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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各位湘雅海外校友, 您们好!  

 

 首先，趁羊年春

节之际，给大家拜年，祝

各位湘雅海外校友们在新

的一年幸福满满，家庭和

睦安康，儿女健康成长！ 

 我们大家身居海

外各地，是“湘雅” - 

特殊的两字, 将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

都曾经在湘雅（原湖南医学院，湖南医科大

学）学习或工作过, 2014年的湘雅百年华诞，

遍布海外各地的湘雅学子重回湘雅园一同欢聚

重温那段美好的岁月，并表达对母校的良好祝

愿。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论我们离开了多久, 

湘雅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另一个家。我们仍关心

学校的今天和明天，仍想知道我们过去的老

师, 同学或同事的近况...。 

 为了聆听湘雅海外校友的需求，本届

海外校友会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增进海外校友

的联系，团结更多校友，更好为校友服务”。

因原来通讯录的许多校友通讯地址已失效，我

们正着手重新整理湘雅海外校友通讯录。海外

校友会委托王绪善（80）校友为湘雅海外校友

通讯录总负责人，我们力求建成一个相对全

面、完整而有效的通讯录。 

 一个多月来，通讯录重新整理初具规

模，近六百湘雅海外校友参与了重新登记，我

们也发展了许多年级联络人。湘雅海外校友会

也成立了自己的湘雅海外校友微信群，目前微

信群中有260多名校友，许多年级也在通讯录

整理过程中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微信群，海外校

友间的交流促使多年、有的甚至是离开湘雅就

未曾相会过的校友们，有了相互交流联系的渠

道。通过微信群新的平台，大大促进了海外校

友们的相互交流，为海外校友会今后更好的为

广大海外校友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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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为了定期报道海外校友的情

况, 海外校友会成立了简报编辑部。今后海外校

友会简报编辑部还将会在各地区发展地区编辑人

员。简报将以报道海外校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近况为主,同时介绍一些湘雅的新闻和历史变

迁。 

 整理通讯录和出版简报将是一个长期的

工作, 需要许多志愿者, 如果您感兴趣, 请和我

们联系，联系地址在简报最后。我们也欢迎大家

提供校友活动和新闻, 同时也欢迎校友在简报上

发表作品。 

 湘雅海外校友会是为所有湘雅海外校友

服务的，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非政治性的独立

团体组织，该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其他组织和团

体。海外校友会是我们所有湘雅海外校友自己的

组织，也希望得到所有海外校友的支持和积极参

与。不管您是事业有成的著名科学家，医生，企

业家，发明家，社会活动家，还是默默无闻的普

通一员；是毕业多年的老校友，还是未毕业的小

字辈，您对我们校友会一样重要。任何意见和建

议都请及时反馈给我们，我们一定尽力给您满意

的答复。平等参与合作、彼此尊重谅解，共同分

享呈现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还是"湘雅”二字, 令我们心心相连, 

永远牵挂, 愿我们共同努力, 建设一个美丽的湘

雅海外家园！再次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我相信再大再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

来齐心协力，用广大湘雅海外校友的能力和智慧

就能战胜并且做好做成，不论是为我们校友还是

为湘雅母校。 

 最后，祝愿校友们新年快乐，吉祥如

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我们湘雅海外校

友会明天更美好！ 

 

湘雅海外校友会会长章利铭  

湘雅海外校友简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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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海外校友简报  

 我们原来有一个七百多人的通讯录，但是大部分仅

仅有email 地址而巳， 而且许多email 地址已无法送出。许

许多多的海外校友也没有在原来的通讯录中。为了加强与校

友之间的交流，我们有必要重新整理湘雅海外校友通讯录。

我们在整理通讯录时尽可能做到既保护隐私又促进校友交

流。校友的姓名（中文名字)，年级，email，电话及所在地

区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信息，这是我们收集校友信息的重

点。从元月中旬开始我们已通过微信和email反复发出了新

的通讯录登记表。大约六百海外校友已在新的通讯录上登

记，其中近四百人不在原来的通讯录中，是我们校友会的新

生力量。但是老通讯录中还有四百人的email 可以送出，但

却沒有在新的通讯录中登记，包括一些我们校友会的骨干和

老成员。我们诚恳地希望我们的骨干和老会员能为校友起带

头和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目前尚有相当一部分湘雅海外校友由于

这样或那样原因尚未在通讯录上登记，在此，我们海外校友

会想郑重声明:我们在美国是一注册的非盈利非政治性团

体，不隶属于任何其他组织和团体。我们收集完整校友通讯

地址仅想更好为校友服务。我们特在此就湘雅海外校友通讯

录的用途作如下声明: 1)，通讯录仅用于校友会与校友之间

和校友与校友之间交流。2)，通讯录中您的中文名和与湘雅

关联信息，例如年级，班级等，将会有可能与所有登记的湘

雅海外校友通过微信群，email 或其他形式进行交流和分

享。3)，您的email 地址和电话只有校友会主要负责人，您

们年级(本科, 研究生等）联络人，您的分会会长， 或城市区

域负责人有权知道，以便组织校友活动时及时与您联系。

4)，任何时候我们不会向您索取银行和信用卡有关的信息。 

 在通讯录整理完后，我们在将来的通讯中，我们同

时会附上三个功能：1)，登记：让没有登记的海外校友继续

登记。2)，退出：让已登记的校友有权选择退出。3)，寻

找：让巳登记的校友可登记寻找其他的校友。我们将通过

email 转达，但我们不直接提供被找校友的信息。   

 如果您在2015年元月十一日后没有填写过您的通讯

信息，诚恳地请求您花费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填写上您的准确

信息，以便我们能及时通过email寄给您湘雅海外校友简

报，同时也为您联系或寻找您的同学和朋友提供方便，我们

渴望得到您的大力支持。 如果您有困难完成填报，您可以用

email将您的信息（中文姓名/英文名/email地址/电话/城市/

州 ） 寄 给 我 们 ， 我 们 将 为 您 填 写 。 我 们 的

email: xyoaa.contact@gmail.com。假如您还有其它湘

雅海外校友的消息，也请为他们登记。如果您有您们年级或

班级通讯录，也请附贴一份给我们。您在通讯录中的信息可

能是您填报的，也有可能是来源于您的同学或您们年级或班

的通讯录。我们承诺您的信息只会用于校友之间的联络。     

 期待不久我们湘雅海外校友将有一个相对完整的通

讯录！ 

—王绪善 （80） 

湘雅海外校友通讯录重新整理的说明：  

《校友要闻》  

湘雅海外校友捐赠50万美元资助湘雅贫困学子

 为庆祝湘雅医学院百年华诞，湘雅海外校友会发

起“湘雅情、母校义”的校友募捐活动。湘雅海外校友会

成立专门的基金筹备委员会，由”湘雅海外校友会副会长

王波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为确保募捐活动进展顺利，湘雅

海外校友会和美国雅礼协会共同组建基金指导委员会，由

巢卫、周星光、章利铭、王波四位湘雅校友组成。 

 在基金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基金筹备委员会通过各

种途径进行了广泛宣传发动。2014年6月21日、8月16日、8月

27日，基金筹备委员在李铁罗、王京、谭建友三位校友的支持

下，先后在美国马里兰州、旧金山、纽约开展了三次大型募捐

活动。募捐活动得到了全球湘雅校友的踊跃响应，共有包括美

国、加拿大、英国、瑞典、中国大陆、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

的校友捐款，其中年龄最大的是湘雅校友1942级校友、年龄

最小是2009级在校大学生。截至10月18日，共筹集善款50万

美元。 

 这笔善款将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品学兼优的湘雅贫困

学子，每年发放5万美元。 

 湘雅海外校友会副会长、湘雅海外校友会基金筹备委

员会主席王波表示：“这是一份特殊的爱心传递，我们希望通

过这种‘传帮带’的形式，资助经济困难的湘雅学子完成学

业，来传承湘雅精神、回报母校。” 

mailto:xyoaa.contac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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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海外校友会历史介绍：  

 湘雅海外校友会（Xiangya Overseas Alumni Association, XYOAA ）是一个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注册

的一独立的非政治党派性，非盈利性由所有湘雅海外校友组成的志愿民间团体组织，于2002年7月20日在美国休

斯顿市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当时中南大学校长、副校长 、美国休斯顿市代市长、中国驻休斯顿总领

