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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德堡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VUCSSA(2017-

2018 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安思霖 

基本信息  

姓名：安思霖 

性别：男 

院系：Art & Science college 

电子邮箱：silin.an@vanderbilt.edu 

个人简历  

2016 秋季学期开始到 2017 春季学期结束，积

极参加或策划 VUCSSA 的每次活动。 

2016 秋季，以学生身份参加 VUCSSA 组织的

新生 BBQ 活动。 

2016 秋季，以演员身份参加 VUCSSA 主办的

中秋晚会。 

2016 秋季，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与 VUCSSA 羽毛球比赛的筹备。 

2017 春季，以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身份策划 VUCSSA 春节晚会。 

2017 春季，以主要组织者的身份策划 VUCSSA 篮球比赛。 

个人陈述  

目前为止，我加入 VUCSSA 已经将近一个学年。在 VUCSSA 的各个活动的参与或策划中，

我得到了很多有关学生会活动策划和服务纳城华人的宝贵经验。2017年春季，我第一次作

为策划团队中的一员与各位学长学姐合作举办 VUCSSA 春节晚会，过程中了解到了整个晚会活动

大体的流程，需要注意的细节，以及准备工作开展的方式。 

在刚刚结束的 VUCSSA 篮球比赛中，我已主要策划人的身份参与活动，不仅收获了活动策划

的经验，而且还结交了许多常年生活在纳什维尔的中国朋友。 

虽然有时候 VUCSSA 的工作有些繁重，但对我来说，这些工作不仅充实了我的大学生活，还

帮助我认识了更多朋友。相信在下个学年的工作中，我能为学生会付出更多努力，得到更多收

获！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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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李政男 

基本信息  

姓名：李政男（Aaron） 

性别：男 

院系：文理学院 

电子邮箱：zhengnan.li@vanderbilt.edu 

个人简历  

高中时曾担任过企划部部长，有过策划与组

织许多大型活动的经验，比如游园会，模联

大会等。如果能加入 VUCSSA, 希望能够加

入策划中秋晚会，或春晚等活动的团队。高

中时有过许多主持许多大型活动或者晚会的

经验，比如运动会，艺术节等，如果

VUCSSA 的各种活动缺少主持人，可以 及

时顶上。我也参加过许多文艺表演，希望能

够在 VUCSSA 的舞台上有所表现。 

 

个人陈述  

一大二的我全身心投入在学习，在枯

燥的与学习相伴的时光里，是

VUCSSA 的各种活动让我能在忙碌中有所

喘息。转眼就要迈入大三了，已经适应了

Vandy节奏的我，想要加入这个让我无比憧

憬的团队，让我能够从一为参与者变成组织

者，以另一种视角来体验。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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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徐欣妍 

基本信息  

 

姓名：徐欣妍 （Angelina） 

性别：女 

院系：Peabody教育学院 经济学 

及人类发展学本科在读 

电子邮箱：xinyan.xu@vanderbilt.edu 

 

 

 

 

 

 

 

个人简历及陈述 

是徐欣妍，现在是经济学以及人类发展学（H.O.D.）本科在读的大二学生，同时也是

VUCSSA 现任的常务副主席。  

作为中秋晚会和春晚的总导演，我主要负责中秋晚会和春节晚会的策划，海选节目，安排场

地，表演顺序，以及晚会当天的总体流程和细节。同时，我也协助闫宇主席及 VUCSSA 其他成员

们策划及组织了新生联谊烧烤，3vs3 篮球赛， 羽毛球赛等各项大小活动。  

在这一年的工作中，我在 VUCSSA 认识了很多朋友，体验了举办活动的成就感。同时也在处

理各类突发情况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收获了成长。我觉得在 VUCSSA 的这一年是我人生中很

重要且宝贵的经历，因此，在新的一年中，我希望能为继续为大家服务，为团结大纳城地区的华

人家庭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此次我希望能继续连任常务副主席一职。我觉得我有以下的能力与经验，能够胜任此职位： 

