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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浙江省 6 月７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第
一大城市休斯敦举办海外高层次人才对接及人才
政策发布会，并在现场设立了１３０多个展台，
招聘急需的人才，得到了当地人才的积极响应。
今年是浙江省连续第七年组团来美国引进人才，
也是其第一次组团来到休斯敦。用此次带团的浙
江省人才工作领导办公室主任姚志文的话说，浙
江正在着手打造人才生态最优省份。这次大型活
动由浙江省人才工作领导办公室、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和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共同主办，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协办，来自休斯敦的各界人士
约数百人出席。作为美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世界能源之都”休斯敦及周边城市有浙江急需
的能源产业、先进制造、金融管理类人才。这次
浙江组织了１３０多家引才单位，带着８６７个
人才岗位和１２６个项目需求，希望通过此次政
策发布和洽谈会，让更多海外人才了解浙江，到
浙江去发展创业。在进行了相关政策等推介活动
后，前来招聘人才的不少单位都同当地的应聘人
员及有意向在浙江投资创业的公司签订了意向性
合约，其中包括专协的何景旭，程世法和陈卓。
浙江省舟山市聘请专协为其海外人才站。
谢谢专协会员们踊跃参与和帮忙，使这次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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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健康快乐！

商务分会讲座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副会长兼商务分会会长 林
起湧供稿）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商务分会与山东同乡会共同主
办的，由著名心脏科医生丰建伟博士与美国玉皇
化工公司首席执行官姚超良博士的互动式演讲企业家如何在压力环境下保持心脏健康？于 6 月
13 日早上在华美银行社区活动中心举行。

专协欢送姚参赞，欢迎陈参赞

超过 70 名听众参与并有幸分享了丰医生多年在
心脏专科的临床及研究心得，同时分享了姚超良
博士如何释放工作压力保持健康的心得。听众边
听边积极提问，从两位博士的健康心得中我们学
到以下值得借鉴的三点经验：
一是注重经营家庭幸福，因为幸福的家庭环境可
以释放一个人的压力；
二是注重饮食与运动，饮食健康和长期保持的良
好运动习惯可以让你保持合适的体重和充沛的精
力；
三是预防在先，每年的身体检查可以预警你身体
的变化并防范于未然。
感谢中国旅美专家协会理事会及老会长们，山东
同乡会理事会，大爱正心基金会理事会，中国人
活动中心谢忠执行长，华夏学人协会陆晶会长，
方一川前会长，东北同乡会李秀兰会长，媒体朋
友们，以及各位听众的光临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
支持！

专协的多年老朋友，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科技组
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姚为克参赞 8 月 13 日退休离
任，科技组新参赞陈宏生参赞 7 月底到任。8 月
2 日晚，专协的老会长，现任会长何景旭和理事
共 21 人，以及总领馆科技组一起在中国城的锦
江饭店和姚参赞话别，同时欢迎新上任的陈参
赞。
专协理事会赠送给姚参赞一个德州形状的匾，上
面题写“姚领八州参国事，专协五载话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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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协首任会长蒙如玲老师送了一幅自己创作的水
墨画给姚参留作纪念。
姚参激动得发表讲话，感谢了专协多年的合作，
并且表示将永远是专协的粉丝。新上任的陈参赞
接下来讲话，他介绍了自己的工作背景，觉得和
专协在一起有在国外找到了家的感觉。
最后大家合影留念，和姚参赞及夫人依依惜别。