事馆副总领事及雅礼协会主席等出席了成立大会。目前在美国Ann Arbor (安娜堡),  Atlanta（ 亚特兰大）, 

Boston (波士顿), Chicago(芝加哥), Dallas(达拉斯),Houston(休斯顿), Los Angeles(洛杉矶),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New York（纽约），Pittsburgh（匹兹堡）, San Francisco（旧金山）, Washington, DC（华盛

顿）设立了分会。校友会目的旨在增强校友之间的友谊，促进湘雅海外校友及学者之间的信息教育交流和职业

发展；同时通过教育和科技交流支持湘雅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的发展和进步。校友会理事会为校友会最高执行

机构。第一届（2002年-2008年）名誉会长为温耀繁教授，会长为王亮教授；第二届（2009年-2011年）会长为

胡少华博士；第三届（2012年-2014年）会长为巢卫教授；第四届（2015年-2016年）会长为章利铭教授。 

  

自海外校友会成立以来，校友会积极参与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增进校友之间的友谊，帮助湘雅海外校友职业发展和增加校友会的凝聚力 

 

1. 各分会定期主办校友聚会；帮助校友解决医学教育的国际认证办理，指导新校友的学术生涯成长和

适应美国住院医生训练等; 

2. 设立了校友会网站： http://www.xyoaa.org 和微信群。 

3. 2012 年在休斯顿举办的校友会十周年庆典和 2014 年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庆祝湘雅百年华诞活动均

吸引各地校友前来参加，评选出 16 名优秀海外校友, 11 位优秀湘雅留美学生。 

4.评选出湘雅海外校友会自己的会徽，会徽由“湘雅红楼”（湘雅医学院），水波（海外）将湘雅校

友连在了一起。 

  

促进海外校友和海外院校与母校之间的联系，促进母校与国际接轨 

  

1.经常介绍和推荐优秀的海外校友及相关专业人士专程回母校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并推荐

了一批在学术上甚有造诣的海外校友为母校和国内相关学术刊物审阅稿件和撰写专文。利用 77 级毕

业 30 年之际，湘雅海外校友会与湘雅医学院共同举办湘雅里程碑医学国际学术会议，湘雅中美麻醉

国际论坛，湘雅医学模拟教育国际论坛及湘雅中美病理国际论坛。并形成常态机制。 

2.积极协助母校与多所美国医学院校达成培养医学生协议，接受湘雅八年制学生赴美学习两年。 

3.积极推动湘雅医院与国际接轨，建立了合作机制共建湘雅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成立湘雅海外校友会-雅礼协会（XYOAA-YCA）教育基金会：由湘雅海外校友共筹集 50 多万美元用于赞助就读

母校的优秀贫困学生，鼓励他们完成学业，促进医学事业的发展。 

 

积极参加校友会和各分会所在地的各种侨社活动： 如参与主办大型震灾募捐，促进政府代表团和母校代表团的

国际交流访问，参与所在地大型社会活动和为所在地侨胞医疗义诊。   

 

通过开展这些活动，湘雅海外校友会对内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对外的知名度、信誉度不断

提高。  

 

 （湘雅海外校友会前会长胡少华撰稿， 王亮，巢卫，章利铭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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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海外校友会历史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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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7月 20日湘雅海外校友会成立大会合照  

湘雅海外校友会成立十周年(2012) 

现会长章利铭 第二任会长胡少华 第一任会长王亮 第三任会长巢卫 



5  

湘雅海外校友简报说明：  

 
区，将是我永远的坚持。 

 简报的路将会有多宽、可走多远，完全仰仗于所

有校友的支持与参与。不管您多么平凡，只要您为我们提

出一个小小的意见、建议，告诉我们您最想在简报上看到

和读到什么，送给我们一幅小小的照片或画、一首短短的

诗歌或散文，或者鼓励还没有在通讯录上登记的校友登

记，您就为我们湘雅海外校友会和简报做出了贡献；您就

是我们尊敬的校友。让我们所有湘雅海外校友，从我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把我们湘雅海外校友会建

设成一个温馨又牢靠的家，把我们的简报创办成一个让校

友认识和分享的窗口！ 

— 王绪善 （80） 

 非常感谢所有校友，特别是各分会负责人近

两个月来给予的支持，是您们的大力支持使湘雅海外

校友简报首刊得以顺利出版。感谢各位副主编和编委

为简报内容的收集、整理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同

时也感谢章利铭会长的信任；特别感谢王宏骏在幕后

为简报和校友通讯录整理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他的

努力，我们无法走到今天。至于本人只是阴差阳错地

被推到了这个位置，我最适合的头衔是现在网络上的

流行词“小编”，而且是没有经验的小编。我只是把

您们送来的稿件原汁原味地编排在简报中。等简报走

上了正轨，我将马上退下回归简报策划和通讯录的整

理工作。为了使所有湘雅海外校友通过校友会、简报

和微信群等平台相互认识、增进交流，作为简报主

编，在简报的报道中注明校友的中文姓名、年级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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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四版面，《情系湘雅》：湘雅动态，海外校

友与湘雅交流新闻，湘雅历史交迁。我们将按我们海外

校友角度来报道。同时也定期专题介绍湘雅医学院的各

学院，医院，专业和系的发展近况，老教授们的近况以

及那些方面希望与海外合作，为湘雅和海外校友交流合

作创造一些机会。 

        第五版面，《我的班级》：这版面对大家来说

也许比较生疏，借鉴于西方大学校友期刊。我们将在这

版面列出各分会会长或召集人，各年级联络人及他们

的 email 地址，便于校友与他们的召集人或联络人联

系。为各分会和年级举办活动诸如校友聚会，周年团聚

提供发布消息的平台。同时也为所有校友在他或她所在

分会或年级下面发布他或她自己和家庭生活变迁有关的

简短消息（如结婚，子女升学，毕业.....，） 

        我们的简报将以图片为主，我们希望出现在照

片上的校友都能标明姓名和年级，这样才能拉近校友之

间的距离。所有校友的作品将会标明作者姓名和年级。 

 我们现暂定每三个月出版一期，以后再按校友

投稿、新闻来源等情况调整发行周期。在首刊中，因为

分会介绍，对校友会通讯录和简报说明占了一些篇幅，

所以这期比较长。以后我们将尽量控制篇幅。  

         简报为校友服务，校友为简报添彩。愿各位

的参与、投入使校友们相约、相见在简报！ 

 

湘雅海外校友简报编辑部 

 湘雅海外校友简报编辑组是由一群有热情但没

有经验的人组成。我们抱着一股边学边做的态度加入了

这个团队。希望所有校友积极支持我们的工作包括投稿

和提出意见、建议。也恳请有兴趣的校友加入我们的团

队。简报的唯一目的是服务湘雅海外校友，增进校友之

间了解和联系。我们将报道我们大多数校友感兴趣的题

材。初步设想下列版面： 

        第一版面，《校友要闻》：包括海外校友会新

闻发布，校友中的重要新闻。 

        第二版面，《分会报道》：我们将在前面几期

简单介绍各分会情况，包括分会发展的历程，校友构成

和范围，最好附上一、二张集体合影。我们还在这版

面，每期专题报道一、二个分会或地区。我们想通过专

题报道达到以下目的： 1）促进被报道分会或区域校友

之间的联系。2）促使当地校友加入到整个海外校友通

讯录中。3）促进整个海外校友对被报道分会或区域校

友的了解，让被报道校友以他们喜欢的方式呈现在所有

校友面前。4）同时我们也将编辑一些被报道区域的人

文特色，展示给校友们，增进校友对美国文化的更多了

解。这部分因文字较多，有些校友不会太感兴趣，我们

将把它放在简报的最后。 

        第三版面，《校友生活-浪花点点》：这将是简

报的重心。报道校友在海外的学习、工作、生活方方面

面的题材。诗歌、摄影、绘画等文学艺术作品；同时也

报道普通的大众生活题材像宠物，种菜，烹调......，

达到雅俗共赏的需求，同时也为每个校友提供展示自己

的机会。这版面也许会随时间的推移，发展成为许多小

主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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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雅海外校友会于 2002年 7月 20日在美国

