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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 
第 12 届选举的说明 

 

总会选举情况 
2017 年 4 月 1 日，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在美国华盛顿首府举行了第 12 届换届选举大
会。换届选举部分由刘风强主持。选举结果如下： 
首席副会长候选人：彭寿臣，张磊。彭寿臣 16:9 票当选 
理事长候选人：汤学武，田平春。汤学武 18:7 票当选 
监事长候选人：孙连生，辛洪军。孙连生 17:8 票当选 
总会会长没有选举，是因为 2015 年总会会议决定由刘风强接任。 
 
候选人状况： 
彭寿臣：旧金山齐鲁会馆推荐 
张磊：非美南休斯顿同乡会推荐，非总会理事代表 
汤学武：纽约山东同乡会推荐 
田平春：南加州山东同乡会推荐 
孙连生：纽约山东同乡会推荐 
辛洪军：非大华府同乡会推荐，非总会理事代表 
选举结果在下午 4:45-5:00 产生，投票记录如下，当天晚上华盛顿总领馆，国会议员及全
美山东同乡总会代表在大华府换届晚宴表示了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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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刘风强宣布选举无效 
 
5 月 22 日，在选举结束近两个月后，大华府孙强首先在外面的全美山东同乡微信群发出
质疑消息，署名田平春，孙强，张磊，修宗明，辛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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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风强接着宣布总会 4/1 号选举无效（这是在他号召总会的各分会代表去参加省侨办 5 月
2 日研习班之后近一个月的时候），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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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总会紧急理事会 
刘风强的对外宣布选举无效从未在理事会内部讨论过。消息一发，引起极大反响。总会理
事长汤学武当晚召开了紧急的总会理监事会议, 共有 18 名理事会代表参加（超过半
数），请看附件 1【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理监事会 2017-5-22 会议纪要（内部通
报）】, 要点是： 

1. 一致表决： 今年四月 1 日总会华盛顿首府会议的选举是透明，公平，公正，民主
的选举，是合法有效的；民主投票表决结果表达了多数代表的意愿。对刘风强无视
民主制度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警告，提议并呼吁刘风强尊重总会选举结果，回归总
会，以大局为重，切身实地的落实总会工作。 

2. 理监事会决定成立一个七人工作组与刘风强会长做近一步的沟通。七人工作组包
括：于文孝（前总会会长），张啟智（前总会会长），孙铁汉（前总会会长），于
泽伟（前总会会长），汤学武（理事长），孙连生（监事长），王幼伟（新泽西理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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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对五人提出的选举质疑的答复 
刘风强请孙强于 1 月 23 日通知全美代表 4/1 来华府参加“两年一次的换届选举及会长交
接“会议，却没有遵循总会历史提前 1-2 个月发出参选通知，会议日程直到会议前三天才
发出。刘风强作为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前理事长/现会长，依会议规范应召集代表大
会主持讨论会务及选举各项主要职务。该换届选举及会长交接大会既已于本年 4 月 1 日
举行完毕，并依会议规范由合法选举程序，选出各项成员，并在会议圆满举行完毕，刘总
会长应无任何理由及立场会自认为会议中有不合会议规范之事。而且在会议中孙强等五人
并未提出所指不实之质疑。否则大家应该在全会会议中及时提出动议，予以讨论，主持选
举会议者刘总会长也会依会议规范予以纠正。由此可知，此五人未在会议中依会议程序提
出，而是在会议结束之后乱发与事实不实之质疑。 
 
刘风强若熟知会议规范，应知道会议规范之最普遍之常识：身为总会会议主席，其在会议
进行中之主要职责为依会议规范维持会议正当合法进行。在会后，更是只有依照会议决
议，切实执行，个人绝无违法单方面否决任何会议决议之丝毫权力。若发现会议决议（包
括选举结果）有重大失误，则可依参与代表大会之若干数额以提请修正，总会长可以重新
召集全美代表大会，在会议中，由非上次参加大会中持反对意见者（即当时赞成者），向
大会提请复议（如允许上次会议少数反对意见者提出复议，则所有会议决议将无限复议，
无法执行，这也是会议规范之常识）。然后经讨论及表决，可由 2/3 之出席代表的赞成，
而将前次会议之某一表决或选举结果废除，然后再依复议提议者，提出动议，进行讨论及
表决。这些都是基本会议规范常识。 
 
