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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上杭联谊会筹备委员会 (理事会 )和首都华盛顿第一次会议组织委员会  
成员简介及分工方案  

（2015年 12月 12日电话会议讨论通过 ,2016年 4月 18日更新）  
	

	

梁瑞凤, 匹茨堡地区, rliang@wvu.edu 
筹委会和组委会主席。同乡会发起人，首届理事会会长 
Liang, Ruifeng博士, 男, 生于 1963年, 198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辗转中国科学院-英国
剑桥大学两轮之后，1999年移民美国。在西弗吉尼亚大学担任美国科学基金会复合材
料协同创新中心(CICI)常务主任，是中美复合材料合作与交流委员会美方主席。利用
其客家身份融合他材料与工程专业背景在福建客家土楼方面的探索研究被美国历史频

道拍成纪录片：历史造就未来 - 客家土楼。 成立了国际客家土楼联盟, 举办客家土楼
论坛系列活动, 并编辑了特刊“客家土楼和可持续发展：世界上最环保的建筑”。2012
年起参与多伦多客家会议和纽约客家会议。梁博士是北京上杭同乡会创始人，并长期

担任秘书长和副会长(1985-1998年)，2015年 10月开始把心中蕴育 15年的想法付诸行
动，发起成立北美同乡会的行动。 

	

黄耀文, 亚特兰大 
筹委会和组委会顾问。理事会顾问 
Huang, Yaowen博士，男，1976年赴美深造, 专攻食品安全与微生物学,取得了食品科
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佐治亚大学食品科学系终生名譽教授、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

美國食品科技学会会士，还受聘为上海海洋大学高原讲座教授、台湾海洋大学讲座教

授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陸伯勋食品安全中心理事、顾问及客座教授。他曾任美国食品科

学荣誉学会(Phi Tau Sigma)総会长,美国佐治亚州食品安全学会(GAFP)会长,华美食品学
会(CAFS)会长, 美东南中华学人协会(CAPASUS)会长, 亚特兰大中华总会理事长,雅典
华人协会会长,雅典国际狮子会两任会长等。目前，黄教授担任全球玉山科技学会
(GMJAST)執行委员、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华人活动中心副董事长、中山学会常务委
员，北京中国食品科技学会(CIFST)食品技朮季刊编委会副主任委員。 

	

郭剑非, 辛辛那提 
筹委会和组委会顾问。理事会顾问 
Guo, Jianfei博士, 男, 生于 1963年, 1991年来到美国。现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
药学院药物经济学和药物流行病学终身正教授、公共卫生系健康研究中心研究员。曾

就职于美国药典委员会(USP)高级工程师、美国 Degge集团公司研究总监、中国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发改委。曾任美国全美华人教授科学家学会(SoCAPS)副会长、
辛辛那提分会会长, 中美药协(SAPA)理事。他还曾担任美国俄亥俄州州长亚裔事务顾
问，国际药物经济学和药效研究协会(ISPOR)亚洲部的主席，美国医药评价(ViHRI)编
辑，和美国药事管理研究编辑委员。他是比尔·盖茨基金会专家组成员。曾得到世界银
行，美国 FDA，美国国家统计局，芝加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北卡大学，加州大学
伯克利等特邀演讲。 

	

林继耕, 洛杉矶 
筹委会顾问。理事会顾问 
Lin, Jigeng博士，男，1987年来到美国。现为美国富国银行资深副总裁。毕业于华南
农业大学农经系，并获得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金融风险管理的研

究， 曾在美国运通，摩根大通，美国安泰银行等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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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灿, 旧金山 
筹委会顾问。理事会名誉理事 
Zhou, Jincan，男，1977 年上杭一中高中毕业后进入福建省羽毛球队。1984 进入中国
国家羽毛球队，两次获得汤姆斯杯世界冠军，三次亚洲冠军。国际级运动健将，三次

荣获国家体育荣誉奖章。1992 年福州大学财经学院毕业。1993在中国羽毛球队任副领
队，1996 任中国羽毛球队领队、中国羽协副秘书长。1998年到科罗拉多州为美国奥委
会工作多年。2014年搬到旧金山。目前从事中美体育文化交流和体育赛事推广并兼任
中国羽毛球协会市场开发委员会副主任。 