1. 具有较强的组织及领导能力。在高中期间，我曾组织两次 200+人次参加的 TEDx 演讲活动

以及其他学校和社会各项活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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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重细节，且善于综合协调各部门。在范德堡，除了担任 VUCSSA 的副主席一职，我还是

AcFee 委员会的一员，和其他六个部门一起协调合作，负责将 180 万美元的年度学生活动基金合

理的分配给各个社团； 

3. 对服务大家有极高的热情。大一作为一名新生到达纳什维尔的第一天，就受到了 VUCSSA

各位学长学姐的照顾。因此，我也希望通过连任副主席一职，更好的服务大家； 

4. 对 VUCSSA 活动十分熟悉。作为现任 VUCSSA 的一员，我积极参与学生会的活动，在每

月例会中提出意见与建议，对 VUCSSA 的目标，宗旨，活动及流程都非常了解。 

我相信我的经验和能力能为 VUCSSA 的未来发展带来一定的贡献，也诚挚希望能在新的一年

中继续在 VUCSSA 为大家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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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李一苇 

基本信息  

 

姓名：李一苇 

性别：女 

院系：文理学院心理学专业大二学生 

电子邮箱：yiwei.li@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2010 年 7 月至 2011 年 1月 The Chinese Club at 

Jefferson Junior High School 社团创始人兼负责人 

2011 年 1 月 杰弗逊初中 杰出社团领袖 

2012 年 8 月至 2015 年 7月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志愿者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7月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班长 

2013 年 9 月至 2014 年 9月 中科院心理所 高中实验助理组长 

 

个人陈述  

 

年转学过来，一路很感激 VUCSSA 及其成员给予我的帮助和鼓舞。陆续开展的活动里，不

论是家具赠馈、新生接送，还是月满纳城、春节晚会，篮球、羽毛球比赛，都很好地建筑了

与纳什维尔华人团体之间的联系和范德堡社群内部的凝聚力。今年，蒙受照顾的我也想值此机遇

站出身来，接过前辈们的火炬，投入新的焰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因为愿景是能在新的学年里

策划并推出量更多质更优的活动，贴合口味与需求，为大家提供繁重课业、忙碌事业的出口，我

此次想竞选的职务是文娱副主席。谢谢大家支持！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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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陈思琪 

基本信息  

 

姓名：陈思琪 

性别：女 

院系：Peabody College 

邮箱：siqi.chen@vanderbilt.edu 

 

 

 

 

 

 

 

 

个人简历及陈述 

家好， 我叫陈思琪。我现在是一名大二在读的学生。我的专业是经济和人类学。这次我想

要竞选副主席的职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担任了文娱部助理的职位，帮助文娱部策划重

要的活动，设计海报以及宣传。在与其他 VUCSSA 成员公事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初期策划到最后各个部门的落实与执行的一整个流程。除此以外，我学会了怎么为人处事、

怎么忍耐、怎么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解决矛盾。这一年的锻炼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懂得

从大局观出发思考问题，而正是这些提升让我觉得我可以胜任这个职位，承担应有的责任，服务

大家。 

VUCSSA 除了是一个学生社团，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避风港。它宛如连接留美华人学者与

家乡的纽带。每每临近春节以及中秋节日期间，VUCSSA 举办的晚会把大家都聚集在一个屋檐下，

共同庆祝分享喜悦。我觉得这些活动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年我可以与其他成员

尽心尽力策划更多精彩纷呈的节目给大家，让大家在美国也能感到家乡的温暖。在过去的工作中，

我也感受到了来自成员们的温暖。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一起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这也是我想要继续呆在 VUCSSA 奉献我的一份力量的原因。 

我希望在未来的一年里，成员们可以一起策划更多的活动，除了已有的固定活动以外。我认

为可以吸引更多的本科学生群里通过组织每月活动，比如职业规划讲座，厨艺大赛等等。这些活

动可以更加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同时启到宣传 VUCSSA 的效果。在此，我愿意尽到自己的微薄

之力，全心全意为在美学者们服务，在工作中完善自己，学会倾听与合作。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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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刘丹 

基本信息  

姓名：刘丹 

性别：女 

学院：Peabody College 

专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M.Ed.) 

