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医科大学美国校友会 (AAFMUA)
年度工作报告 2016

各位校友，
在这空气渐暖、流水破冰的时节，让我代表美国校友会向大家汇报去年会务情况，回顾我们一起走过的 2016
年。
校友联谊
校友会于 5 月 7 日在纽约举行校友聚会，隆重庆祝 77 级校友陈列平教授荣获 2016 年度美国免疫学家协会-史坦
曼奖(AAI-Steinman Award)。这是陈列平教授在荣获 2014 年度威廉.考利奖(William B. Coley Award)之后，再次摘取
世界免疫学界另一项顶级大奖。40 多位校友及家属从四面八方而来，欢聚在纽约。大家为陈列平的成就感到兴
奋，纷纷向他祝贺，并聆听他介绍他的团队的先进工作。同时这次聚会促进了校友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校友联谊活动方面，特别值得提到 2016 年的两次邮轮活动 – 阿拉斯加游和夏威夷游
为了组织全美校友的大型联谊活动，会员事务部在许蓓红副会长领导、郑榕岚和郑灵(两位均为校友会顾问)等积
极支持下，众多热心校友如施凯旋、施丹、何立珍、陈艳等集思广益、策划如何将各地校友们团聚起来，做到时
间上即适合大多数人的职业、又适合有学龄子女的校友。他们前后共花了一年多时间准备、调查旅游线路、征求
校友意见并结合往年的经验，确定了搭乘邮轮夏季游览阿拉斯加、冬季游览夏威夷游的计划。有关骨干校友从
2015 年 5 月开始，忙碌到活动结束，活动后协调组稿发表图文并茂的游记。许蓓红、章海等为了阿拉斯加游进
行的既有趣又尽量节省费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郑灵、施丹、施凯旋等，同样为了夏威夷游进行的既有
趣又尽量节省费用，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的丰富经验、一丝不苟的态度，深得参加 2016 年阿拉斯加
游和夏威夷游的校友们好评。
参加阿拉斯加游的校友及亲友有 42 位，其中 8 月 3 日团 20 位、8 月 13 日团 22 位；两团均有北美各地和中国国
内的校友积极参加。
参加夏威夷游的共有 68 位，美国各地、加拿大、中国国内及澳大利亚的校友及亲友们飞来檀香山相聚。施凯旋
同学花了大量时间，记录了夏威夷游之美好时光，发表在校友会网站上的“凯旋施丹游记 (原创)”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category/kaixuan-shidan-travel-journal)。
校友会其它会务
校友会于九月份顺利完成了领导团队换届过渡工作， 新一届工作委员会 (www.fjmufriends.com/aafmua-workingcommittee-archive/the-working-committee-2016-2018)于 10 月份形成并公布。
七月，名誉会长黄若青代表校友会参加在纽约市召开的福建省北美侨务工作访问团与美国专业人士座谈会，向家
乡政府的来宾介绍了校友会的人才资源及校友与福建省同行进行专业交流的情况。
我们维持更新北美校友通讯录，定期将该通讯录寄给校友们。校友会的工作委员会各分工部门的众多热心校友，
互相合作，默默无闻地为大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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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凯旋，以他和施丹亲身的旅游经历，为校友会网站(www.fjmufriends.com)攥写旅游杂记，数年如一日。他们写
的文章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让校友们在“凯旋施丹游记(原创)”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category/kaixuanshidan-travel-journal)专栏可以饱览分享。
江燕同学，坚持收集并编辑音乐材料，在我们的网站与校友们分享 ”每周一歌”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category/weekly-song)，为大家的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校友会教育基金会
教育基金会完成了第 11 届沈云英奖学金申请学生的评比、审核、颁发工作。
2016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一届沈云英奖学金颁奖仪式在福建医科大学上街校区举行。56 位医大学生荣获第十一
届沈云英奖学金，教育基金会的代表向他们颁发获奖证书。医大临床医学部钟育虹同学代表获奖学生在颁奖仪式
上发言。
基金会的资金全靠大家无私捐献，百分之百地用于奖励母校贫困优秀生。为基金会服务的校友回国颁奖的旅费是
自掏腰包解决的。在此衷心感谢所有通过教育基金会捐资助学的热心校友。基金会的领导团队与理事会的校友们
11 年如一日，慷慨捐赠、并奉献时间和精力，使我们赞助福医贫困优秀生的工作越做越好，在福医学生中起到
公认的鼓励作用。
母校福建医科大学的优秀贫困学生，学习刻苦，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支持。借此机会，校友会及其教育基金
会向所有历年来热心捐款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所有北美校友继续支持这项非常有意义的捐资助学工作。
