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 2019 年理事会理事名单 

（2019年 9月 30 日） 

       
序号 校友会 理事 

 
序号 校友会 理事 

1 清华大学  何宇滔 
 

32 3H  张庆源 

2 北京大学 张柏苓 
 

3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国青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熊文胜 
 

34 北京师范大学 容跃 

4 大连理工大学 徐增斌 
 

35 天津师范大学  薇晓宝 

5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邱少怀 
 

36 黑龙江大学 赵斌 

6 华东理工大学 孙立清 
 

37 集美大学 张朗 

7 中山大学 孙军 
 

38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吴雨佳 

8 复旦大学 郦永刚 
 

39 宁波诺丁汉大学 许家宁 

9 浙江大学 孙旭东 
 

40 香港大学 陈钧铭 

10 山东大学 赵国庆 
 

4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吴英睿 

11 武汉大学 皮晓青 
 

42 西安交通大学 张鸣 

12 厦门大学 倪锋 
 

43 北京工商大学 李阳 

13 北京化工大学 罗坚康 
 

44 四川大学 史建民 

1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李先进 
 

45 南京理工大学 胡庆 

15 北京外国语大学 申春平 
 

46 苏州大学 王剑云 

16 温州医科大学 吴晓山 
 

47 南京农业大学 陈峥 

17 北京理工大学 何欣晏 
 

48 湖南大学 范如意 

18 华中科技大学 刘升明 
 

49 北京邮电大学 范   蓉 

19 南方医科大学 黄胜和 
 

50 南京师范大学 萧庆林 

20 吉林大学 高嘉辰 
 

51 山东财经大学 商红华 

21 同济大学 曲哲 
 

52 合肥工业大学 童卫星 

22 大连海事大学 邵冰心 
 

53 香港城市大学 麦翠洁 

23 天津大学 阚晶 
 

54 星海音乐学院 李惠琼 

24 电子科技大学 顾凌云 
 

55 南京大学 凌    云 

25 中国人民大学 苏子涵 
 

56 香港珠海学院 叶保东 

26 华东师范大学 华强 
 

57  山东科技大学 林照明  

27 中国民航大学 李兰 
 

58  东南大学 夏达  

28 哈尔滨工业大学 张峰 
 

59  重庆大学 李延甲  

29 兰州大学 刘愚鲁 
 

60  东北师范大学 申春平 

30 南开大学 温桂芃 
 

61  北京第二外语学院   李颖博 

31 中央财经大学 赵然 
 

62  北京第二外语大学 李芮 



2019年南加州中华高校校友会联盟执委会 
(2019年9月30日) 

 一、秘书处：  

1、徐增斌 大连理工 秘书长  

2、王剑云 苏州大学 副秘书长  

3、王连军 北师大 专员  

4、黄英 厦大 专员  

5、夏攀 中科大 专员  

6、姜洁琪 北师大 专员  

 

二、活动部：  

1、宋武红 山大部长  

2、陈峥 南京农大 副部长  

3、佟宏伟 清华 专员  

4、刘国根 北化 专员  

5、姜中乔 山大 专员  

6、陈若仪 清华 专员  

7、杜文更 清华 专员  

 

三、宣传部：  

1、朱滨 中科大 部长  

2、王春媛 北大 副部长 兼首席编辑  

3、王勉 华师大 副部长  

4、范靓 北理工 副部长  

5、黄心宇 大工 首席设计师  

6、赵国庆 山大 首席摄影师  

7、陆小华 广外 摄影师  

8、胡庆 南理工 摄影师  

9、陈静 中国民航大学 专员  

 

四、人才部：。  

1、曾洁 清华 部长  

2、王月 西安交大 副部长  

3、张峰 哈工大 专员  

4、魏斌 浙大 专员  

5、贺曦敏 清华 专员  

6、周荣国 中科大 专员  

7、麦翠洁 港城大 专员  

8、徐其进 北大 专员  

 

 



 

五、财务部：  

1、张健 人大 财务长  

2、吴英睿 中南财大 副财务长  

3、李阳 北京工商 专员  

 

六、法务部：  

1、华強 华东师范 部长  

2、刘莉莎 武大 法律顾问  

 

七、发展部：  

1、李兰 民航 部长  

2、何剑 北京师范大学 副部长  

3、殷明松 清华 专员  

4、王鑫 山大 专员  

5、张钢 浙江大学 专员  

6、何春林 浙大 专员  

7、刘国云 山大 专员  

8、张钧棠 广外 专员  

 

八、文娱部：  

1、何盈 清华 部长  

2、丁凌 浙大 副部长  

3、陈峥 南京农业大学 副部长  

4、阚晶 天大 专员  

 

九、体育部：设部长一名，专员若干。负责在联盟组织各种体育比赛和训练。  

1、陈泳 北大 部长  

2、丁伟 山东大学 专员  

3、王东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