邮箱：dan.liu@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世界女子网球协会(WTA)武汉网球公开赛 – 

外籍赛事总监助理译员 

- 担任外籍赛事总监 Fabrice Chouquet 先生的

助理译员，赛前负责大赛文宣材料的笔译及

审校，赛期负责陪同口译工作 

- 负责国际女子职业网联 (WTA) 亚洲区总裁

Peter Johnston 先生在抽签仪式发言的交替传

译工作；接待参赛球员 Agnieszka Radwanska，

提供陪同口译并协调其赛期活动安排 

- 获 2014WTA 武汉网球公开赛“优秀志愿者” (5%) 

武汉大学学生会 – 人力资源部 

- 负责武汉大学学生会秋季招新、精细化考核及团队文化建设工作 

- 担任校学生会“2013-2014 年终盛典”晚会总导演，负责晚会全程策划执行与监督，晚会共计有院

校两级学生会成员 500 余人参加 

- 带领团队成功主办“体育嘉年华”系列大型户外体育活动 

- 获“武汉大学优秀学生干部” “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等 

个人陈述  

我经历过的国内本科学生会不同，VUCSSA 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生自治系统，而更像是纳村学

生在这里的一个共享互助平台。在学生会任职的近一年来，从中秋到春晚，晚会对我来说

已经不只是一次活动，而算是一种寄托，是那时在这座节日气氛并不浓厚的城市里给我温暖与归

属感的地方。纳村华人不多，才更让我感到 VUCSSA 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希望接下来的一年能

够有机会继续参与到 VUCSSA 的工作中，带着之前做学生组织的经历，将温暖与归属感带给更多

的人。 

与 



8 

 

候选人：李雪琦 

基本信息  

 

姓名：李雪琦 

性别：女 

学院：Peabody College 

专业：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ELL) 

邮箱：xueqi.li@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武汉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爱心仓储项目部 副部长 

武汉大学模拟 APEC 协会 副部长 

益启慈善 2015 模拟基金会 委员 

武汉大学 2013 年年度“优秀青年志愿者” 

多次荣获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社会活动积

极分子”称号 

 

个人陈述  

 

眼间来到 VUCSSA 已有一年，从初来乍到时感受新生送家具的温暖，到荣幸成为组织中的

一员；从“月满纳城”中秋晚会的圆满落幕，到鸡年春晚敲响辞旧迎新的钟声。VUCSSA 带给

我的，我相信也是带给纳村万千华人学生学者们的，是一种彼此共同的感情寄托，让我们这些身

居海外的学子们都能感受到家乡的温暖。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继续留在 VUCSSA 最重要的

原因。 

这一年来，我在 VUCSSA 收获了许多，亲和有爱的组织氛围培养了组织成员互相之间的友谊

和信任，也使得每项活动的工作安排都得以更加高效地开展，且每一项活动的筹办于我而言也都

是一次自身能力的锻炼。十分感恩能够收获这样的体验，在接下来一年中，我也希望能够为这个

组织带去更多。基于全心全意为纳村华人学生学者服务的出发点，我由衷希望能够为 VUCSSA 更

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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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李浩宇 

基本信息  

 

姓名：李浩宇 

性别：男 

院系：工程学院计算机工程 

电子邮箱：haoyu.li@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Member, Vanderbilt Student Volunteer for Science                   

Member, Vanderbilt Robotics Club                                 

President, RDFZ Laboratory of Space Science                        

2016 – present 

2016 – present 

2013 – 2015 

Host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occer Tournament; coordinator of its evening party 

 