珠海市海外高端人才
创新创业对接会
应休斯敦中国旅美专家协会（简称：专协）的邀
请，由珠海市市长江凌亲自带队的珠海市海外高
端人才创新创业对接会于 8 月 3 日下午 4 点至 5
点 30 分在休斯敦中国人活动中心举行。出席对
接会的珠海代表团嘉宾包括珠海市委副书记、市
人民政府市长 江凌、珠海市金湾区区长 欧阳德
红、珠海市斗门区区长 周海金、珠海市市商务
局局长 刘齐英、珠海市高栏港经济区党委副书
记 周峰等。本次对接会主要邀请在美海洋工程
方面具有博士学位，有丰富相关工作经验，也包
括其他如能源、化工、医药、航天等领域 3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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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端专业人才参加。休斯敦上海交通大学校友
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会及清华大学校友会
等参与了对接会的协办和人才推介。应邀出席今
天对接会的还有中国人活动中心董事长陈珂、执
行长谢忠；德州广东总会会长商粤生、前会长徐
松焕以及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科技参赞 陈宏
生、领事尹军祥等。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口西岸，濒临南
海。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东
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陆地相接，随着
2016 年底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珠海将成为内
地唯一与港澳陆地相连的城市。2014 年在“中
国城市未来发展国际论坛”上，珠海荣获“2014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称号；2013 年在麦肯锡
和中科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持续发展城市报告中荣
登榜首，珠海还曾先后荣获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
市 50 强，外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最浪漫的
城市，中国宜居城市第一名等荣誉，是一座当之
无愧的宜居宜业之城、中国的南海明珠。
对接会由专协前会长、顾问，美国艾博思咨询公
司创始人徐谷峰博士主持。休斯敦中国人活动中
董事长陈珂先生首先致欢迎辞，随后播放珠海市
城市规划和发展宣传片。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栏港经济区）党委副书记周峰推介了珠海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环境，接下来国家“千
人计划”专家，高泰深水公司罗永博士和 OTL
公司冉志黄博士分别发言，畅谈自己在珠海创业
发展的历程和现况，勉励参加对接会的众多美国
职场人士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参与到国内的创新创
业中去。在为时 30 分钟互动交流环节中，现场
气氛活跃，以海洋工程为主的各专业领域人才纷
纷向江凌市长和高栏港周峰书记等提出自己的问
题。江凌市长详尽地解答了大家在创业产业环
境、金融法律配套、科技创新政策、政府服务以
及珠海、休斯敦产业平台对接交流等方面的问
题，周峰书记回答了与会科技人才对高栏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区域优势和配套服务方面的问题。
会前，徐谷峰博士和专协现任会长何景旭博士同
江市长一行进行了细致友好的交流。徐博士愉快
地回忆了今年春节期间应广东省侨办邀请访问珠
海期间与珠海市外专局、科技局和中小企业协会
等进行的有益交流，何博士则提出整合休斯敦的
各华裔专业协会和校友会与珠海市各产业平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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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更为密切的常态化合作交流的建议，江市长对
此表示赞赏和积极支持。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前会长徐谷峰供稿）

专协人物风采 - 专协驻京办主任
周洲教授
美国有一对夫妇生育了一个身体孱弱的孩子，这
个孩子持续腹泻、感染，看过很多医院都治不
好，最后医院建议去做基因测序。检测后发现疾
病是基因突变导致，目前无有效的治疗方式，并
且明确了并非是父母遗传所致。很多人会质疑说
这种结果对救治这个孩子没有任何意义呀！这个
结果可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明确诊断了孩子
的疾病；第二这个疾病目前无法治疗；第三，疾
病非父母遗传；第四，如果这对夫妇今后再想要
个孩子，不用担心会出现同样的疾病。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
生。随着精准医疗概念被提出，分子诊断的重要
性在未来医学中将越来越得以体现并被重视，正
是在这样的趋势下，北京阜外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常务副主任、分子诊断中心主任周洲在美国学习
工作九年之后，2012 年底选择回国，在阜外医
院创建了分子诊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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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问题。大家都在无序的状态，我们的选择是
有临床指导意义的项目就坚持开展；另外缺乏统
一的人才培养机制，国外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三级
人员培养机制，如何在我们现有的机制下培养专
业人员也是一个挑战。”在国内，目前对于分子
诊断的认识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些人认为这个技
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技术
现在还没有什么用。“这两个观点都有失偏颇。
现在基因检测的局限性还很大，很多东西都没有
完全解释清楚，能够应用于临床的还只是一小部
分。但我坚信通过 5-10 年的努力，很多疾病都
能够通过基因检测来进行临床诊断。因此，目前
这个阶段将是分子诊断领域的黄金时期。”
由于周洲主任一直强调与临床的合作，因此
逐步取得了临床医生的接受和认可。阜外医院大
血管中心是国内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治机构之
一，收治了很多马凡综合征的患者。刚开始与病
房合作的时候，医生们并不太认可，认为基因检
测对于治疗方案并没有什么改变。有一次在一个
月的时间里，病房里收治了几位小于 10 岁的患
者，而通常马凡综合征一般在青春期以后才发
病。因此就让周洲的团队检测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们检测后发现患者并不是马凡综合征，而是
一种叫 LDS 综合征的罕见疾病。这个疾病进展
很快，一般 10 岁前发病，20 多岁不治疗就会引
起主动脉破裂而致死。”