休斯顿市正式宣告成立，作为有近千人湘雅海外校

友团体组织，我们不光要有我们团体的章程

（bylaws），我们也应有我们的会徽。为庆祝即将召

开的湘雅海外校友

会成立十周年庆典

之际，校友会决定

由湘雅海外校友会

校友事务委员会赵

明医师 (San An-

tonio, TX), 湘雅

海外校友会常务副

会长章利铭教授 

( P i t t s b u r g h , 

PA),和湘雅海外校

友会会长巢卫教授 

(Boston, MA)负责

组织湘雅海外校友

会新会徽的产生。 

 海 外 校 友

们对新会徽的设计

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组委会三个月里共收到的 11 份新

会徽的精美设计投稿，组委会最后决定通过以设计者

匿名方式，根据会徽的外观和含义由湘雅海外校友会

理事会成员共同投票选出。最后胜出的是湘雅 80 级的

刘合玲校友，我们对

设计者所作的精彩工

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对参与设计的

其他投稿者所付出的

宝贵时间和精力表示

诚挚的谢意。                                              

 这里附上选

出的湘雅海外校友会

新会徽及其说明供大

家参考。我们希望不

仅大家能够喜欢这个

会徽，也请常把我们

的母校放在心里，继

续为我海外校友会做

出贡献。    

 

 

湘雅海外校友会新会徽的产生: 

《校友要闻》  

祝贺 91 级校友冯武威教授获得 2015 年国际中风年会的中风康复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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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华府湘雅校友会简介: 

美国大华府湘雅校友会, 原名美国大

华府地区湖南医科大学校友会, 它成

立于2003年9月20日马里兰州蒙哥马

利郡黑山公园。 经诸位校友协议，一

致通过湖南医科大学校友会筹委会所

拟定的大华府地区湖南医科大学校友

会纲领和章程，并推举刘建湘为第一

届校友会会长，罗盛原为副会长，廖伟

为财务长。并在当时的大华府媒体上

宣布了“大华府湖南医科大学校友

会”的正式成立。至 2005 年 1月 1 日

会长连任，并增加了理事会成员李铁

罗，高明，刘安国，张玲。翌年，罗盛

原校友继任为第二任会长。由罗会长, 

理事会成员李铁罗等提议，大华府湖

南医科大学校友会于2012年7月25日

并入湘雅海外校友会 (XYOAA) 并更

名为大华府湘雅校友会。2013年 12 月

29 日李铁罗校友当选为第三任会长, 

并成立了由廖伟，张斗，刘安国，李珍

生，刘庆丰，徐磊组成的第三届理事

会。作为东道主，协助湘雅海外校友会

于2014年6月21日成功举办为庆祝母

校建校100周年＂百年湘雅，海外传人

＂庆祝活动。十余年来，大华府湘雅校

友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凝聚了许多

校友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每届理

事会都是团结向上的集体，通过他们

的努力，使大华府地区湘雅校友会成

为大华府百余湘雅学人的可以依赖的

组织，也是湘雅学人连接母校的桥

梁。—李铁罗(78) 

从左至右： 

徐 磊 87， 

刘庆丰 80，

廖 伟 87，

刘建湘 78，

李珍生 90，

李铁罗 78，

刘安国 85，

刘振启 78。 

 在介绍各个分会时，我们不管分会的大

小、成立时间的长短或所在的地区位置, 都一视 

同仁。我们在介绍时只考虑版面空间的利用， 

报道的前后次序与分会的份量没有一点关系。 

所有的分会对整个湘雅海外校友会具有同等的重

要性。因亚特兰大、芝加哥和新奥尔良分会的介

绍资料还没到位，将留在下一期介绍。南加州分

会被选为这一期的分会专题介绍，是因为他们最

先接受了我们的提议。非常感谢龚晖会长和我们湘

雅海外校友会创会会长王亮的大力支持，为我们的

专题介绍特别举行聚会。以后我们将按提供资料的

先后顺序，专题报道各分会，希望大家大力支持。

介绍校友时，因时间仓促我们也许会标错姓名、年

级、地区等等信息，特别是一些老照片，我们无法

找到所有人的信息。请您们谅解并告之我们，我们

将加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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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雅海外校友会匹兹堡分会（XYOAA-Pittsburgh 

Chapter）成立于 2002年 7 月 27 日，是随着 2002 年 7 月

20 日在美国休斯顿市举行湘雅海外校友会总会成立大会

后立即成立的首个分会。当时中南大学副校长胡铁辉、副

校长兼湘雅医学院院长田勇泉、中南大学校长助理杨福

林、中国驻美华盛顿大使馆冀参赞等出席了匹兹堡的成立

大会。第一届匹兹堡湘雅校友会理事会组成人员有：会长

章利铭，秘书长张欣（现为湘雅医学院副院长），副会长

刘玉林，财务长陶虹，宣传刘向红，其他成员有：朱崇

学，鲁尔雄，严军，唐子略，邓采菽。由于时间的变迁和

人员的变动，2011年底匹兹堡湘雅校友会产生了新的理事

会成员：会长刘玉林，副会长朱崇学，秘书长赵学军，财

务长陶虹，其他成员有严军，陈丰原，王银娜，章利铭

（兼校友总会常务副会长和会长）。 

 自海外校友会匹兹堡分会成立以来，湘

雅海外的校友们在校友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与

了许多当地有益的工作，如积极主办校友聚会增

进校友间的友谊，支持所在地的各种社团活动，

组织汶川地震募捐并成功帮当地建起了一所以匹

兹堡命名的小学；尽管匹兹堡常被冠以“钢铁之

都”和“桥梁之城”的名号，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和医学中心也是美国著名医学院校之一，特别是

在器官移植，医学科研，模拟训练和医疗信息方

面在美走在了前列。校友会充分利用匹兹堡当地

优势，积极促进母校与匹兹堡医学院和医学中心

的各种层次的交流，包括 1）湘雅八年制医学生

最后两年的科研培训； 2）医学专业人员的学术

交流和科研合作;模拟技能中心的建设； 3）院

校高层访问:中南大学湘雅高级代表团二次访问美国匹兹堡

大学医学院；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湘雅医院孙虹院长，三

院陈方平院长罗爱静书记均访问看望在匹兹堡的湘雅医学生

和学者。请点看详细内容。 4）院校交流和合作:中南大学

湘雅大数据代表团访问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和医学院，

请点看详细内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医

学中心 UPMC 签约合作建设湘雅医院国际医疗部，请点击这

里；同时湘雅医院并派遣国际医疗部 12 人团队赴美国 UPMC

学习世界一流的医院管理经验 。  

 我们希望通过整合湘雅海外校友的力量，对内的产

生凝聚力，互帮互助；对外产生辐射力，不断增加湘雅品牌

的知名度，为湘雅早日与国际接轨，为湘雅另一百年的崛起

和腾飞而努力。—章利铭 (80） 

匹兹堡湘雅校友会-首个湘雅海外校友会分会: 

匹兹堡分会首届董事会成员与中南湘雅代表团合影 

前排(左到右): 王福林，

田勇泉，冀参赞，胡铁

辉，章利铭(80)，刘玉林

(79);  

后排(左到右): 陶虹

(81)，朱崇学(79)，鲁尔

雄(胸外)，严军(87)，张

欣(86)，唐子略(81)，邓

采菽(81)，刘向红（校

刊） 

http://www.xyoaa.org/news-events/%E4%B8%AD%E5%8D%97%E5%A4%A7%E5%AD%A6%E6%B9%98%E9%9B%85%E9%AB%98%E7%BA%A7%E4%BB%A3%E8%A1%A8%E5%9B%A2%E4%BA%8C%E6%AC%A1%E8%AE%BF%E9%97%AE%E7%BE%8E%E5%9B%BD%E5%8C%B9%E5%85%B9%E5%A0%A1%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9%99%25
http://www.xyoaa.org/news-events/%E4%B8%AD%E5%8D%97%E5%A4%A7%E5%AD%A6%E6%B9%98%E9%9B%85%E5%A4%A7%E6%95%B0%E6%8D%AE%E4%BB%A3%E8%A1%A8%E5%9B%A2%E8%AE%BF%E9%97%AE%E7%BE%8E%E5%9B%BD%E5%8C%B9%E5%85%B9%E5%A0%A1%E5%A4%A7%E5%AD%A6%E5%8C%BB%E5%AD%A6%E4%B8%AD%E5%BF%25
http://www.xyoaa.org/news-events/
http://www.xiangya.com.cn/web/Content.aspx?chn=284&id=25296
http://www.xiangya.com.cn/web/Content.aspx?chn=284&id=2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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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湘雅校友会-首个湘雅海外校友会分会: 