个人陈述  

年 9月，VUCSSA让刚迈入校园不到 30天的我站在 Sarratt Cinema 担任中秋晚会的主持。

我不曾想过能得到这个机会，不曾料到就这样结识了许多从本科到博士的学长学姐，也从未

期待会如此之快的放下对大学生活的不安和戒备。也因此，我想成为它的一份子，尽己所能的为

vandy中国学生提供融入校园的渠道，交流的平台以及在佳节里能共同欢庆的“组织”。它为我

做过的事情，我希望能继续为更多的人做下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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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王舒扬 

基本信息  

 

 

 

 

 

 

 

 

 

 

 

 

 

 

 

 

姓名：王舒扬 

性别：女 

学院：Peabody College 

专业：M.Ed in Child Studies 

邮箱：shuyang.wang.1@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Co-founder and Vice President of Vanderbilt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uncil, 2016 

Secretary of Furman University Chi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2014 

Psi Chi: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Honor Society, member sinc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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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陈述  

位 Nashville 的华人学生学者大家好，我是王舒扬，是 Peabody教育学院的第一年研究生。

我要竞选的职位是分管副主席。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参加了 VUCSSA 组织的各种活动，比如

说新生烧烤，中秋晚会，和篮球赛。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个组织所做的工作和努力给我们 Nashville

华人群体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积极在校园内传播中国文化，也给我们新生们很多支持和帮助。

在 Vandy读书的第二年，我想加入 VUCSSA, 成为它的一份子，把它变得更好。我在读本科的时

候曾经担任学校的中国学生会的秘书长，有丰富的组织协调和活动举办的经验。下学年我还将担

任 VUISC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uncil) 的副主席，这是一个在范德堡由学生领导的社团，目标是

帮助所有的 Vandy 国际生更好的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生交流平台。我

认为我的这个职务能帮助 VUCSSA 更好的传播中国文化，在学校的国际化社团之中有更重要角色。

我对于国际学生的社团领导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工作中我非常注意团队的沟通和交流，拥有较

好的领导力和合作能力，能够在团队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请投我一票谢谢大家～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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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孙旖旎 

基本信息  

姓名：孙旖旎 

性别：女 

学院：Department of Hearing and Speech Sciences, School of Medicine 

专业：Doctor of Audiology 

邮箱：yini.sun@vanderbilt.edu 

 

 

 

 

 

 

 

 

 

 

 

 

 

 

 

相关个人简历  

Tennessee Department of Health /新生儿听力筛查随访团队志愿者 2017 年 1 月至今 

Mama Lere Hearing School / 志愿者 2016 年 10 月 – 2016 年 12 月 

Clowder House Foundation/W.A.G.S, YMCA 志愿者 2014 年 9 月 – 2015 年 9月 

Sharing with a Purpose (SWAP) of WUSTL / 活动策划 2013 年 9 月 – 2014 年 5 月 

Radial Grooves (范德堡大学医学院清唱团) / 成员 2016 年 9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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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r New Year Festival-Washington University/演出策划及演员 2014 年 9月 – 2016 年 2 月 

Washington University Concert Choir / 成员 2012 年 9 月 – 2015 年 12 月 

Midwest Conference on Asian Affairs 2015/演出策划及演员 2015 年 10 月 17日 

2014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主题馆办公室 2014 年 7月 – 2014 年 8 月 

个人陈述  

UCSSA 的各位会员： 

你们好！  

谢谢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个人陈述。我叫孙旖旎，非常希望能出任新一届执委

会文娱副主席一职，为大家 2017-2018 学年度的文化生活付出努力和热情。在这篇陈述中，我想

介绍一下我竞选这个位置的动力以及我能为它带来的？？。 

一场精彩的演出能带给观众什么？是观看时酣畅淋漓的快乐和回味时美盈于心的满足感。从

小接触音乐、舞蹈的我深深地为这种体验着迷。而当我作为表演者参加排练、参与节目的策划和

整合、最终坐在台上呈现作品的时候，我看到的更多是舞台背后的力量，是组织者的理念、演员

对作品的打磨和工作人员一遍一遍的支持与配合。这种执着和对完美的追求也打动着我。因此，

作为文娱副主席，负责 VUCSSA 两场规模最大的演出，集结有才能的同学、表达自己对文化的理

解、把美好的观看体验带给大家，是我想通过这个位置来完成的事情。  

除了上述的愿望，我参选的动力来源于自己组织演出方面的经验。因为从小学就开始参加民

乐团、合唱团，我亲身经历并学习了专场演出的生成过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2012 年在青岛