	

莫晓葵, 哥伦布, xiaokuimo@hotmail.com 
筹委会副主席。首届理事会副会长 
Mo, Xiaokui博士，女, 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而后留校任教三年。1994年赴
美，于 2002年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OSU) 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日前定居在俄亥
俄州哥伦布市，在 OSU医学院的生物统计中心担任科学研究员，为医学和科学研究提
供咨询服务，任期刊 Journal of Bioinformatics and Proteomics Review编辑。同时她也
在哥城中国歌友合唱团担任艺术总监，为华人社区作贡献。 

	

谢启桃, 华盛顿, qitao_xie@hotmail.com 
筹委会和组委会副主席。首届理事会副会长 
Xie, Qitao, 男，生于 1971年。1988年毕业于上杭一中，1993年中国科技大学毕业，
毕业后继续在中国科技大学读博士。1997年到美国留学。2000年从罗切斯特大学毕业
后开始从事软件开发 工作。现在 Endurance International Group 担任首席工程师。 

	

丘承, 纽约, qiucheng9966@126.com 
筹委会和组委会成员。理事，负责募捐和纽约分会工作 
Qiu, Cheng，男，1982年上杭一中毕业，福建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上杭物价委员会干
部。1992年弃职从商，1996年成立自己的第一家公司，2003年建立云南龙城房地产
公司经营至今。2012年全家移民美国，现居住在纽约长岛 Jericho, 职业商人, 爱好高尔
夫球。 

	

范峥, 达拉斯,   zhffan@gmail.com 
筹委会和组委会成员理事，负责财务和德州分会工作 
Fan, Zheng，男，1970年生，上杭县蓝溪镇人，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专家，拥有计算机
学士和工程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分配至广东省科
学技术委员会。1995年加入全球著名的瑞典通信巨头爱立信广州公司，1996年外派到
爱立信澳大利亚公司，在全球技术应急中心亚太区工作一年。1997年留学美国，同年
加入爱立信美国公司，在 SMU大学取得工程管理硕士学位。拥有在通信和计算机领
域的大型客户管理、项目管理、方案推广、技术开发集成以及支持等多方面的丰富经

验。 目前居住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都市区，在爱立信公司任资深经理。 

	

郭杰华, 圣地亚哥,  guojiehua@yahoo.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文秘工作 
Guo, Jiehua, 男，生于 1973年，1999年赴美，现任加州圣地亚哥高通公司
（Quclcomm）高级经理，负责智能手机产品管理。无偿为 Jewish Family Service San 
Diego组织提供服务，并任 Humanity Society San Diego组织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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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英, 温哥华, shellyxying@gmail.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公关与宣传 
Xiao, Ying, 女，生于 1966年，2010年来到加拿大温哥华。曾任职于上杭县团委、瑞
士诺华制药公司、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公司医药代表，区域经理。并于 2002年成立了
英荷商贸公司。  

	

陈开亮, 温哥华, kailiangc@gmail.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温哥华分会工作 
Chen, Kailiang，男，生于 1976年，2003年来到加拿大。现为北美精算师协会会员，
供职于 Eckler公司温哥华办事处，专注于风险管理、养老金估值和模拟分析。 

	

陈利图, 多伦多, lituchen@hotmail.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多伦多分会创建和成立仪式工作 
Chen, Litu，男，82年一中考上厦大计算机系软件专业，86入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科
技处工作，96移民加拿大，现在他和夫人都在丰业银行从事软件开发工作，育有 2男
1女，任加拿大龙岩同乡会副会长。 

	

陈玉銮 , 波士顿, yuluanc@yahoo.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波士顿分会工作 
Chen, Yu-Luan, 博士，男，生于 1965年，2000年来到美国（1995-1999年居于加拿
大）。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91年在南京工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2000年获得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波士顿 Sunovion制药公司高级总监。2012
年至 2014年期间曾任厦大北美校友会主席，现为厦大校友会委员。此外，还担任期刊
Chinese-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Communications and Editorial Board for scientific 
Journals 编辑。 

