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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 –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第 22 届年会圆满召开
在秋风秋雨中，电闪雷鸣下，中国旅美专
家协会 第 22 届年会依然如期举行。2014 年 11
月 22 日， 来自各个行业的中国旅美专家协会会
员和嘉宾聚首休斯敦 Crowne Plaza Suites 大酒
店，隆重举行了第 22 届年会。现场为 2014 年度
专协优秀华裔高中生颁发奖学金，并举办了在美
创业发展、糖尿病和人类健康等专题讲座，中国
驻休斯敦总领馆领事、当地华人社团及学者专家
约 100 人出席。

专协为美国得克萨斯州正式注册的非盈利
性中国旅美科技专业人士团体，现今已拥有
1000 多名科技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自 1992
年 10 月在休斯敦成立以来，与中美双方政府和
民间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为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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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经济和文化交流拓宽了渠道，为中国留学
生、学者和中国企事业合作构建了平台。

专协先举行了年度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
举、审议报告。会员大会对专协的章程修改进行
了投票表决， 通过了以下修改的条款：
2. 专协理事会设副会长若干（3-4）名。
3. 第九节 理事会全体会议及扩大会议: 理
事会全体会议由会长定期或根据需要召集和主
持。无特殊情况, 理事应按时出席。经由十名以
上正式会员联署,专协理事会须召开特别理事会
扩大会议讨论和处理会员所提出的问题。提交理
事会讨论的提案, 除了在本章程中特别说明的情
况外, 需有过半数理事同意通过，不能参加理事
会会议的理事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投
票。
4. 第十节 理事资格的免除: 专协理事因故
不能继续履行其义务时, 理事会有权免其理事资
格。会长、副会长及秘书长的免职需有三分之二
多数理事同意通过; 其他理事的免职需有过半数
理事同意通过。理事资格及其职务的免除需由十
名以上正式会员连署报协会监事会，协会监事会
召开理事会会议实施投票程序并向全体会员宣布
结果，不能参加理事会会议的理事可以通过电子
邮件或其他方式投票。
5. 第六章 协会监事会: 专协监事会为协会
的监督制衡机构, 用于对专协理事会的工作与财
务管理、资产处置以及理事资格进行监督与仲
裁。监事会不介入专协理事会的日常工作。监事
会每年对专协理事会的工作做一到两次的评估，
并对专协的财务及资产做至少一次的审计。如果
发现严重损害专协利益的问题, 由监事会提出处
理意见提交理事会讨论。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了程明，程世
法，陈文，程晔增，陈忠明，范玉新，方捷，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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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旭，何瓯，黄刚，林起涌，李守栋，马建伟，
宁宜希，申小雨，王晋军，钟国明 17 人组成的
第 23 届理事会。新的理事会随即选举现任执行
副会长何景旭博士为新一届专协会长。

(新老会长交接仪式)

据现任会长徐谷峰介绍，2014 年中，专协继续
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社区讲座、参观和中美科技、
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为促进中美友谊和经济文
化作出了新的贡献。专协还荣获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授予的首批“海外侨务引智点”(全球 23 个，
美国 7 个)荣誉称号；同国内江苏、安徽等省签
订了侨务引智框架协议，并即将成为国家外国专
家局和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正式合作伙伴。专
协还积极承建国家级重点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海
外人才项目工作站，为地方积极和社会发展服
务。

(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与嘉宾们一起合影)
随后，以“与各管理层对话在美职业创业
发展”为主题的论坛上，休斯顿 JF Southwest 心
脏病治疗中心创始人，赫曼纪念西南医院心血管
中心主任丰建伟；惠普(HP)报价到现金转型全球
IT 主任 Tommy Jiang；美国水下生产系统工程技
术公司总裁黄培山；休斯敦金润律师事务所创始
人、移民及商业律师陈文；现任美国华美银行首
席副总裁、得州大中华区团队经理林起涌，先后
就从业、求职、创业、职业选择、逆境中再创业
等视角现身说法发表演讲。

