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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 2011-2015 活动合辑 

          暨迎接 2016 Young Jiao Tong /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Career Development Forum 

交通大学休斯顿地区校友会（Jiao Tong / Chiao T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 Greater Houston Chapter (JTU/CTU AA-Houston) 

 
一年一度的交通大学大休斯顿地区校友

青年校友职业发展论坛，将如期于2016年9

月10日(周六)上午九点至中午十二点半在恒

丰银行12楼（American First National Bank -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举行。

值此盛会之前，我们对过去五年（2011-

2015）举办青年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以

下简称“论坛”）的经验进行总结。我们主

要从三部分展开，包括 

1. 历年活动回顾（2011-2015） 

2. 活动花絮 

3. 2016嘉宾简介 

1.1 始于 2011 

我们感谢首期的演讲嘉宾，他们是埃克森

美孚项目经理黄晓军博士，OffshoreTech 

LLC 公司总裁李建勋，休斯顿大学 Clear 

Lake 分校计算机系系主任施麗紋教授，

Technip USA 立管部经理宋儒鑫博士，

INTECSEA 副总裁吴春发博士，以及德州南方

大学科技学院院长于雷教授。主题演讲嘉宾

黄晓军博士从为什么选择埃克森美孚开始，

分享了自己如何从一位研究人员脱颖而出迅

速成长为一位项目经理的成功经历。在接下

来的专题讨论中，施麗紋教授从自己的美国

求学开始娓娓道来，强调了导师对学生的培

养和职业推荐；于雷教授细细分享了自己如

何申请成为德州南方大学科技学院院长，着

重介绍了美国大学教授的招聘流程及遴选准

则；宋儒鑫博士从一个部门经理的角度，给

青年交大校友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包

括简历的润色、面试技巧、如何与老板共事

以及职业网络的建立等。吴春发博士和李建

勋先生则和大家一同分享了自己在海洋工程

领域的创业史，对青年交大校友的创业提出

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2011 年 10 月 14 日“华夏时报”作了题为

《两岸三地交大校友休斯敦论剑》的报道。

同日的“美中信使报”也做了相关报道，并

登出了我们活动的首张全家福。 

 

图 1：“美中信使报”对 2011 年的活动报道 

也感谢当时的校友会会长卓宗成先生，值

此开始我们每年的活动都是在恒丰银行举办，

每年都是他帮我们预定好会场。也感谢钱虹

和赵中民学长给我们提供了嘉宾的各种信息。

特别感谢来自五个校区的联络人：葛瀚骋，

房茂鹏，苏志勇，余小川，杨欣媛，张帆，

許裕彬，林子斌。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确

定了我们论坛的议题并且邀请了 70 多位同

学及年轻校友参与了我们的活动。 

1.2 2012 继续前行 

2012 年的青年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于

10 月 6 日同样在恒丰银行 12 楼会议室将举

办，因为有 2011 年的经验，我们的组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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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显得较为轻松并且有序。共有 6 位知名校

友及友好人士与青年交大校友进行了面对面

的交流，包括 Criterium Systems 公司总裁

陳沅，德州仪器副总裁林坤山， COTEC 海洋

工程公司总裁罗勇博士，Technip USA 浮式

系统工程部主任万建安，德州农工大学

(TAMU)土木系教授王秀斌博士以及壳牌石油

交易员杨晓卓博士。我们共有 80 多位朋友

参加了我们这次活动。 

 

图 2：2012年论坛的演讲嘉宾及听众朋友全体合影 

 

图 3：2012年论坛的部分听众朋友以及各个交大校区

的横幅 

1.3 魅力 2013 

2013 年的第三届青年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

坛于 9 月 28 日继续在恒丰银行 12 楼会议室

顺利举办，我们的论坛由于知名度上升，现

场不仅座无虚席，后排更是站满听众。本届

论坛共有 6 位知名校友及友好人士与青年交

大校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包括德州南方

大 学 于 雷 教 授 ， Globalization 

Accelerator 公司总裁任一涛，Exile 公司

研发经理谈骏颐，Austin First Mortgage

公司总裁邬肖敏，SBM Atlantia 经理钟志滨，

前壳牌供应链主管方宏泰。我们共有 110 多

位朋友参加了我们这次活动。 

 

图 3：休斯敦知名华文媒体“魅力 Houston”对 2013

年的活动报道 

1.4 2014 我们井喷了 

交通大学大休斯顿地区校友会（上海、西

安、新竹、西南、北京）于美国中部时间 9

月 27 在休斯顿市成功举办了第 4 届青年交

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本次论坛的目的在于

促进北美青年交大校友与学长们的交流，借

鉴成功校友的经验，为青年校友的职业发展

提供帮助和支持。 

校友总会现任会长钱虹首先致词，欢迎各

位嘉宾、各位校友及友好人士。本次邀请了

9 位知名校友与 110 余位青年交大校友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会议由上海交通大学休斯

顿校友会会长吴晓雯主持。 

徐立新校友作为上海交大海洋船舶工程系

的代表：分享了从业就业经验，并且谈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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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Engineering 行业人才应该如何应

对经济 Cycle。徐璟琳和和黄薇校友从女性

工程师的角度和大家探讨了如何安排平衡生

活和工作以及如何在公司中不断晋升及拓宽

自己的 Responsibility。葛毅敏和李永刚校

友谈论了电子工程和 IT 在不同公司的职位

要求和对行业的展望。陶嘉和蔡真瀚校友探

讨了 Field Engineer 的具体情况和职业发

展道路，并且以动画的形式让在座的各位形

象地了解了工程师是怎么在海上的平台工作。

另外，沈立勇学长介绍了半导体行业的销售

职位，让大家了解了公司兼并中的 Dynamics。 

1.5 转型在 2015 

2014年的职业论坛之后，原油价格大跌

导致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波及到了大休斯顿

地区，各大石油和油服公司的重组、合并、

裁员等消息不绝于耳，给校友们的职业发展

和就业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另一方面，连

续数届职业论坛集中于能源领域的嘉宾阵容

也让大家期待新一届的论坛能有所改变。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2015年的职业论坛拓宽了