匹兹堡湘雅校友 2015年新年聚会后部分集体照 

前排（从左至右）：石凌云， 张洁明（07）， 赵昱奕（07）， 张海岳（07）， 陈启微（08），周一（08），黎暾亮（08）， 王

禹诺（08）， 宋泽文（07）， 李进（97） 

中排（从左至右）： 陶虹（81）， 王双林， 赵学军（81）， 朱崇学（79）， 章利铭（80）， 陈丰原（80）， 胡晓萍（86）， 

刘玉林（79）， 陈希希， 代杨， 李友军 

后排（从左至右）： 李卫（08）， 王洁如（85）， 武超（07）， 张晓莉（08）， 曾费天之（08）， 郏娇盈（07）， 袁度

（07）， 羊瑗苑（08）， 邱萍，  陆劼（81）， 王银娜（77）， Frank Li， 李杰华（08） ，林佳代， 刘晔（81）， 李惠华

（96）， 俞燕（87）， 胡剑（95）， 张柯（96）， 曹宇（92）， 肖丽（95），  康睿，  谢阳春（11）， 唐道林（02 研） 

达拉斯湘雅校友会 （达福分会）: 

湘雅海外校友会达福分会（XYOAA-

DFW  chapter)于 2004 年在达拉斯成立。会

长王波，副会长刘江平/周卫国，财务于

一洋。该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参加总会的

各种活动，联系帮助本地区内外的校友，

服务校友，迎来送往。同时众多校友在各

个层次方向上服务母校，服务家乡湖南的

医疗卫生事业。在总会的各次庆祝活动及

为有需要的病困校友捐款活动中都有积极

贡献。最近在 xyoaa-YCA scholarship 的活动

中，本分会的众多校友踴跃出力出资，爱

心可嘉。在本地区以内也经常开展各种聚

会野餐会等联谊活动，是一个团结愉快的

集体。—王波（80）  

前排左起：彭莉（刘江平夫人），于一洋（77），严晓（85 研），周锦春（79) 鲁

晓晖（80），杨艳（92） 

后排左起：刘江平（78），王鲁 ， 王波（80）罗卉（91），王建強（79）徐涛（84）

李林峰（83），石洁明， 李斌（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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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湘雅校友会简介 

前排：马美辉（78，左一）、谈海英（83研，左二）、张保军（前书记，左四 ）、孙振球（前院长，左五）、贺晓钢（78，左七）、张

鸥（00，左八） 

中排：张衡敏（81，左一）、刘慧（92，左二）、石焜（09，左五）、朱旭萍（83，左六）、唐湘娜（88，左七）、施家琦（88，左

八）、杨波（88，左九）、李斌 （左十）、皮修军（80，左十一） 

后排：张子曙（83，左一）、黄志严（79，左二）、陈霞（81，左三）、李也鹏（94，左五）、陈一舫（78，左八）、谭师宇（79，左

九）、孙平（91，左十） 

从左至右： 
前排： 
石焜（09）、唐湘娜（88）、陈  霞（81） 

后排： 
杨波（88）、陈一舫（78）、黄志严（79）、谭师宇（79） 

 密西根湘雅校友会（Michigan Xiangya Alumni 

Association, MXAA）于2012年10月6日正式成立，成为了湘

雅海外校友会 (XYOAA)诸多分会中的一员。校友会的成立，

得益于多位热心的校友精诚合作。 由陈一舫、黄志严、杨

波，谭师宇, 贺晓钢（雪笠）等提议，得到了诸多校友的积

极回应。为了筹备成立大会，大家慷慨解囊，各尽其能：校

友联络、广告刊登、会徽设计……在整个组建过程中，大家

尽显了“化作新泥更护花”的奉献精神和湘雅人的认真执

着。共有28位校友及其亲友参加了简朴而隆重成立大会。会

上选出了首届委员会，讨论了办会的宗旨、章程及活动形

式。陈一舫(会长)、杨波（副会长）、黄志严（财务

委员）、谭师宇、陈霞、唐湘娜、石焜（秘书）等七

位校友承担了首届委员会的任务，共同为大家效力。

原中南大学张保军书记、原湘雅医学院孙振球书记出

席了成立大会并先后在会上致词。密西根湘雅校友会

自成立以来不断致力于校友校际间的交往增进，互帮

互学，流通信息，以扩大湘雅影响，弘扬湘雅精神。

在密西根大学陈育庆教授的不懈地努力下，建立了湘

雅医学院八年制医学生赴密西根大学交流项目，首批5

名同学已经顺利地在密西根大学开始了为期2年的生活

和工作；多位校友为这些新来的同学提供了工作上的

指导和生活上的便利。陈一舫、贺晓钢校友夫妇20多

年间从未间断为母校图书馆捐赠原版图书期刊，等

等。密西根湘雅校友会希望成为校友们在美国的活动

之家，母校与校友之间的沟通桥梁，为湘雅的学术、

临床、科研发展群策群力，共同进步！ 

— 陈一舫 （78），石焜 （09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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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湘雅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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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湘雅校友会的历史可

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朱院山和当时在 Cornell, 

Rockefeller and MSKCC 的校

友发起，并组织包括新泽

西在内的大纽约地区的湖

医校友开展活动，举办联

谊聚会，并为国内校友在

纽约地区的交流提供平台

和支持。目前人数比较多

的主要是七八级，其次七

九级。做为新的领导，七

八级王湘兵医生最近投入

很多精力和时间，纽约湘

雅校友分会将会更上一个

台阶， 并热切希望年轻的

校友和我们联系以补充新

鲜力量。—谭建友 

联系人：谭建友（80）917

-930-3097 

前排： 祖向伟 (左一, 78) ，范辉宙 (左二, 78) ，王湘兵 (左三, 78) ，谢林军 (左四, 78) , 符铁波 (左五, 78) ，王亮(左

六, 77), 朱院三(左七, 77), 

二排： 谭建友(左三, 80), 刘钟淑(左六, 前辈老师), 曹平(左七, 前辈老师), 朱敬章(左八, 前辈老师 )， 黄时燕(左九, 前

辈老师 ) 

三排： 金杰, 游学科(左二, 90研),  郭敏(左三, 77),  夏锦如(左五, 78),  韩建辉(左六, 前辈老师),  熊小玲(左七，78), 刘

纯(左八, 79), 肖湘丽(左九, 79 ), 梁晓珊(左十, 79), 蔡力群（左十一，77）， 李访亲(左十二, 77)  

后排： 陈新乾(左一)， 闫增民(左二, 79),  罗向农(左三, 77), 唐植春(左四, 78),  彭力(左五, 78),  孙新来(左七, 79),  张

晓霞(左八, 79),  刘和(左九,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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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顿湘雅校友会 

 湘雅海外校友会是在 2002年 10 月在休士顿成立

和注册的。尽管这是一个代表全美的校友会， 因为总部

设在休士顿以及前两任校友会会长和名誉会长： 胡少华

（79级)，王亮（77级）和温耀凡（前湘雅医院院长），

当时都在休士顿工作和生活， 休士顿的校友们也就有了

一个领导团队带领和组织了很多的联谊活动。  几年

来， 得益于休士顿的世界闻名的医疗中心以及国内母校

的不断开放和发展， 当地的校友队伍不断扩大成长。 

每年，有很多来自湘雅的学子在这里继续深造和进修， 

校友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相互认识， 交流和帮助的平

台。 几年来， 休士顿的湘雅校友会也接待了很多来自

母校的领导。 他们率团来这里考察， 交流和签订合作

项目，校友会常常负责或参与接待工作， 为他们的访问

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 也为当地校友和来自母校的老

师和院校领导进行交流提供了方便。  数年来，逢年过

节， 校友会也组织了很多联欢活动， 如在春节，和当

地的湖南老乡一起，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校友们积极

参与， 获得很好的反响， 这些活动极大的丰富和娱乐

了校友们的业余生活。 2012 年 11月 17日， 在现任会

长陶翔（80级）的组织和策划下，在众多的当地校友的

协助下， 休士顿湘雅校友会成功的举办了湘雅海外校

友会成立 10周年的庆祝活动。 来自母校的校领导， 医

学院领导， 3个附属医院及肿瘤医院的院长莅临了大

会， 来自全美的 1百多名校友也前来共襄盛举。  大会

白天进行了校友的学术报告和讨论， 湘雅领导也做了

关于湘雅和其附属医院的情况和发展的介绍。 晚上来

自国内和海外的湘雅人欢聚一团，欣赏了当地校友安排

的歌舞晚会， 大家欢歌笑语， 同饮一杯酒， 共同祝

愿校友会和母校的美好未来。  回首过去， 我们对校

友会的发展和成绩感到骄傲和欣慰， 展望未来， 我们

充满憧憬， 相信休士顿的校友会在各位校友的积极参

与下一定能更加成长壮大，更好的造福于我们的校友。 

—李异宁（80）， 陶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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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湘雅校友会 