专协二十年来的努力和奉献，对美南地区
的华人社区以至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专协开展各项会员联谊活动，并定期为公众举办
科技、科普及商业知识讲座，社区及企业参观访
问，开展鼓励华裔青少年科技和学科竞赛活动，
服务于社区；专协积极组织参与社区活动，与兄
弟社团合作，弘扬中华文化、维护旅美华人的正
当权益。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科技参赞姚为克在致
辞中对本协会多年来为促进中美科技、经济、文
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中美友好等方面作出
的积极贡献给予积极评价。称赞中国旅美专家协
会已经成为休斯敦乃至美南地区颇具特色的华人
社团组织，为促进侨胞与中国加强联系搭建桥
梁，为推动中美科技、文化与经济合作交流作出
了重要贡献。
当晚的年会晚宴上，贝勒医学院内分泌内
科主任、教授，糖尿病专家 Lawrence Chan 向与
会嘉宾讲解了糖尿病和人类健康。为了激发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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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华裔学子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热爱关心社区
的热情，专协与恒丰银行特为高中在校生设立专
协恒丰银行“优秀华裔高中生”奖学金，帮助青
年学生为日后的求学与求职打下良好基础。晚宴
上，Sharon Li 等八位获奖学生获得专协颁发的
奖励证书和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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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议各分会制定各自目标，责任到人；

d.
建议加强网站建设与组织凝聚力（华工校
友会网站作参考）；
e.

建议加强社区服务；

f.

采取各种形式加强与会员互动；

g.
建议加强沟通，互换信息，了解国内企业
机构海外需求，使专协从偶然被选变为必然选
择。
然后专协前会长季家凰老师向李强民总领
事介绍了专协 22 年的历史。接下来李强民总领
事发表讲话。李强民总领事勉励专协成员为中美
友好和“中国梦”的实现多做贡献。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2014-2015 年
度新任理事会首次会议召开
2014 年 12 月 14 日，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2014-2015 年度新任理事会首次会议在前会长杜
少博家中召开。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李强民应邀
出席了这次活动，李桂喜副总领事、姚为克参
赞、曹德荣参赞等参加。休斯敦专协新届理事会
全体成员和部分专协顾问等共 30 余人参加了本
次活动。
新任会长何景旭主持了理事会会议， 主
要议题如下：
会议选举了执行副会长，副会长和秘书
长，一致通过了《理事会工作责任制草案》，对
新一届的理事会成员进行了责任分工。
随后顾问加入了理事们的会议。 顾问认
为：
a.
力；

会员理事任务重，建议增加配备相应人

b.
各分会分工过细，应制定相应副会长负责
制分管相应工作；

(李强民总领事在活动上对专协的工作及贡献给
予高度评价，对专协近后的发展给予厚望并大力
支持)
专协对李总领事一行表示热烈欢迎，感谢
总领馆一直以来对专协工作的支持，并汇报了专
协近年发展情况。李总领事听取了专协汇报后，
肯定了专协多年来在团结当地华人专家学者，促
进休斯敦地区华人专业人士与国内科技、经济、
教育等合作与交流方面所作的努力，勉励大家要
抓住当前中美关系发展良好的重要契机，结合国
内深化改革的需求，继续不断加强同国内的交流
与合作，支持国内企业“走出来”，服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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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团结，在充分实现个人发展的同时，为中美
友好和“中国梦”的实现多做贡献。

晓枚生性善良而又爱热闹，她的先生不希
望晓枚在天之灵看到大家为她悲伤的样子，
所以特地叮嘱组织者我们这是跟晓枚一道开
一个圣诞大派对。
来自休斯敦的生前好友以及远道赶来的晓
枚在国内的大学同学、曾经在 A&M 一起攻
读学位的同窗等大约 200 人参加了晓枚的追
思会。专协前会长吴德元、袁宇生朱佩珩夫
妇、张自洪宋德全夫妇、李民虞晓梅夫妇、
季家凰杨家骅夫妇，前执行副会长潘翠萍女
士，现任理事陈仲明以及会员梁扬燕、钟铃
等人参加了追思会。季家凰代表专协在追思
会上发了言。

(全体参加活动人员合影)
专协代表十分感谢李总领事的鼓励，表示专协将
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华人专业人
士的优势，不断深化同国内的合作，为中美合作
和国内发展贡献力量。

追思眭晓枚女士
季家凰
2014 年 11 月 23 日专协前理事眭晓枚女
士在她的家乡四川不幸因病去世，年仅 50
岁。消息传来，专协许多老会长和会员们都
非常震惊。大家为专协和休斯敦侨界失去这
样一位美丽善良和 20 年来为社区带来诸多欢
乐的朋友惋惜。专协前会长孙远慧博士在中
国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拨来电话询问并与晓
枚在中国的朋友询问治丧事宜。