为了应答孙强等五人之不当声明，理事长汤学武依章程，于 5/22，5/24，6/7 召集三次会
议，每次会议出席者都超过应出席者半数以上，大家充分讨论，决议，沟通及应答，理事
会按照基本会议规范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 
 
关于对总会选举提出的两点质疑，总会做如下正式解释： 
 

第一，关于“强行被剥夺投票权”的质疑。 
南加州在总会的代表有五位：于泽伟，田平春，王啟光，宋媛媛，郝捷。 
 
以下是原总会网站上列出的总会代表, 包括于泽伟，王啟光，宋媛媛，郝捷，
这个名单截止 2017/06/12还列在原总会网站上	www.us-sdf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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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附上当时总会秘书长修宗明电子邮件公布的理监事会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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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附上宋媛媛及郝捷在本届选举会议前的书面授权： 

 
 
按照章程第四章第四条及第五章第五条规定，总会代表及理事任期两年，这四
位都是不可争议的合法代表及理事，选举时是王啟光投 2 票，于泽伟投 2 票，
并不是五人所称于泽伟一人投了 4 票。田平春作为南加州会长不可以也从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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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总会提出这四人（于泽伟，王啟光，宋
媛媛，郝捷）是非法代表，在各会代表自我
介绍及投票时也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田平
春带两个年轻人，说来学习。所以南加州的代表所有投票有效。 
 

第二，参选人资格及轮流的质疑。 
4/1 总会会议上，刘风强宣读了会章里关于一个地区不能有两个会员会（防止
分裂）及轮流的段落。代表大会与会多数代表就轮流及选举进行了充分讨论，
大家并不认可分区轮流是妥善办法，多数代表意见赞成选贤投票选举，没有一
个代表提出反对投票选举，这样共有 25 个代表投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代表
大会给每位候选人时间和机会介绍自己发表竞选演说，整个过程是透明，公正
和平等的。如果当时多数代表不同意投票选举，那么理事会也会尊重多数意
见。 

 
会后，总会相关负责人也认真查了以前的修改会章的电邮通讯，发现当时的电
邮只有讨论轮流或选举的益弊，但从来没有理事会正式通过关于轮流或如何轮
流的具体语言，并且发现轮流条款语句与总会其他会章 每两年任期 相抵触，
属于无效或抵触条款： 
 
六  总会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总会本着公平的原
则，会长、理事长、首席副会长主要干部在三大地区每年轮流担任、并由各大
区域会员通过选举产生所轮到的主要干部职务。   
 

 
 
同时附上 11 届 2015-07-02 最后一次关于轮流的讨论，理事会从来没有正式通
过轮流（孙强写到：“顺便附上彭会长的会后发言，个人认为感觉总结的很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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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理事会决议：监事长致函刘风强期限沟通 
7 人工作组与刘风强分别通过微信及电话沟通。刘风强没有任何回复与反应。
鉴于刘风强已经另外组建了“全美山联总会”微信群，试图分裂，事态严重紧
急，5/24 日，总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 决议由监事长代表总会致函做期限沟
通。见 附件 2 【总会会议记录-2017-05-24】，及 附件 3【总会-函-刘风强-
2017-05-24】. 提出 4 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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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确表示尊重 4 月 1 日华府总会选举结果。 
2. 明确表示回归总会，并接受理监事会的监督开展总会工作。 
3. 马上关闭“全美山联总会”微信群，在任职期间保证不建立任何与“全美山东同

乡会联合总会”相近或造成潜在混淆的类似网上群体或注册团体，拥护一个全
美山东同乡总会。 

4. 向理监事会公布 4 月 1 日华府总会换届选举会议总会收到的捐款明细，由总会
监事会建议财务管理办法。 

 
这次 4 月 1-2 日总会换届会议期间各分会及代表给总会及大华府分会共捐款估
计有 2 万美元左右（历史第一次）。尽管理事长，监事长，首席副会长在 4/3
电邮刘风强请他公布捐款明细，刘风强至今一直没有向理事会公布捐款明细，
也没有把款项交给总会，款项在哪里，仍然不明。 
 

 
5.27 总会免去刘风强总会会长一职 

 
5/25 日刘风强在总会理事会微信群回复仍不尊重选举，继续强调他的决定就是
总会的决定，否定理事会，并退出理事会微信群。鉴于此，根据 5/24 理事会决
议，总会在 5/27 日发出通告免去刘风强总会会长一职。见 附件 4【总会-免刘
风强-通知-2017-05-27】.   
 