校友介绍 - 北加州王京会长              

三年前的夏日，我第一次参加了由北加州校

友会举办的年度烧烤野歺。有幸见到了当时

为副会长的 77 级的王京学长，他温文儒雅，

谦恭诚恳，尊老扶幼的风度，给人留下深刻

的印象。校友们问寒问暖，互通有无，共享

美食，一同聆听王京会长精练，幽默，亲切

的发言，气氛十分热烈。聚会后校友们共举

湘雅大旗留影，留下这割不断理还乱之浓浓

校友乡情。身为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的王

京学长，和当年的老会长王敬雄教授及各位

长年为校友服务的理事们一道，除了操办每

年的春节联欢会，学术交流会，和夏日烧烤

野歺会，他还尽心尽力，关心老校友，扶持

新校友，迎送母校贵宾，联谊当地校友情谊。

当问到他为什么花这么多心血操持着这个

谋不到一毛钱的差事时，接地气的他用带有

长沙乡音的普通话说：“为了把大家粘起来”。王京学长在去年十月份，从老会长王敬雄教授手中接过接力捧后，信心满

满，力承发扬湘雅之光大，尽挽学友之情谊。他说湾区硅谷人才济济，医学商研，藏龙卧虎。更不用提腊肉之制作，土鸡

之饲养，摄影绘画之风彩，他希望大家群策群力，把湘雅这面大旗更高更牢滴扎在北加州这片倚山傍湾的富饶美丽之

地！— 王超嵩 (80) 

二月八日下午，北加湘雅校友会王京会

长，为联络校友之谊，促进学术交流之

风，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召开新春学术茶

话会。十多位老中青湘雅学子会聚一堂，

喝龙井，品小吃，互相介绍自已的生活工

作和湘雅情结。王超嵩校友介绍了小儿精

神科在美的培训过程，工作性质，及常见

病的诊断和治疗。车琦肾病专家医生作了

有关肾病的专题演讲和肾衰的最新治疗。 

王京会长激动的回忆了不少湘雅校友优良

传统和事迹，特别是当年在北京时参加张

孝骞老前辈组办的校友会的趣事。施老教

授讲述了他在湘雅的历程以及在美创业的

传奇故事。 会上有问有答，互相讨论，

气氛十分活跃。会中喜见窗外彩虹斜挂，

会后高举湘雅大旗留影，度过了一个愉

快，轻松，难忘，清廉，而有意义的茶话

会。特此感谢陈联松医生从加州中部冒雨

长途前来参会，摄拍，分享。 

— 王京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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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 

王恬（01） ,  汪芹（01） ,  刘洋（87） ,  张景伟

（05） ,  杜勋湘（77） ,  徐思民（81），  陈联松

（80/81）  

前排左起：  

彭巧玲（79），莫红梅（79），  王京（77） ,  

施作榕（50），  姚小明 （85)，车琦(85)，  王

超嵩(80)   

北加州校友 2014 年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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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湘雅校友会： 

 将近 80 名校友生活居住在波士顿地区。 波

士顿有许多全美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 包括哈佛大

学及哈佛医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波士

顿学院，塔夫斯大学等。 正是由于波士顿在教育， 科

研， 医疗及生物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许多湘雅校

友，博士后及学生来到这个著名的城市学习和工作。 

 多年来，波士顿校友接待了许多来波士顿参

观学习的湘雅领导，教职员工及国内校友，对湘雅的

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最近，波士顿校友还为

湘雅海外校友会－雅礼协会湘雅学生奖学金慷慨解

囊。在这里，特别感谢：钱长庚、 左政发、袁志民、

黄茵茵、谷峰、海华、李韵平、杨卫星、巢卫、刘合

玲、朱少纯、陈素描、符益能、李湘平、杨寅科、凌

虹 及其他为 XYOAA 波士顿分会的发展贡献自己力

量的校友们。 

—巢卫（77),李韵平(77) 

联系人：谷峰: frankgu.410@gmail.com;  

        巢卫: wchao@mgh.harvard.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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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湘雅校友会专题报道：  

2015 年 2 月 1 日，南加州湘雅校友分会在洛杉矶

正式成立。在洛杉矶、圣地亚哥、尔湾等地工作

的校友及其家属欢聚一堂，共庆新春，并推举南

加州大学 Keck 医学中心神经内科专家、原 86 级

英语医学班校友龚晖为会长。原湘雅海外校友会

第一任会长王亮到会祝贺并指导工作，在匹兹堡

学习的 07、08 级 8 年制学生也前来助兴。据了

解，出席此次盛会的南加州校友多在当地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少部分在科研机

构从事基础研究，还有部分在大公司任职。聚会

现场，各位校友感恩母校教育之恩，追忆昔日校

园青春时光，畅谈今日工作生活家庭幸福，祝愿

母校未来更美好。 - 龚晖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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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合影  

全体女士们合影  全体男士们合影  

从左至右：付新庭 (79),曾文琦 (84),涂晓 

(82), 周新宇 (86 英医),张冠芳 (77), 韩丽文 

(87), 温腾远 (86), 吴学杰 (82).  

《分会报道》  

From Goog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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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金晓亭 (02), 綦建新 (82研), 葛鸣 (1 研), 

前排女孩（夏梦小女儿）夏梦女儿,  夏梦 (93七年), 

刘丽 (82), 邓泽民 (82研), 陈永恒 (93七年).  

前排: 任思颖 (12博),  卢璨  (07八年）, 李静泊 (07八年），

李卫 （08八年）。   

后排:   王睿哲 (07八年），;李钐 (07八年），张剑峰 (07八

年），张扬 (07八年）， 胡衍 （05）， 宋泽文 (07八年）。.  

从左至右：陈远光 （85）， 张凌云 （95），孙炜丽 （90），王

亮 （77），龚晖 （86 英医），史迪夫(龚晖先生)， 朱新峰(谢

爱珠先生)， 谢爱珠 （83）， 佟丽莉 （77级）。  

王亮（老会长）龚晖（新会长）  

《分会报道》  

南加州湘雅校友会专题报道：  



17  

《校友生活 - 浪花点点 》  

PAGE 17 

湘雅海外校友简报  

《青玉案：春节》 

- 陈孝光（80-6） 

 

东风一夜销冰冻 

腊梅绽、桃犹梦 

惊梦晓窗黄鸟诵 

草翻新绿，嫩芽初送，大地

春萌动 

 

春归年到千村弄 

结彩张灯在门洞 

入夜凭栏疑是梦 

一川银汉，满城龙凤，鞭炮

烟花重 

 

《虞美人：腊梅新春》 

- 陈孝光（80-6） 

 

漫长冬夜冰霜峭 

败叶枯枝掉 

衰草秃树舞风寒 

惟见腊梅傲雪萼新弹 

 

四時物序悄然换 

春到梅飘散 

落红余韵共东风 

吹彻一声子夜换年钟 

圣城春晚总导  

- 赵明（77） 

2015 圣城华人春晚剪辑 

《望月》 

欣赏请点击上面链接 

李家贤（78研） 

瑞雪新阳 (丙烯) - 肖湘丽 (79-1)

《羊年春节》 

- 陈孝光（80-6） 

 

八骏欢腾去 

三羊开泰来 

乾坤荡喜气 

五岳舞欢霭 

火树银花放 

金桥铁锁开 

人天共与庆 

春到梨花白 

《立春》 

- 李家贤（78 研） 

于二零一五年二月立春日 

 

      寒风肆凌冽, 

      晨霜复䋈被。 

      百花藏新蕾, 

      独见报春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anASaTwZ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5aW6S3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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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ed Wildlife Refuge:这些大鸟越过高山，穿

过丛林，跨过湖泊，飞过沙漠，翱翔万里，来

这儿过冬。它们忘了旅途的疲惫，打着呼哨，

跳着芭蕾，在这个它们冬天的家里慢悠悠的嬉

戏玩耍。据说这儿有超过一万五千只的沙丘

鹤，还有数万只的雪雁。听云间之鹤唳，看水

中之霞飞，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秋日！  By 张

灵 （83-护） 

   逮着了（摄影）- 李珍生（90） 

曹林海（81）  

【几度】 

- 陈联松（80/81） 

 

风引我来到一处废墟 

两三棵旧树 

一两间废弃的矮屋 

长年虚空的邮箱 

前院荒草及膝 

败落的场景 

恰如失落的记忆 

 

