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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选人简历 

校长候选人： 刘 建 

1988 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 1991 年获清华大学硕士; 1991-1994

年 从教清华大学, 讲师职称, 1994 年获得北京市优秀青年教师

荣誉。1998 年获得 UCLA 化学博士学位; 1998-2001 年 UC 

Irvine 和 UPenn 完成 3 年博士后研究; 2001 年至今 Merck & 

Co., Inc.  从事新药开发。 

我们全家自 2002 年成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成员, 我太太, 

14 岁的女儿和 10 岁的儿子都在爱迪生中文学校注册了课程。 

 

 

中文学校是我们全家每周末最佳的去处。我自 2005 年开始参 

与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财务审计, 2007-2009 进入华夏爱迪生

中文学校理事会, 担任理事会的财务总监, 负责过学校两年的财

务审计, 我曾多次参加华夏中文学校田径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2010-2011 学年我出来做了一年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校长, 带领

中文学校迁至木桥市高中, 和大家一起面对这一转变, 帮助中文

学校顺利度过转折期, 保证了中文学校中文教学和文体课正常进

行。在此我衷心感谢全校家长和学生的积极配合, 以及教务组, 

理事会和家长会的努力工作。 

今年我愿意再竞选校长一职, 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继续服务，

希望能得到更多家长的支持。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是我们大家

的学校，需要全体成员家庭的共同参与和支持，我们的学校才

能够越办越好。今年我们会通过举办更多的活动来吸引家长来

参与家长会的工作，来了解学校理事会的职能以及教务组的运

行，并由此来发现和培养学校未来的管理人才. 

同时我们要加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与周围社区的联系，包括

木桥市和爱迪生市，我校将继续在木桥市高中办学，我们会继

续保持与木桥市教委和高中的良好关系，更多更好地利用木桥

市高中的设施办好我们的中文和文体课。我们还要进一步寻求

各方的支持, 包括爱迪生市教委对中文学校的支持，为我校的爱

迪生市居民争取更多的利益。今年我们要帮助中文学校吸引更

多新学生包括非中国血统学生来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 

请大家投我一票, 我一定会和全体同学, 家长, 老师及学校的管理

同仁共同努力, 继续把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办成华夏大家庭里最

好的学校之一。 谢谢大家的支持。 

副校长候选人： 丁燕波  

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士,硕士学位; 1985 年留校任教; 曾获得北

京市青年教师优秀论文奖, 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 1989 年日本

国立研究所访问学者; 1995 年获 Rutgers 化学博士学位; Ciba-

Geigy 博士后. 1997 年改行电脑至今, 现从事计算机软件顾问工

作。  

自从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 1998 年成立，作为一位华夏学生家长

成为了华夏爱迪生大家庭的一员。参与过各种学校活动如财务

查帐, 华夏运动会等。2006 年– 2008 年服务于华夏爱迪生中文

学校理事会。除了女儿, 儿子在华夏爱迪生学中文外, 我本人喜

欢在中文学校打排球, 参与股票俱乐部的活动等。 

爱迪生中文学校之所以有今天的健康稳步发展，与多年来许许

多多学校自愿者无私贡献分不开的。我愿意竞选副校长一职, 为

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服务。如当选，我将尽力协助校长工作，

为学校正常运行，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与校务，家长会及全体

家长一道，把爱迪生中文学校越办越好。最后, 希望大家一起努

力有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把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迁回到爱迪生。 

请投我一票,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2011-2012 学年我校选举 

今年的校长，副校长，家长会会长，理事会理事的选举将于 6 

月 5 日下午 2：45 - 4：00 举行。 本期通讯刊登了候选人的简

历。候选人将于 2：45 在餐厅与家长们见面。希望各位家长

积极参与并踊跃投票。 

在此我校对刘建，丁燕波，陈文华，孙康，丁崴和李广华能

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我校服务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希望

