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候选人名单 

（姓名按拼音字母排序） 

姓名 入学年级 专业 

丁金龙 2004 生物 

胡文胜 1985 管理信息系统 

刘翔 1984 物理 

穆轶 2002 电子工程 

陶波 1995 化工 

徒诚彪 1986 工程物理 

田骏 1991 电子工程系信息专业 

王琨 1978 自动化 

王明杰 1981 自动化 

王峥 1989 生物系 

王英子 2014 社会科学实验班 

邢飞 2002 数学 

叶刚 1999 电机 

钟家钰 1994 生物科学与技术 

张晓晗 1993 化工高分子 

 



丁金龙 – 生物 2004 

大家好，感谢提名我的校友，我是 2004 级生物系丁金龙，来自陕西西安，在美国十余

年，现在一家生物公司工作。希望大家一起来参与校友会的建设和活动，在异国他乡互相

帮助支持，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这里简单聊一点对校友会活动的想法： 

• 疫情期间的 online 活动可以借鉴其他地区校友会的成功经验 

• 收集相关的生活信息（家装，就医，美食，报税，宠物，娱乐运动兴趣群组），方

便校友查找 

• 管理好微信群这个大家最常用的平台，群规公开透明，管理员及时沟通，商业信息

按大家同意的规则发布 

• 邀请新竹校友介绍新竹清华相关的信息，促进交流 

 

胡文胜 – 管理信息系统 1985  

2018-2022 年为大华府清华校友会理事，组织校庆春晚等多项活动，很愿意为清华校友们

服务。 

 

刘翔 – 物理 1984  

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 MBA，并曾在中欧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

学商学院学习。是清华企业家协会会员(TEEC) 。曾任上海中城投资投资总监，是上海安

中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发起人之一， 曾任其执行董事、投资总监，之前任国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管理的 A 股和美股百亿基金，也曾服务于标准普尔，从事公司

评级及资产证券化的评级分析研究。曾先后服务于通用电器(GE)、中兴通讯、Sprint、

Nextel 等跨国公司。 

•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全球咨询理事会成员、维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中国

奖学金创始人； 

• 中欧商学院 MBA 导师项目导师、长江商学院特邀演讲人、黄河科技大学商贸学院

客座教授； 

• 清华企业家协会会员(TEEC) 、清华“三创”大赛长三角赛区评委、贵阳国家高新

区产业发展顾问。 

 

穆轶 – 电子工程 2002  

我在大华府地区已经十来年了，很高兴有校友会这个平台为广大校友组织活动分享有益信

息。之前也参加了很多校友会组织的活动，收益良多。担任理事多年，主要负责校友会网

站和记账，我也愿意继续为校友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祝愿校友会越办越好。 

 
 

陶波 – 化工 1995  

乐观外向，有点嫉恶如仇；兴趣爱好广泛，足球网球滑雪都喜欢；政治观点偏右，以身为

中国人自豪。 

 



徒诚彪–工程物理 1986 

我是诚彪。1986 年工程物理系入校，1991年毕业。1995 年进入马里兰大学学习工程博

士。后来决定转学商学，进入债券金融行业。现在管理一个小型金融咨询公司，为政府，

银行和会计事务所提供专业咨询服务。我觉得校友会能够提供一个校友之间交流和交友的

平台，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我也意识到不同年龄段段校友有不同的需求和资源。我愿意分

享自己的在美国打拼 27年的经验和体会给新到的校友，并且主要对校友会的活动提供资

金上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向年轻的校友们学习新的知识和能量，从保持一个互惠的状态来

追求健康持久的正面关系。谢谢支持！  

 

田骏 –电子工程系信息专业 1991 

我叫田骏,1991 年进入清华电子工程系,1997 年初到美国 George Washington 大学攻读电子

工程硕士。之后一直在大华府地区从事 数据网络管理方面的工作。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包

括服务马里兰州蒙郡需要帮助的群体，选举义工，咨商关怀辅导等等。 

做为大华府清华校友会会员，在历年活动中积极参与校友会活动，（2015年 10 月成为终

身会员）并曾于 2016-2018 年担任大华府清华校友会理事，和当时的会长闫瑾及各位理事

们一起参与组织预备校友会梅竹赛活动，资助校庆晚会，协助当时的校友会网站架设等工

作。现在我盼望再次服务各位校友，如果担任下一届理事，我会参与会长及各位理事的努

力，一起组织有意义的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帮助扩大校友之间的联络！ 

 

王琨 – 自动化 1978  

我叫王琨, 77 级自动化系学生, 清华武术队成员. 

入学前当过 3.5 年知青,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生活. 