网络链接：有关“教育基金会”的博客文章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category/category-educationfoundation)、教育基金会主页 (www.fjmufriends.com/ed-foundation)
电子医学交流部
3 月, 校友会的”微信组“升级、更名为”电子医学交流部”。10 月份校友会换届后该部进一步充实调整。电子医学交
流部的主任林艳丰（兼校友会副会长）、副主任许旭东（兼校友会副秘书长）、鲁晓玲与网络学术论坛负责人关
小明（临床医学委员会共同主任兼校友会副秘书长）、谢党赐、郭伟、欧加福等紧密协作，花费了无数个不眠之
夜，认真准备并出色地主持了一次又一次以微信为主要平台的电子医学交流活动，又比如鲁晓玲同学负责网络讨
论时的多微信群即时同步转播，把这项技术要求高、需要高度专注及技巧的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保证位于世界
各地的医生们联机到微信大讨论的主播群。因为有像鲁晓玲这样一批认真负责的校友的无私奉献，AAFMUA 主持
的电子医学交流方才取得突出成效、广受称赞。在专业交流过程中，他们广泛联络北美、中国国内、澳洲、日
本、新加坡等地的临床医生，包括福医校友或非福医校友，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电子医学交流活动
2016 年中，电子医学交流部主持的微信临床医学讨论主题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诊治、难治性高血压诊治、世
界肝炎日-乙肝疫苗、抗乙肝病毒治疗、肝癌治疗、胰腺癌治疗、缓和医疗及临终关怀、山东疫苗案-海内外专家
共话免疫接种、肺结节处理及肺癌筛查、如何科学补碘等等。
2017 年 1 月 5 日中国医学论坛报的全科医学专栏发文，回顾福建医科大学美国校友会微信大查房专栏一周年，
文章介绍了上述十分有意义的学术活动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49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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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我们 AAFMUA 开始 与 CAHON 的合作。经黄夷伍医生(校友会常务副会长、临床医学委员会共同主
任)积极牵头、福建医科大学美国校友会（AAFMUA）和"美国华裔血液及肿瘤专家协会"（CAHON）合作举办"微
信医学大查房"。于 2016 年 9 月份我们进行了合作尝试，讲座内容是"肝癌 TACE 治疗和晚期肝癌治疗进展"。主
讲医生有中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杨维竹医生、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郑雷医生; 初次合作效果就
很好，受到来自两个学会的医生们的好评。紧接着，在 2016 年 10 月，我们正式开始了友好合作。这 10 月份的
讲座在"CAHON VGR"进行，讨论主题是""胰腺癌的外科处理和内科治疗"。这首次联合大查房同时向"1，2，3，
9AAFMUA 肿瘤内科专业群"转播。主讲医生有中国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黄鹤光医生、和美国宾州匹兹堡
大学医学中心（UPMC）孙伟劲医生。AAFMUA 和 CAHON 自 2016 年 9 月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联合举办了五
次大查房合作。将来的和肿瘤相关的大查房将分别在 AAFMUA 专业群和 CAHON 之间交替进行。“AAFMUA 与
CAHON” 这一合作很有希望促进提高中国福建省癌症患者的诊治水平。
AAFMUA 微信大查房经常在中国及美国多个医学专业群同时转播，积极提升福建省多个临床专家的知名度。
此外，校友会骨干医生积极和中国国内的、澳洲的校友合作写文章，将最新最有意义的医学进展介绍给广大的医
生朋友，尤其是给基层医生。文章主题包括糖尿病诊疗的新近热点和进展上、中、下集
(http://app.medtrib.cn/media/phone/post/app/194/4d51eece-539a-4f29-a112-b7ce4357e7a4.html)。
另外，12 月 17 日，校友会公布福医美国校友会临床进修专业微信群群规 (www.fjmufriends.com/archives/4402)。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科学的其它交流活动
通过现场讲座、现场会诊、远程会诊、联合培养等等渠道或方法，美国校友，比如陈列平(77 级)、黄夷伍(79
级)，林方鸣(79 级)，黄涛生(78 级)、关小明(87 级)、何立珍(77 级)、殷虹(83 级)等，继续不定期地与福建以及祖
国各地的医疗、医学研究单位交流。这方面的交流比较多，校友会得到的消息不全面，但希望北美校友尽可能地
让校友会知道，以便校友之间互相交流并促进校友会更好地协助、支持。谨此将有关校友自愿提供的、部分美国
校友 2016 年在中国国内促进合作交流的资料简单地列下分享：
校友：陈列平（Lieping Chen）
荣获：威廉.考利奖(2014 年)、美国免疫学家协会-史坦曼奖(2016 年)、贝时璋奖(2017)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USA

