互动活动，安排母校代表团或其他团体与美

国校友的交流活动。 

 

林基祯  负责校友与母校学术交流，帮助母校建立学术基地及培养人才；

协调校友回国讲课服务母校等事宜。 

 

林艳丰  负责电子医学交流，利用网络技术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促进美国

校友之间的医学交流。 

 

秘书长  王宁 

 

 

 

 
协调校友会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活动，包括组织、协助完成校友会

的文件，维护更新通讯录。根据需要协助会长完成某项工作。 

 

副秘书长  关小明 许旭东  协助秘书长工作；根据需要协助会长完成某项工作 

 

顾问  郑榕岚 郑灵   对校友会工作提供建议及帮助。 

 

司库  黄夷伍 黄若青  负责教育基金会的资金及会员活动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会员事务部  邵文(主任) 郑钧(副主任) 郑榕岚 许蓓红 陈艳 林岩 孙艳玉 腾瑜 王宁 姚瑞金 许旭东 郑灵

朱永华 林晨艳 郑华荣 鲁晓玲 施丹 陈本禄 许光义 

 

信息部  施凯旋(主任) 江燕 (副主任) 鲍熠群 

林明扬 林义顺 施雨(林雯) 鲁晓玲 

 负责互联网在校友会的使用及维持; 张贴有

关校友会及校友活动。 

 

教育基金会  黄若青(共同主任) 李统铨(共同主任) 黄夷伍(共同主任) 林丹娟 (副主任) 林基祯 许蓓红 张

玄奇 许旭东 李嘉玲 

 

 电子医学交流部 

 主任：林艳丰  

 副主任： 许旭东 鲁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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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学术论坛负责人：关小明 谢党赐 郭伟 欧加福 

 科学研究委员会 

林基祯(主任) 秦伟平(副主任) 曾德富(副主任) 陈列平 卢坤平 陈硕 林芳 

张鲁榕 严世都 陈恳 阮克和 李统铨 王苏河 张志强 林青 张克 李河 

何立珍 唐宁 张翼 雷振民 陈功 陈松苍 廖辉 吴德丰   

 

 临床医学委员会 

关小明(共同主任) 黄夷伍(共同主任) 郑景生(副主任)  潘明桂 周人志 

陈波 张玄奇 黄征波 黄若青 姚瑞金 陈铣 陈伯卿 陈立家 傅敏新 俞金星 

谢剑鸣 许蓓红 傅阳恒 陈汐 郑灵 章海 张凯 高翔 官辉 林凡 

曹仰铭 孙艳玉 郑小年 施宏 赵枫 郑榕岚 黄涛生 许旭东 林艳丰 谢党赐 

周虹 郭伟         

 

  

 年级联络人 

姓名 (Name) 班级 所在州 

 

齐观平 Qi, Guanping 23班 NY 

雷振民 Lei, Zhenmin 76级 KY 

陈硕 Chen, Shuo 77级 TX 

何立珍 He, Lizhen 77级 PA 

郑榕岚 Zheng, Ronglan 77级 NY 

陈岚 Chen, Lan 78级 CA 

柯晓红 Ke, Xiaohong 78级 NY 

张翼 Zhang, Yi 78级 MN 

黄夷伍 Huang, Yiwu 79级 NJ 

林岩 Lin, Leon 79级 NY 

许旭东 Xu, Xudong 79级 TX 

陈艳 Chen, Yan 80级 IL 

郭琰 Guo, Yan 80级 MD 

朱永华 Zhu, Yonghua 81级 NJ 

林心建 Lin, Xinjian 82级 CA 

曹仰铭 Cao, Yangming 83级 CA 

陈燕飞 Chen, Yan-fei 85级 CA 

陈江锋 Chen, Jiangfeng 86级 NY 

陈红 Chen, Hong 87级 IL 

陈晓 Chen, Xiao 88级 WI 

 

  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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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熠群 曹仰铭 陈恳 陈岚 陈汐 陈硕 陈铣 陈本禄 陈伯卿  

          

陈列平 陈立家 陈功 陈永胜 陈松苍 陈燕 陈江锋 陈晓 陈红  

          

陈艳飞 江燕 柯晓虹 高翔 官辉 关小明 郭伟 傅敏新 傅阳恒 何立珍 

          

黄敏洲 黄若青 黄涛生 黄征波 黄夷伍 雷振民 李嘉玲 李河 廖辉 郭琰 

          

李统铨 林岩 林明扬 林基祯 施雨(林雯) 林义顺 林凡 林丹娟 林艳丰 林青 

          

林心建 林芳 林晨艳 卢坤平 鲁晓玲  潘明桂 齐观平 秦伟平  

          

阮克和 孙艳玉 邵文 施宏 施凯旋 唐宁 腾瑜 王宁 王苏河 施丹 

          

许蓓红 许光义 许旭东 谢剑鸣 谢党赐 叶勇 于青 俞金星 严世都 姚瑞金 

          

赵枫 章海 周虹 周人志 朱永华 张志强 张翼 张克 张鲁榕  

          

张玄奇 张凯 曾德富 郑榕岚 郑小年 郑灵 郑华荣 郑景生 郑钧  

          

          

2016.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