毕业后在机械部重庆自动化所和央行工作. 

1990 年到美国 Syracuse 大学做 Research Associate, 从事 NMRI研究.在该校读了 CS 硕士. 

之后在 Telecommunication, DHS, DOD, CMS 等领域从事计算机软件工作. 

秉承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 多年来我一直在参与社区服务.包括在 GMU 大学帮助中国留学

生, 如接机, 购物, 租房, 办银行卡, 考驾照, 搬家,看病, 急诊, 游山玩水/BBQ; 参与教会中帮助

新移民的工作; 也多次在大选中担任 Election office/poll greeter.  

在这期间也曾资助过中国贫困学生. 多次参加医疗队到中东帮助难民. 

盼望有机会服务各位校友. 

 

王明杰 – 自动化 1981  

过去几年，作为校友会理事，参加组织校友会的活动。之前作为志愿者，参加希望中文学

校组织工作。引导孩子们学习中文，弘扬中华文化。 

 

王峥 – 生物系 1989  

1994 年赴美留学，1998 年在 DC 地区工作。目前从事 IT 方面的工作。平时喜欢旅游慢

跑，结交新朋友，性格开朗。 

 

 

 



王英子– 社会科学实验班 2014  

王英子，女，湖北武汉人，清华大学 2018 届本科毕业生，2014 年-2018 年就读于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国际政治学系，2018 年-2020 年就读于美国乔治城大学，2018 年下半年加入

大华府地区清华校友会至今，现于纽约工作，虽迁居外州，但仍愿继续为大华府地区清华

校友会服务，期待为大华府地区校友组织更多活动贡献绵薄之力。 

 

邢飞 – 数学 2002  

分别于 2006 年及 2008 年获得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和硕士。2013年于田纳西大学获得数学博

士学位以及统计硕士学位。从 2013 年至今在 DC的一家政策研究公司做数据科学相关工

作，现任 director of data science。2015-2018 年任大华府清华校友会理事。从 2018 年至今

任大华府清华校友会副会长。从 2021 年底至今，任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理事。 

 

叶刚 – 电机 1999  

叶刚是电机系 99 级校友，清华毕业后赴美在杜克大学获得了电子及计算机工程的硕士和

博士学位。之后从工程技术转型到法律，加入了飞翰律师事务所（Finnegan）从事知识产

权法相关工作，同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2018年叶刚和几位同

是“中国留学生”的朋友共同创立了百琞律师事务所（Bayes PLLC），旨在提供涉及美国知

识产权法的精品服务。成立近四年来，百琞帮助中美两地从初创公司到跨国集团的众多客

户制定并发展了知识产权战略，助力多家企业成功上市。同时成功解决了多起知产争端，

包括专利侵权，商标异议，电商平台知产纠纷等案件。 

 

钟家钰– 生物科学与技术 1994  

我已经担任了一届理事，很遗憾虽然想多贡献，但是因为客观因素，最后做得不如自己最

开始期望的多。同时，我也很感激很多理事花了很多时间传帮带以及处理具体的事务。现

在我想进入理事会，是因为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对绝大多数校友有益。我希望

校友会作为校友的信息交换中心，能够提供各方面重要的信息，包括新来的校友的读书、

求职、换行、交友等等，也包括在美国安定下来的校友之间交流职场经验、孩子教育、吃

穿住行的求助分享、各种兴趣爱好活动、各种维权、美国参政议政、本地华人社区活动等

等。我们校友各行各业的精英很多，这是我们的资源和巨大的优势，但是校友会需要建成

一个有序向前发展的组织，才能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为绝大多数校友提供助力。现在我们

的校友会已经有不少交流互助，但是本可以更多。会长职责太多，影响会长的工作或者家

庭；别的理事会成员很多时候有时间却没有事情做；同时一些校友之间在微信群中的小摩

擦并没有人来消解，有人发言给大家很多教益却被要求少说，这些都阻碍了微信群讨论的

功能的充分发挥。这些可以通过理事会分工和制定较细的校友会规则来趋利避害。而这些

结构的设计，我和志同道合的理事可以利用我在几个华人社团里面的义工经验以及对于美

国法律的了解来完成，而且这个工作我们可以在有空的时候做。谢谢！ 

 

张晓晗 – 化工高分子 1993 

1993-1998 年在清华化工系高分子专业学习，留美后在 Lehigh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学位。

在宾州和佛吉尼亚州居住十余年。业余爱好广泛，在清华期间积极参加艺术社团活动。自

从清华毕业以来一直得到校友们的关心和帮助，也希望能有机会为大华府地区的校友们服

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