各位家长， 特别是年轻的家长们，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各项

工作和活动中来。把我们的中文学校越办越好。 

 
 网上注册步骤和注意事项 

我校新的网上注册系统已于 5 月 29 日开通。家长们能一次完

成网上注册及缴费。以下网上是注册的步骤： 

1． 进入您的家庭账号或建立新账号 

2． 按注册或更新注册课程 

3． 同意注册条例 

4． 选择学生及课程 

5． 点击提交 (Submit) 

6． 点击 Paypal check out 

7． 建立 Paypal 账号并用信用卡付款 

8． 付款完毕必须耐心等待浏览器链接回到注册系统并显示

您选的课程已改为注册。这一步极其重要。如您已付款

而系统未能更改您的注册，请打印出注册单到教务处更

改或电邮 求助与建议 Question & Comments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新系统， 希望家长们能保留注册记录以便

日后查寻。 

http://www.hxedi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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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会长候选人： 陈文华 

获得瑞典皇家工学院博士学位。一九九八年来美。一直从事

表面物理及表面化学领域内的科研工作。多年来，积极热心

地参加社区及中文学校组织的活动，并支持家人参与。丈夫

曾义务为中文学校服务了一年。大儿子在中文学校学习并做

了三年义工。小儿子已读至标准中文三年级。本人经常协助

儿子的中文课老师组织班级活动。在社区少年象棋俱乐部和

中文学校象棋班义务服务了多年。自去年以来，帮助社区及

中文学校组织了多项活动，如为重建玉树义卖筹款，组建儿

童象棋和围棋俱乐部，组织唐诗朗诵表演代表中文学校参加

年度华夏之星演出(由二年级一班卢叆仪老师编写了剧本并

制作了唐装)，负责兔年中文学校春节晚会的舞台设计及装

饰，筹办中文学校象棋班的象棋比赛促使中文学校青少年和

成人义工团队发展壮大等等。此次如能获得大家的信任当

选，一定竭尽全力为中文学校服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校理事会理事候选人 

丁崴 

1991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获

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包括在NCBI 从事博士后研究，

后在医药公司先林保雅，默克工作至今。 

丁崴和太太育有两个儿子，现分别就读于爱迪生中文学校三

年级和五年级。全家人积极参与中文学校及社区的各项活

动。 

华夏中文学校的成功和发展，与各位老师，家长，和义工多

年的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很乐意参选学校理事会，为

中文学校服务。如能获得大家信任，将尽全力履行职责，为

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李广华  

1989 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生物工程专业。曾就职广州市医

药建设开发公司。出国前任赫斯特(Hoechst) 中国有限公司贝

林制药部华南区营销主管。1994 年赴美就读于 SDSU，并获分

子微生物学硕士学位。1997 年加入先灵葆雅(Schering-Plough) 

制药公司，现任职于默克(Merck) 制药公司，从事生物药品研

发工作。目前业余在 Rutgers University 攻读 MBA 学位。 

我和太太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分别在华夏爱迪生中文

学校读三年级和一年级。自 2008 年加入中文学校以来，我曾

参与组织中国象棋比赛及尽可能地为学校做一些志愿工作。 

今天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能为大家提供如此良好的学习中国文

化的环境，是多年来众多家长，老师和志愿者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中文学校能否持续性地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更多家长和

志愿者的参与。本着这种服务学校回馈社区的精神，我愿意通

过加入校理事会为大家多做一些实事。这次选举如能获得大家

信任当选，本人将尽全力履行理事职责。 

 

孙康 

1987-1991 年杭州大学本科; 

1991 – 1999 年中国银行 

2000-2001 University of Memphis 硕士 

2001-2003 University of Memphis 博士  

2003-2005 正大集团，上海  

2006-至今 JQK International INC. 旅游代理  

今年是我们在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第六个学年,我曾参与两

次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的财务审计和参加华夏中文学校田径运

动会的后勤服务工作。 

今年我愿意竞选校理事一职，为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服务，协

助学校领导举办更多的活动,希望能得到更多家长的支持。 

请大家投我一票, 我一定会和全体同学, 家长, 老师及学校的管

理同仁共同努力, 继续把华夏爱迪生中文学校办成华夏大家庭

里最好的学校之一。  

谢谢大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