嘉宾的职业领域，除传统的能源领域之外，

在学术、投资、创业、移民等领域也邀请了

诸位成功人士为校友们分享各自的经验，拓

宽了大家的求职视野。会中还首次尝试了微

信群提问的新方式，满足了校友们踊跃提问

的热情。 

 

图 4：2015年论坛演讲全影一瞥 

嘉宾1：朱唯幹教授现任休斯顿大学物理

学院的杰出教授，同时兼任德州超导中心的

研究主管。 朱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

曾在Baylor和加州理工从事博士后研究，之

后进入IBM，工作6年之后重返学术界，潜心

学术已达30多年，发表论文逾400篇，指导

了27位博士毕业生，著有5本专著，拥有26

项专利。 

嘉宾2：沈学明学长毕业于上海交大船舶

与海洋工程学院，来美后获得建筑管理硕士

和西北大学Kellogg商学院的MBA学位。1997

年加入Hines地产开发投资公司后工作至今，

现任公司的Senior Managing Director，管

理约15亿美金的多国地产投资项目。 

嘉宾3：陈连祥学长从Texas A&M的海洋

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就职于

McDermott, Technip, SBM, AMC (Aker 

Marine Contractors) 等世界著名海洋工程

公 司 ， 负 责 过  Jacket, Spar, Semi-

submersible 等海上石油平台的设计、建造

和安装，拥有整整20年的海上石油平台工程

经验。他现任Dockwise工程公司美国分部的

Manager Engineering， 负责所有在美国的

工程设计安装项目。 

嘉宾4：孙静女士先后在休斯顿大学和莱

斯大学分别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和MBA学位。

孙女士在2005年创立了PCG公司并担任总裁

至今，已将其发展成为在中美两地具有多个

技术与管理团队的跨国公司，并已被业界公

认为休斯顿地区顶级的建筑图像设计事务所。

孙女士业余时间还兼任OCEF（海外中国教育

基金会）休斯顿分会的会长。 

2.1 活动花絮一：2014 年论坛会场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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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活动花絮二：2015 年论坛会场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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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活动花絮三：与傅文斗校友相识在青年

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作者：余小川）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碰到傅文

斗学长应当是在我们第一次“青年交大校友

职业发展论坛”，也即2011年10月8日。之

后，我们的交往非常愉快，傅学长很愿意和

我们这些年轻分享他过去的学习、生活甚至

是爱情经历。2014年8月9日我和几位年轻的

校友一起简单采访了一下傅学长。感谢上海

交大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我给他带来了傅学

长“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第八七毕业学员
学籍成绩表”， 训练时间从民国三十四年

（即公元1946年）从5月28日起至7月10日。

傅学长非常高兴能够收到这么意外的珍贵礼

物，由此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傅文斗学长祖籍江西，成长于江苏，

1947年从唐山交大毕业，经历了抗战。他很

早就参加过交大的同学会（相当于现在的校

友会），他对交大的同学会记忆深刻也非常

自豪。毕业后，他很快就被派到美国做翻译

员，之后就很顺利的留在了美国，经历了留

学、找工作、创业等，也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图7：采访傅文斗学长（左3） 

期间，我们对我们的访谈简单录音并录

像。正是和如傅学长等老校友近距离的交往，

我能够感受到老一辈交大人对新交大人的关

爱。作为晚辈，我觉得有责任、义务帮助记

录交大的历史，尤其是海外的历史，进而传

承交大的文化，做到“思源、致远”。惭愧

的是我还有很大一部分语音文件没有来处理，

希望将来有时间继续努力。 

 

 

3. 2016 年职业发展论坛嘉宾简介 

我们第六届青年交大校友职业发展论坛的筹

委会邀请了5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演讲嘉宾，

其中包括美国能源部的华人高管，土木工程

领域的LSU教授，著名石油公司的HR经理，

咨询公司CEO，以及律师事务所的联合创始

人。他们分别是： 

Ms. Margaret Lou –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Manager, National Energy 

Technology Laboratory (NETL),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Dr. Chao Sun – Assistant Professor,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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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aura Wang – HR Lead, Contingent 

Workforce Program, ConocoPhillips 

Mr. Yifeng Huang – CEO, PREDICTif 

Solutions 

Dr. Fan Chen – Co-founder and 

Managing Partner of Nguyen & Chen, LLP 

      他们每个人都会从各自所处行业的角

度为大家提供宝贵经验，拓宽年轻人职业发

展的视野，并讨论他们认为对职业发展有帮

助的建议。在嘉宾演讲结束后，我们还会专

门预留Q&A的环节，让嘉宾们现场解答校友

们所关心的问题。 

 

嘉宾邀请人： 赵中民、钱虹、卓宗成、王

哲等。 

策划：交通大学大休斯顿地区校友会全体委

员及顾问（2015-2017） - 余小川, 連建鰲、

赵伟雄、方鮀生、孫堯晨、郑卫忠、吴晓雯、

丁旭红、白彦斌、那日松、唐孝端、肖湘豫、

田翔、姜明亮、李旭、徐毅、王硕、卓衛傑、

崔越、高美和、談駿頤、潘盈安、赵中民、

杨俊、林振信、卓宗成、钱虹等。 

编辑：余小川, 孫堯晨、唐孝端、崔越、范

巍、白彦彬、吴晓雯、王哲、钱虹、連建鰲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