福建医大：
 特聘教授
 学术委员会 主任
 免疫研究院 院长
福建省：
 福建省生物医药工程中心 主任
 福建省侨联人才联谊会 顾问
其他兼职：
 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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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上海领星生物科技公司， 科学顾问
天津中源协和基因科技公司，科学顾问
拍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CCTV-9）: 癌症真相
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研讨会 主题演讲（keynote speaker）， 中国药监总局，2016 年 6 月，北京
国际免疫和人类疾病研讨会 主题演讲， 吉林大学， 2016 年 8 月，长春
抗肿瘤药物的临床研究策略和风险控制， 课程主席，沈阳药学院/中国药监总局，2016 年 10 月，北
癌症突破和进展研讨会，应邀演讲，台湾卫生和福利部， 2016 年 11 月， 台湾台北
香港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in Precision Medicine，应邀演讲，香港科技大学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应邀演讲，2016 年 12 月，北京
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应邀演讲，2016 年 11 月，台湾竹南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贝时璋讲座，应邀演讲并获贝时璋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2017 年 1 月，北
京
 未来论坛 2017 年会&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 特邀嘉宾，2017 年 1 月，北京
校友：黄若青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UNY
Regional Director of EHC and QHC, NYC, Mount Sinai Services

年
帮助福医附二院的一位皮肤科付主任医师到
Cornell University 皮肤科进行科研和临床学习，己圆满学习结束回原
单位；
与附二院皮肤科同行进行病理专业的学术交流。
2016

校友：黄夷伍
Maimonides Medical Center

年中的交流活动 –
时间、地点：5/2016 福医附二院，泉州市第一医院
简单叙述：肿瘤内科和血液科讲座和查房等学术交流
2016

校友：殷虹 （Hong Yin）
Director of Surgical Pathology
Children's Healthcare of Atlanta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athology
Emory School of Medicine

2016

年中的交流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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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2016 年 10 月，福建省立医院病理科
简单叙述：与省立医院病理科医生一起镜下讨论了他们医院的小儿凝难肿瘤病例；介绍小儿病理常见病病理诊断
要点 (pitfalls)
校友：何立珍
Celldex Therapeutics, Inc., executive director, R & D

年中的交流活动 –
1.时间、地点：2016.年 11 月 医大免疫研究所。
简单叙述：讲座、实验指导
2.时间、地点：2016.年 11 月；福建血液病研究所。
简单叙述：讲座
2016

校友：林方鸣（Fangming Lin）
现工作单位及主要的相关职责：Columbia University 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Chief of Pediatric Nephrology

年中的交流活动 – visiting Unio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时间、地点：September, 2016
简单叙述： 指导科室发展及科研项目
2016

AAFMUA (

林义顺

网站 www.fjmufrien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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