时光几度 

敌不过黄昏一次漂洗 

上一封家书遥远如前世 

假如 

今夜月色如衣 

会不会随风披上 

应声而起 

 

欲锁锁不住 

无垠的风 

黄昏遗梦 

残存满天印迹 

 

7/20/2014@牡丹村 

《七律：大寒》 

- 陈孝光（80-6） 

   

三百黄经冬日短 

神州冽冽朔风凄 

玉龙鳞甲漫天舞 

蜡象银蛇五岳驱 

虫匿鱼潜千径寂 

梅煊鹰唳万流低 

幽幽壳下将孵客 

勇跃新春雪后泥 

陈联松（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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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喜悦和满足。还有多位校友带来了精心准备的菜肴，组

成了一道丰盛的筵席，有蒸煮有爆炒有凉拌有甜点，可谓

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吃得满足，玩得更开心。现

场不仅有扑克牌、KTV，还有别开生面的家庭游戏。在陶

虹老师的精心准备、王双林老师的风趣主持下，在场的老

师、学生和小朋友们纷纷积极参与，进行了一系列热闹有

趣的比赛活动。章利铭和陶虹老师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在“你表演我来猜”中一举拔得头筹；在“两人三足运乒

乓球”比赛中，小朋友们纷纷和自己的家长组队，亲子互

动，比赛的同时也其乐融融；“古诗抢答”笑料不断，欢

笑和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将聚会的气氛推上了高潮。 

 夜色渐浓，大家依然沉浸在欢声笑语中不愿散

场。在这个没有爆竹的春节，却有欢乐和热情依旧。一个

特殊的节日，一场难忘的聚会，一起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 张洁明 （07八年）  

 美国东部时间 2015 年 2 月 14 日，这一天既

是浪漫的情人节，又即将迎来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春节。当天下午，在王银娜、陶虹，赵学军等多位老

师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匹兹堡的湘雅校友们欢聚一

堂，度过了一个热闹的春节。前来参加聚会的有在匹兹

堡工作的湘雅海外校友，以及在匹兹堡交流的湘雅教职

员工和湘雅八年制医学生，共计五十余人。 

 当外面寒风凛冽、飞雪漫天，聚会地点 Forest 

Oaks Community Center  里面则正是灯火通明，暖意袭

人，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湘雅海外校友会会长章利铭教

授，匹兹堡分会会长刘玉林教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刚从国内回来的千人计划获得者中南大学药

学院院长陈丰原教授也随夫人赶来了聚会；大家齐上阵

包饺子，和面、擀饺子皮、包饺子，分工明确，忙的不

亦乐乎。吃着刚出锅热气腾腾的饺子，每个人心里都分

匹兹堡湘雅校友欢聚迎新春 

湘雅海外校友会会长章利铭主持  湘雅匹兹堡分会长刘玉林致欢迎词  

湘雅八年制在匹兹堡大学医学院学习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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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兹堡湘雅校友 

王双林主持娱乐节目  情人节的表演  

匹兹堡湘雅校友欢聚迎新春: 

岁月蹉跎，光阴荏苒。时光列车带着我又经历了一回春花、夏云、秋月和

冬雪。看, 江河湖泊冰封，大地一片苍茫；渺，万里蓝天白云，千山暮

雪。大美北国风光！恋，故国故乡万梅吐蕊绽放，春风细雨绵绵，生机显

现。又是新春佳节。这是我在异国他乡第二十六个此时。欣喜但巨思乡！ 

我在旷野里拍摄加拿大冬天冰清玉洁的美景。我在壁炉旁弹奏节日悠扬圣

洁的欢歌。我在窗前书写，文字里流淌着心念，字里行间洋溢着情谊。我

要写流年的传奇和诗篇；写新春的祝福和来年的期盼。抓住这喜庆和良辰

美景，编一张温馨的佳节贺卡。祝校友们及家人羊年快乐、幸福和安康！- 

欧阳楚华 （78）  

 

摄影:  

寒春暮光 

渥太华 

–欧阳楚华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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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焙鱼 — 陈和年（80）Tampa 

湖南剁椒 — 王绪善（80）Indiana  

战利品 — 李林峰（83）达拉斯  

红红火火 — 李玲璘（79）Indiana 

湖南腊肉 - 邓采菽 

（81-8/北加州）： 

湖南人喜欢吃腊肉。记

得小时候家里穷没有肉

吃，过年时母亲总是熏

几块肉留着以后吃。经

过烟熏那肉皮显得金黄

金黄的，而那肥肉则变

得透亮，吃的时候其味

道真是无法用言语形

容。来美国时偷偷的在

行李中夹两块，冒着被

抓被罚的风险带来以满

足那童年的回忆与坚硬

的湖南胃。时间长了吃

的欲望占了上风，去中

国店买，其味道根本无

法与家乡腊肉相比，灵

机一动，何不自己做

呢？中国人上天都能还

怕不会做腊肉？于是买

好行头与必须材料就行

动了，效果还真不错，

地道！最近在一个开屠

宰场的朋友处买了几十

斤带皮五花猪肉，牛

肉，猪头肉及 50 来只

猪耳朵，部分猪肉已经

熏完，请见图为证，其

他的得陆续地做。下班

后每天看着那熏炉，时

不时加点燃料，整个人

就象是一块被熏过的腊

肉，漂着腊香，只不过

没人吃罢了。欢迎喜爱

吃腊肉的朋友来品尝并

交流心得。 

 

想吃腊肉的，请从这里

批发：
xyoaanews@gmail.co

m  

—编者按 

“岚岚”腊肉店 — 彭岚（87）达拉斯  

防狗秀珍菜地—胡沅（80）南加州 

 腊肉作坊 — 邓采菽（81）北加州  

 “子略”鸡场—唐子略（81）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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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学院，湖南医科大学）

创办于1914年，是我国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医学院。学院

素来治学严谨，造就了汤飞凡、张孝骞、谢少文、李振

翩等一大批海内外有影响的医学专家。曾享有“南湘

雅、北协和”之盛誉。1992年，国家邮政部首次发行4枚

科学家邮票，其中就有2枚是湘雅毕业生汤飞凡、张孝

骞。 

    学院占地面积1200亩，建筑面积77万平方米(不含老

校区和附属医院)，拥有固定资产总值近20亿元，南望岳

麓，东临湘江，新建的教学大楼2003年荣获“鲁班

奖”。 

    学院设有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口腔医学、

护理学、医学检验与技术、麻醉医学、精神医学、医学

信息学、法医学和生物科学11个本科专业，拥有基础医

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

院、护理学院等6所学院，有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

雅三医院、湘雅口腔医院、湘雅五医院5所直属附属医

院，及湖南省肿瘤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2所非直属附属

医院，建有24个临床教学基地。 

    学院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62

个、硕士点67个、专业学位授权点5个、博士后流动站8

个。有1个WHO研究合作中心、1个医学遗传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1个抗癌药物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个人类

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1个国家代谢性疾病研究中

心，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省部级实验室）29个。拥有

二级国家重点学科9个【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遗传学、

药理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神经病学、胸心外科

学、内分泌与代谢病学、耳鼻咽喉科学、普通外科学

（培育）】，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53个，省级重

点学科15个。基础医学学科在国务院学位中心2007年至

2009年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并列第一。临床医学、药理

学与毒理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科学4

个学科ESI（基本科学指标）排名居全球前1%。基础医

学、护理学入选中国校友会网2014中国五星级学科专业

(★★★★★)，跻身2014中国一流学科专业榜单。在中国

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和中国教育质量评

价中心共同完成的2014～2015年度2751所中国高等院校

及学科专业评价工作中，临床医学专业在中国临床医学

类专业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排名第一。 

    现有在校学生1万多人，教职员工近万人，其中有

正、副教授2000余人，博士生导师近700名，两院院士3

人，973首席科学家3人，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组成员5人，国家级及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人，长江学

者7人，国家教学名师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8

人，国家级教学团队3个，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

发展计划”创新团队3个，入选教育部医学类教育指导委

员会（2013-2017年）委员11人（副主委3人）。 

    学院教学以严谨著称。建校以来，为医疗卫生事业培

养了数万名医学各类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两院院士12人。

77、78、79级曾创下全国统考三连冠的记录，1994年国家

卫生部进行全国17所医学高校联考又获第一。2002年国家

教育部组织的医学七年制评估获评优秀。2012、2013、

2014年在国家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等医药

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竞赛”中连续三届荣获“特等奖”。

学院现有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个，国家级特

色专业2个，国家精品课程21门，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1

门，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7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6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个，国家大学生校外实