1995 年专协前会长孙远慧正在紧锣密鼓
地筹建专协新一届理事会。当他正为理事会
缺少一位年轻热情具有文艺才能的公关理事
的时候，打听到 A&M 中国学生联谊会有一
位文艺骨干眭晓枚马上就要毕业了。于是，
刚刚毕业来到休斯敦的小天使就成了专协最
年轻的理事。在晓枚任理事期间，专协主办
的卡拉 OK 大奖赛和新年晚会等许多活动都
办得非常成功。晓枚参加理事会活动的组
织，她的先生汪骏也成了一名干将。他后来
被理事会一致评为专协优秀会员。晓枚夫妇
和专协许多其他理事的另一半为专协奉献的
特点，构成了“专协理事买一送一”的美
谈。
晓枚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用她短暂的
生命将心灵的美丽、善良和热情留给了我
们。晓枚，安息吧。
感谢季老师，守栋等代表专协出席，愿晓
梅安息。
再次感受专协以人为本!

12 月 21 日，晓枚的朋友们自发在休斯敦
Tracey Gee Community Center 为她举办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追思会。会场的上方飘着各种
式样的五彩气球，左侧一溜长桌上摆放的是
晓枚参加演出的舞蹈剧照和一本她在知青联
谊会举办的摄影大赛中获得 A 组一等奖的获
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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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代表专协拜访了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他们和
领馆科技组的姚为克参赞，陈晓鸥领事和尹军祥
领事进行了亲切深入的交流。
何景旭会长向领馆报告：1. 到领馆讲座；
2. 专协在石油化工 2015 年的规划；

悼晓玫...
孙远慧
消息从美国休斯顿传来...我们的好友眭晓
玫在长期忧郁症的折磨下，终于选择了解
脱，她走了，
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震惊、悲痛！
夜已深，人难寐; 思晓玫，念友人...90
年代，我在做休斯顿旅美专家协会(CAPST)
会长时，当大家得知 Texas A&M 毕业的中
国同学中多才多艺的晓玫移居来休市时都很
高兴; 并特意请晓玫出任协会的公关理事。
和晓玫及她家人的结识和友情也自那时开始;
也自那时开始晓玫那活泼，热情，善良，孝
顺，可爱的身影就一直活跃在休市的中美社
区; 她就如同她和她的朋友们所组建的和活
跃在休市及美南的<红扇子舞蹈团＞的火红
的火焰点燃着休市人们的心和海外华人生活
的激情...

前会长徐谷峰的报告：3. 专协和领馆的合作
备忘录。
结论；
讲座可以马上进行，三个主题 1. 种菜技
巧；2. 棒球常识；3.如何使用休士顿的医疗设施
和系统。基本上是每月一次，领馆人多时在领馆
讲座，否则领馆参加专协的社区公开讲座。
种菜在二月份开始，其余跟进。其他课题，
例如，警察处理，政府查账，税务条例，以及其
他技术讲座。
有些讲座可以考虑提高层次，进而收费。
中美石油化工合作发展论坛要加强准备，筹
划，因为往往要一两年时间；邀请有能量的人物
出席，政要和专业大家出席。
专协和领馆合作备忘录要征求李大使的意
见，基本上要有针对性，具体事，例如和国内的
开发区合作时，领馆可以给贺信，或者领馆对专
协的看法和认知，以利支持。
另外专协要把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给会员，增
加专协的知名度，朝着主流专业协会发展。
这次会议进一步增进和加强了专协和领馆的
合作，这对专协将来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影响
深远。(李守栋供稿)

夜已深，人难寐; 思晓玫，念友人。晓玫
的骨灰撒入了她家乡美丽的嘉陵江，在那里
她将找到永久的安宁和快乐！晓玫，你的笑
容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你的亲朋好友们将
永远怀念你！

专协拜访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专协新会长何景旭，
前会长徐谷峰，执行副会长李守栋和副会长林起

(何景旭会长和姚为克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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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继中国旅美专家协会 第 22 届年会， 最近
又有许多位专家学者加盟专协， 壮大了专协的
队伍。他们是：
Dezhi Zheng 郑德志
Helen Hu

胡玉珠

Jie Bao

鲍捷

Ning Cheng

承宁

Robin Li

李跃兵

Danny Lin
Vivian Chan 陈丽云

Fusheng Wei
Shaowei Pang
Jennifer Feng
Emily Fong
Yan Min Kuo

会员服务信箱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通讯方式有所改
变，欢迎您与协会联系。理事会将尽快予以答
复。会员服务信箱：
capst.memberserv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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