市奥帆中心大剧院举办的民族音乐会《黄钟大吕写春秋》，从筹划到登台的全程参与让我对民乐

表演的创新和“可看性”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段经历也帮助我在大学期间登上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和 Midwest Conference for Asian Affairs 等亚洲文化活动的舞台并接受各所大学及华人社区

的邀请以展示现代民乐的魅力。  

凭借音乐方面的爱好，我有幸接触到纳什维尔地区很多出色的表演家和团体，比如范德堡大

学医学院的清唱团 Radial Grooves、Middl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民乐团的老师们、世界音乐

乐队 World Fiddle Ensemble 和许多有文艺特长的同学。我希望能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演出，为观

众带来新的视听感受。  

我认为文娱副主席的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关注细节、在繁多的事务中有条不紊、与不同职

能部门的人沟通合作。幸运的是，我在实验室与学校档案馆的工作经历加强了我对细节的敏感度

和处理能力，也让我学会从大量信息中找出头绪、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参加不同的社区服务和

文化活动让我得以与形形色色的人交流，更让我感受到参与其中、与人共事的快乐。希望各位会

员可以给我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机会。  

再次感谢你们！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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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张晓歌 

基本信息  

 

姓名：张晓歌 

性别：女 

学院：Peabody College 

专业：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邮箱：xiaoge.c.zhang@vanderbilt.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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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个人简历  

本科中国学生会财务助理 

- 负责历年学生会财务报表 

- 参与 CSSA 各项活动 

本科宿舍管理员 

- 负责宿舍学生管理工作 

- 策划宿舍活动与每周板报 

United Nations 人力资源实习 

- 负责组织员工及员工家属活动 

2016 届 VUCSSA 成员 

- 参与组织各项活动 

- 负责活动采购 

个人陈述  

去的一个学年里，我荣幸的成为了 16 届 VUCSSA 的一员。在为 VUCSSA 和 Vanderbilt 华

人服务的过程中我也在成长。今天，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坚信自己拥有作为学生会财务

副主席所必须的个人优良品质。 

首先，作为 VUCSSA 现任的一名成员，不管是 VUCSSA 的工作流程还是工作内容，我都已

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在高中和大学我也都曾担任学生会的重要成员。作为就读于美国名校的研究

生，我自认为我学习能力很强，会在最短时间内掌握财务副主席所有的工作细节。如果工作上有

任何不足，我也一定会虚心改正。 

其次，相信很多同学朋友都已经知道，我非常乐于助人，愿意花时间投入到 VUCSSA 的工作

中去，更愿意服务 Vanderbilt 的学生学者以及纳城周边的华人社区。而且我乐观开朗，有我存在

的地方总会有欢声笑语。我愿意把更多的欢乐带给 VUCSSA 以及任何需要我朋友身边。 

第三，我认真负责，虽然不是人工计算器也对数字没有特别的敏感度，但是我相信在管理财

务支出上我会绝对仔细不出差错。本科专业与现状研究生就读专业虽然与财务不相关，但是我持

有 Business 辅修学位，以及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ertificate。在大学期间也必修了 Economics, 

Accounting，Finance, Marketing 等相关课程。  

最后，我在美国生活已 10 年，熟悉美国环境习俗，也对纳城有了很多了解。我觉得我 10 年

留美经验一定能帮助到 Vanderbilt 的留学生学者们。 

VUCSSA 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像一个家庭。我希望我还能有这个荣幸，作为财务

副主席，继续与大家一起在这个大家庭里成长进步，度过我留美的另一年！ 

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