践基地4个。为国内同时开展“医学教育全球最基本要

求”与“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两

个标准试点的两所院校之一。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开展八

年制医学教育。2010年正式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2012年获教育部、卫生部批准为第一批试点高校实施

“卓越医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获国家教学成果奖5

项。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6篇。毕业生深受社会欢

迎，多年来一次就业率均在97%以上。 

    学院科研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近10年

来，每年开展数百项课题的研究，承担和参加“863”高

技术项目59项、973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34项（其中首

席3项）、国家科技攻关和支撑计划项目38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项、国家重大专项16项、重大国际项

目18项、获国家科技奖35项(含全国科学大会奖10项)。出

版专著300余部。发表论文25000余篇，被SCIE收录论文

3000余篇,其中IF值最高达57，20以上的6篇。 

    学院医疗技术精良。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

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和全国“百佳医院”。其中湘雅二

医院为2010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单位。湘雅医

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湘雅口腔医院编制床位

9250张，年门急诊量近610万人次，年出院病人数近30万

人次，年手术量13万多台次，平均住院日小于10天。 

    学院对外交流十分活跃，与美国雅礼协会，美国中华医

学基金会等关系不断发展，与美、日、欧、非等 25 个国家

和地区学术交流密切。 每年选派超过 50%的八年制医学生

赴耶鲁大学、Emory 大学、康奈尔大学、匹兹堡大学、南加

州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国际著名大学学习并与之建立了

广泛合作交流。 

— 王绪善 （80）编辑， 信息来源于湘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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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雅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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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 湘雅建校百年有感 

- 孙新来（79） 

去年十月与多位海外校友回国参加湘

雅母校百年校庆, 遂作[七律]一首誌庆 

 

甲午金秋聚雅园, 天涯学子念承恩。 

遵持格训行仁术, 慕效良师播善根。 

青鬓染霜终不悔, 丹心化爱永无痕。 

风同道一非常梦, 异类融为正本源。 

 

注: 早年, 西医在中国被视为异类, 如

今已成为医疗界主力军。  

致母校湘雅百年华诞  

- 易晓彬（80）  

百年书香翰墨，世纪风雨沧桑。  

医林锲而不舍，湘雅普写华章。  

沉淀流岚岁月，传承美好薪香。  

邃专德艺诚爱，人先济世辉煌。  

  (2014 年 10 月） 

刘汉平（77）  

《湘雅颂》 

欣赏请点击上面链接 

徐有恒老校长问候海外校友 

湘雅海外校友会庆祝母校百年华诞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BbVsogZ6o&feature=em-upload_owner#action=sha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V1WsBcE0&feature=youtu.be&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app=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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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0 年段大跃教授实验室成立以来,已经先后为湘雅

医学院培养了六位校友。他们有的在此获得了愽士学

位,如黄征；有的是慱士后研究后回国发展,如刘利辉；

有的留在美国，如袁灿、张密；有的为联合代培愽士生: 

如张雅娉、刘心瑶。为报答母校做贡献的方法各式各样, 

培养年轻的校友也是我们独特的方法之一! 愿母校日

益繁荣昌盛! - 叶玲玉（77）  

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医学院药理

系段大跃教授实验室部分人员  

 
湘雅百年校庆八 O 级聚会感言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疼痛中心 易晓彬 (80)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湘雅儿女，欢聚一堂。三十年前，我们从湘

楚中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医学圣地----湘雅医学院。在这

里我们同甘苦，学本领，共患难，齐进步。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严谨笃学，立志成才。五年面壁创辉煌。 
  

劳燕分飞，上下求索。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满腔热情，不辞

劳苦，豪迈敢为，胸怀壮志，挥斥方遒。同学间我们更是相互惦念，

互通有无，共同进步。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相逢在美丽的母校。银燕掠长空，列车

穿原野。我们来自北上广深，我们来自希望田野，我们来自大洋彼

岸。道一声＂你没变＂，珍一句＂你变了＂。东家长，西家短。共

叙同䆚情，师生谊，昔往事，展未来。多么亲切，多么甜蜜。 
  

再看母校巨变，桃李芬芳，硕果累累，悬壶济世，＂半壁江山湘雅

人＂。多么欢喜，多么自豪。 
  

回首过去，岁月峥嵘；喜看今朝，我们骄傲；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我们是湘雅八 O 级的学子，我们正当年！我们有使不完的激情，我

们的根深植于湘雅的沃土，我们的前程似锦，湘雅的未来如画! 
  

2014 年 10 月 13 日于美中圣路易斯 

《重逢 • 寄语》 

           — 李玲璘（79） 

 

1984，曾 挥手 各奔东西 

2014，将 重逢 共叙古城 

三十个春秋，几多日夜梦绕 

五十五个青春，多少岁月苍桑 

 

我来了，背上行囊 踏上登机的舷梯 

我来了，拖上箱车 追赶高铁的轰鸣 

来了，都来了，奔向地球的同一个点- 长沙 

来了，都来了，齐聚梦中的同一个家- 湘雅 

 

拥抱 又拥抱，再无男女间的羞涩 

问候 又问候，再续时空间的情缘 

根根白发，已 爬上鬓角 

丝丝皱纹，还 刻上面庞 

 

心，依然年轻 放声高歌 

身，依然健魄 漫步轻舞 

杯杯醇酒，凝固着浓浓祝福 

声声叮咛，传递着暖暖情感 

 

1984，曾 挥别 

2014，又 重逢 

告别那风华正荗 青春少儿 

迎来今风流人物 沉淀年华 

 

附记：湘雅 79-1 重逢在毕业 30 年后，正值母

校百年华诞之际。55 位同学，俩位先走，在现

有的 53 位同学中，49 位参加了聚会，12 位女

生全体出席，可谓盛况空前。 在长沙岳阳两

地，同学们欢乐愉快地度过了两天难忘时光。 

2014.10 

湘雅七七级校友叶玲玉正在指导05级校友(联合代培

愽士生)做小鼠颈动脉扦管实时监测血压,心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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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会长或地区召集人

北加州：王京 jingjyw@yahoo.com

南加州：龚晖 huigong@usc.edu

休斯敦：陶翔 xtynl@sbcglobal.net

达拉斯：王波 wangdxy@gmail.com

亚特兰大：胡少华 seanhu2002@yahoo.com

华盛顿地区：李铁罗 tieluo@yahoo.com

纽约：谭建友 Tanj03@yahoo.com

波士顿：谷峰 frankgu.410@gmail.com

匹兹堡：刘玉林 yliu63@hotmail.com

芝加哥：李戈 gli3@hotmail.com

密歇根：陈一舫 yfchen78@Yahoo.com

新奥尔良：杨松桂 syang2@tulane.edu

各年级联络人：

七七级：谷峰 frankgu.410@gmail.com

七八级：李铁罗 tieluo@yahoo.com

七九级：胡少华 seanhu2002@yahoo.com

八零级：李异宁 xtynl@hotmail.com

八一级：唐子略 Ziluetang@gmail.com

八二级：游志颖 zyyou@msu.edu

八三级：徐文斌 Xuwenbin11@hotmail.com

八四级：唐桂林 gtang0302@yahoo.com

八五级：刘智 phillipliuzhi168@gmail.com

八六级：温红远 Hongwen1998@hotmail.com

八七级：彭岚 lpeng20000@yahoo.com

八八级：孔燕飞 edithkong488@gmail.com

八九级： 肖卫民 xiaoweimin2003@yahoo.com

九零级：李珍生 Carlzsli@gmail.com

九一级：冯武威 feng@musc.edu

九二级：

九三级：陈永恒 yonghengchen@gmail.com

九四级：黄东越 dongyuehuang@gmail.com

九五级：

九六级：

九七级：朱果 chugol@gmail.com

九八级：冯程远 chengyuanfeng@gmail.com

九九级：

零零级

零一级

零二级

零三级

零四级: 董超 chao.dong@yale.edu

零五级

零六级

零七级: 宋泽文 thomasze2007@163.com

零八级: 黎暾亮 litunliang@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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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莱 坞

位 于 美

国 西 海

岸 加 利

福 尼 亚

州 洛 杉

矶郊外，

是 一 个

依 山 傍

水，景色

宜人的地方。最早是由摄影师寻找外景地时发现的，大约

在 20 世纪初，这里便吸引了许多拍摄者，而后是一些为

了逃避专利公司控制的小公司和独立制片商们纷纷涌

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电影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