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新学科，虽然不是国
内最早建立分子诊断中心的医院，但阜外医院却
是目前发展最快的医院。从 2013 年 7 月成立分
子诊断中心，最初只有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实验
间。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周洲主任用了一年多
的时间，打造了一个国内集成度最高的分子诊断
平台，并且在今年获得“心血管疾病分子诊断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称号。

从这个病例之后，大血管中心的医生们开始
重视基因检测了，包括推荐患者的家系成员通过
检测及早明确诊断，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曾经有一家三位患者都到阜外医院做过同样
的手术，引起了医院的关注，马上告知他们家的
其他成员也需要进行检测。因为患者家在偏远农
村，如果不尽早检测，一旦发病在当地无法进行
手术治疗，情况将非常凶险。周洲主任派了两位
工作人员到患者家里收取样本，总共为 20 余人
做了检测，结果显示 11 人都携带了同样的基因
突变。“我们告诉这家人，这 11 个人要进行主
动脉超声监测，观察主动脉膨大的进展，如果达
到标准就要尽快到医院做手术，这是可以挽救生
命的。”

尽管如此，相比国外已经十分成熟的运行机
制，国内的分子诊断行业还面临许多问题。周洲
主任说：“由于缺乏规范，项目的设置和开展都

心血管药物的个体化用药指导、心血管疾
病的基因检测目前都是中心常规开展的工作，但
是周洲主任希望能够做一些原创性的东西出来，

一个炎热的夏日上午，在他狭小的办公室
里，笔者见到了周洲主任，虽然已经事先知道他
是 80 后，但见到他之后，还是很难把眼前的这
位年轻人与阜外医院分子诊断中心主任、博士生
导师这样的头衔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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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一直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去做。比如对一些
目前病因不明的疾病，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的方法
找出疾病的发病机制。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很大，
但也更吸引周洲主任的团队去努力。因为这样就
能针对具体疾病进行精准诊疗，也能针对性的进
行药物研发。但周洲主任反对把分子诊断的作用
过分夸大，临床上要对疾病有全面准确的认识，
光靠基因检测远远不够，还要整合疾病表型分
析、家系情况分析以及药物治疗反应等信息。
“也许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做基因检测，而
且是全基因组测序。但就算到了那一天，同样也
要整合患者各方面信息。”
虽然阜外医院是全世界最大的心血管病诊治
中心，但是周洲主任觉得还是要与同行多进行合
作，也会把自己的经验共享出来，同时欢迎同行
来阜外医院学习。他说：“信息化时代任何机构
都不可能一直独占一个技术，只有合作才能打开
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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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继上一期专协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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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yi Zhu

朱文艺

Hongwei Sun 孙红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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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自“医学界杂志”）

专家协会近期活动预告
中国旅美专家协会高中升学讲座将于十月十一日
举行。地点为华美银行社区中心，欢迎大家踊跃
参加，并帮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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