	

黄文栋, 洛杉矶, WHuang@coh.org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洛杉矶分会工作 
Huang, Wendong博士，男，生于 1969年，1995年来到美国。199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
生物科学与技术系，2000年获美国 UT M. 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博士学位，美国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博士后，现任美国加州希望城国家医学中心副教授。主要从
事核受体与肝脏再生和肝癌发生的分子机制的研究。	

	

雷日红, 旧金山, shirley_90@yahoo.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旧金山分会工作 
Lei, Rihong, 女，1988年来到美国。曾任惠普和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的测试工程师。
现在加州湾区经营一家双语托儿所。 

	

 
游俊标,  多伦多, youjunbiao@hotmail.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协助多伦多分会工作 
You, Junbiao, 男，89年天津科技大学毕业。96年移民加拿大，现在加拿大网络通信公
司从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任加拿大龙岩同乡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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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文，费城，zeng1999@yahoo.com 
筹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负责费城分会工作 
Zeng， Fanwen博士，男，生于 1966年，1983年高中毕业于上杭一中，同年就读于南
京大学化学系。92年来美留学。97年在伊利诺大学获化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于 99年加入陶氏化学公司的研发团队之今。定居费城。
曾担任华美化学会-三州分会会长，控释学会-消费和多元化产品主席。 

	

杨云强，旧金山湾区，y.yang@ieee.org 
筹委会成员， 
Yang，Yunqiang，博士，现居旧金山湾区。1997 年毕业于上杭一中，2001 年毕业于
浙江大学信电系，同年留学美国。2007 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大学电气电子工程系，获
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电磁场技术，微波系统，天线技术，和高频芯片封装领域的研发

工作。其主导研制或参与开发的技术和产品包括军用穿墙透视成像雷达，高性能电子

测量仪器，和信号完整性系统仿真方法等。先后就职于 Agilent (安捷伦 )，
Qualcomm(高通), Nvidia(英伟达)等业界领军企业。现任 Nvidia公司高级工程师，美国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高级会员（IEEE Senior Member）。  

	

江喜昌，多伦多，xichangj@hotmail.com  
筹委会成员， 
Jiang，Xichang, Canada CPA (Chartered Professional Accountant), CGA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现居住加拿大多伦多市。1989年明强中学高中毕业。1993年毕业于福州
大学涉外企业管理专业。1993年 7月至 2000年 10月, 先后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办公
室和综合服务中心工作。2000年 10月份与爱人一起移民加拿大。2003年毕业于
Seneca College。一直从事会计和财务管理工作。2008年获得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Certified General Accountant) 的称号。目前在多伦多一所私立专科学校 RAC Digital 
Arts College 担任财务负责人。专业领域包括会计通用准则，公司簿记，财务分析和评
估，企业风险管理， 加拿大税务和内部审计制度等。 

	

邱新倩, 华盛顿, poemqiu@gmail.com 
组委会成员。 提议为理事会助理，协助理事会工作 
Qiu, Xinqian, 女，02届一中校友，09年赴美留学，现在马里兰大学攻读“美国研究”
专业博士学位，热衷于美籍华裔文化保存和社区革新，并在工程学院国际交流处任留

学咨询导师。曾服务于多个校园社团和大华盛顿社区组织，任美华协会华府分会副主

席等职。 

	

黄昕, 华盛顿, xin.huang1987@gmail.com 
组委会成员，提议为理事会助理，协助理事会工作 
Huang, Xin, 男，2011年赴美留学，目前在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攻读生物博士，生物信息
学方向。曾在校研究生会担任财务部长一职，在系学生会担任主席。热衷客家文化，

尤其是语言和美食。期待为客家老乡们服务。 

 
注：  
 

1. 所有委员都是志愿为北美上杭联谊会的成立和发展作贡献和服务。 
 

2. 如有建议或疑问，欢迎联系梁瑞凤博士，电话 304 293 9348，邮件 rliang@wvu.edu,微信 
shanghanghakk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