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格里菲斯和卓别林等一些电影大

师们为美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名誉，华尔街的大财团插手

电影业。好莱坞电影城由此迅速形成并兴起，电影产业恰

恰适应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电影

也进一步纳入经济机制，成为谋取利润的一部分，资本的

雄厚，影片产量的增多，保证了美国电影市场在世界上的

倾销。洛杉矶郊外的小村庄最终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影城，

好莱坞也在无形中成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 

好莱坞不仅是全球时尚的发源地，也是全球音乐电影产

业的中心地带，拥有世界顶级的娱乐产

业和奢侈品牌，引领并代表着全球时尚

的最高水平，比如梦工厂、迪士尼、20

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影业公司、索尼公

司、环球影片公司、WB（华纳兄弟）派

拉蒙 等等这些电影巨头，还有像 RCAJ

ⅣE Interscope Records 这样的顶级唱片

公司都汇集在好莱坞的范畴之内，这里

的时尚与科技互相牵制发展，自然是不

造作的，拥有着深厚的时尚底蕴和雄壮

的科技做支持，一直被全球各地争相模

仿。  

今天的好莱坞是一个多样的、充满生机的和活跃的市

区。它在美利坚合众国文化中已经具有了重大的象征意

义。 

     直到18世纪中叶，洛杉矶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第

安游牧部落的一片自然乐土。1781年9月4日，44名皮肤

黝黑的墨西哥殖民者发现了这片山间谷地，成为洛杉矶

历史上最早的定居者。1846年发生的墨美（墨西哥、美

国）战争，迫使墨西哥签署了一纸不平等条约，以1,500万

美金的价格向美国割让了相当于墨西哥当年版图三分之二

的土地，于是乎美国的领土扩张了以加利福尼亚为主体的

西部七州。 

1 8 8 6年，

房地产商哈维·

威尔考克斯在洛

杉矶郊区买下了

一块了0.6平方公

里的地。威尔考

克斯的夫人一次

旅行时听到她旁

边的一个人说她

来自俄亥俄州的

一个叫做好莱坞

的地方，她很喜欢这个名字，回到加州后，将她丈夫的农

庄改称为“好莱坞”(Hollywood)，于是有了好莱坞这个名

字。在英语中这个词是冬青树林的意思。为了使好莱坞名

符其实，他们还进口了一些英国冬青，但这些植物在加州

的气候下没有存活很久。 

1907 年，一个名叫塞力格多视镜公司的独立电影公司

在芝加哥拍摄《基督山伯爵》，导演为弗朗西斯·伯格斯，

偶遇恶劣天气，遂将整个剧组西迁，来到

洛杉矶市中心以西 15 英里的圣莫尼卡海

滨补拍一些镜头。 

1909 年，塞力格剧组重返西部，在洛杉矶

市中心一个中国人开的洗衣房内安营扎

寨，拍摄了《一个赛马情报员的心事》。

这是第一部完全在加州境内制作完成的

影片。此后不久，塞力格公司倾巢西迁，

由此招来了一大批制片公司步其后尘，其

中相当部分在好莱坞及其周边地区安家

落户。 

1910年代初，导演大卫·格里菲斯被Biograph公司派

到西海岸来拍电影，他带着丽莲·吉许、玛丽·璧克馥等

演员来到了洛杉矶。他们后来想寻找一块新的地盘，于是

向北出发，来到了一个热情的小镇，那就是好莱坞。

Biograph公司发现此地条件不错，于是在回纽约前又陆续

拍了好几部电影。渐渐许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了这块宝地，

到好莱坞的电影剧组越来越多，美国电影业移师好莱坞的

大转移开始，好莱坞向成为电影之都迈进。   

南加州风光 – 好莱坞电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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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好莱坞的大片冬青  

 

1923年HOLLYWOOD被树立在山坡上  

好莱坞的新一轮辉煌  

《分会报道 — 当地风情》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9982/858003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9982/858003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89982/858003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74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9591/1212399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86926/107502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99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813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298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713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628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3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36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6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7051.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60368/51121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12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912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60577/1583152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260577/158315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53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854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37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02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8692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9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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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10 月，

一批从新泽

西来的电影

工作者在当

地一位摄影

师的带领下，

来到一家叫

布朗杜的小

客栈，他们将

租到的客栈改装

成一家电影公司

的样子。这样，他们创建了好莱坞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

—内斯特影片公司，同年已有 15个其它的制片厂在这里定

居，成千上万的梦幻制造者紧随而至。 

从那以后，许多电影公司在好莱

坞落户，著名的电影公司有：米高梅公

司(Metro Goldwyn Mayer，简称 MGM)、

派拉蒙公司(Paramount)、二十世纪福克

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华纳兄弟公司

(Warner Brothers)、雷电华公司(Radio 

Keith Orpheum，简称 RKO)、环球公司

(Universal)、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哥

伦比亚公司(Columbia Pictures)。 

1913 年，好莱坞的先驱导演塞西

尔· B·德米勒在好莱坞的一个小谷仓内

挂牌营业，以 15,000 美元的预算制作完

成了第一部在好莱坞境内拍摄的影片

《印第安女人的白人丈夫》。从此以后，

旅馆、商店和住宅纷纷破土兴建，以收纳

那些不断涌入的电影人。到 1914 年，这个原本只有几十户

人家的田园小镇，固定人口便增加到 8,000。谷仓般的摄影

棚在镇上拔地而起，每天都有几十个剧组在好莱坞各处拍

摄外景，成千上万的游人蜂拥而至，企望一睹明星们的风

采，或者至少看一眼明星们的住宅。好莱坞的名字立时风

靡世界。毗邻地区对好莱坞的名声钦羡不已，纷纷改名。

于是乎，洛杉矶的地图上又平添了南北东西另外四个好莱

坞，就连比华利山也成为西好莱坞市的一部分。 

1 9 2 3 年，成为好莱坞象征之一的白色大字

HOLLYWOOD被树立在好莱坞后的山坡上，本来这个字后

面还有 LAND 四个字母，是一家建筑厂商为了推销新建好

的的住宅社区设置的广告看板。但它们被树立起来以后就

没有人去管它们，以致渐渐荒废。一直到 1949 年，好莱坞

的商会才将后面的四个字母去掉，将其它字母修复。这个

招牌今天受到商标保护，没有好莱坞商会的同意，无人允

许使用它。 

1929 年 5 月 16 日，奥斯卡金像奖第一次被颁发，当时

的门票是 10 美元，一共有

250 人参加。 

1947 年 1 月 22 日，美

国的商业电视台开始进入好

莱坞。同年 12 月，好莱坞第

一次为电视拍电影。50 年

代，音乐唱片业也开始涉足

好莱坞和附近的伯班克市。

大多数电影制片厂仍留在原

地，但好莱坞的外貌已经改

变了。1952 年，CBS 在 Fairfax

大街和贝弗利大街交界处建

立了电视城，CBS 这一扩张

之举

实际

上也意味着好莱坞在拓展自己的版

图。 

1958 年，好莱坞星光大道(Walk of 

Fame)始建。 

1960年2月9日，女演员乔安妮·伍德

沃德得到了第一颗星的殊荣。 

1985年，好莱坞的商业和娱乐区被正

式列入美国受保护的历史性建筑名

单。 

1999年6月，洛杉矶的地铁开通到了

好莱坞。 

2 0 0 1

年，柯达剧院(Kodak Theatre)

在Highland大道开业，成为奥

斯卡奖颁奖礼新的举办场

所。 

2002年，一些好莱坞居

民发动了一个让好莱坞自主

独立，不再是洛杉矶一部分

的运动。好莱坞市政府决定

让所有洛杉矶居民投票表

决。独立运动被以绝大多数

否决。 

当年哈维·威尔科克

斯开发这片土地的时候，做

梦也没想到，这块弹丸之地

会在若干年后成为世界影都的代名词。 

— 王绪善 (80) 编辑， 信息来源于百度网站。 

南加州风光 – 好莱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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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日落大道  

杜比剧院大门的红毯秀  

好莱坞六大电影公司  

好莱坞星光大道明星手印  

《分会报道 — 当地风情》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6894/1222714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3385/481147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199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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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雅俗共赏的宗旨, 我们的简报将

以图片为主,报道海外校友学习, 工作

和生活的近况, 同时介绍一些湘雅的新

闻和历史变迁。 简报为校友服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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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校友们相约、相见在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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