6.7 总会任命彭寿臣接任总会会长  
彭寿臣首席副会长从 2017 年 5 月 27 日暂时作为代会长主持工作，同总会理事
们就目前关心的问题作了沟通，并对会章修订细节作了沟通。6 月 7 日第三次
理事会 18 位代表就会章修订逐条讨论，通过了正式修订。为了尽快推动总会
工作，与会 18 位代表中 15 个代表表决赞成任命彭寿臣接任总会会长。见 附件
5【总会会议记录-2017-06-07】 
 
 

刘风强用总会名义违法重新组阁 
在 5 月 27 日被总会理事会正式免去会长一职后，刘风强在 6 月 10-12 日继续
用总会的名义宣布了 12 届班子，内容如下： 
 
总会长  刘风强     理事长  田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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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副会长 张磊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首席副理事长 房文清     ß已经明确退出 
监事长          徐庄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法律顾问  德和衡华盛顿律师事务所 刘吉庆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常务副会长  胡荣华  
常务副会长  孔琳 
常务副会长  王立智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常务副会长  燕致富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会长       张汝伟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会长          刘春霖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会长          孙岩峰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会长          耿庆横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会长          王萧莉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常务副理事长  曲显琴 
副理事长           辛洪军   ß非总会代表或理事 
副监事长            王云福  副监事长            王萌  秘书长            孙强  

 
 

在美山东侨团分裂情况简介及总会倡议 
 

几年前，国侨办曾经点名批评山东海外侨团不团结及分裂状况，时隔几年，此
分裂现象越演越烈，每次分裂出来的社团名字一个比一个起的大，美东，美
西，全美，世界，等等，往往到处攻击原有社团，在侨界造成很消极的影响。 
 
2015 年，旧金山齐鲁会馆前会长张汝惟和徐庄妄言攻击齐鲁会馆台独，从齐鲁
会馆分裂出来，成立了北加州山东同乡会。据说此会至今没有正式的会章。 
 
2016 年，纽约山东同乡会王立智与汤学武竞选会长落选后（两年前落选时王也
否认合法的选举，另拉人来重选自己为会长，后经过多方做工作接受共同会
长），王立智分裂成立了美东山东同乡会，在和汤学武共事了多年后，突然开
始攻击诬陷汤学武反共，并且又成立了与纽约山东同乡会的美国孔子基金会同
一名称的“美国孔子教育基金会”。原纽约山东同乡会的美国孔子基金会已经
运营 12 年，为美国及中国山东学子筹集奖学金达 100 万美元左右，资助美国
及山东省学子上千人。纽约总领馆对纽约山东同乡会的工作大力支持，就在
2017 年春节团拜还由副总领事亲自前往道贺汤会长举办的春节团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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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刘风强在接任会长后不与理事会沟通, 
不开展会务，近两个月后单方面宣布选举无
效，不理会理事会几次沟通，彻底废除原理
事会，在被免会长后，继续以总会名义重新拉外面的人，没有会议程序，乱组
阁，是彻底违背最基本的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原则。他长期居住中国，本无资格
领导总会，大家都尊重上届会议的安排，却没有想到他会自己宣布选举无效，
原理事会非法，并且窜联几人到山东省政府各侨务部门攻击总会及其理事会代
表，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特此作出情况说明，并倡议全美各分会，各侨务部门
尊重总会合情合理合法的系列决议，谨慎考虑，多方考证，避免支持分裂人士
及分裂社团，刹住日益严重的分裂及无休止的各种攻击（包括莫须有的政治攻
击）。这种本末倒置长期活动在中国肆意攻击美国本土主流侨领及侨社的行为
需要予以制止。 
 
 
总会郑重声明：刘风强已于 5/27 被理事会免去总会会长一职，不能代表全美山
东同乡会联合总会，请各侨务部门和侨社不要接受其任何以总会名义所做的活
动及沟通。对其继续分裂总会或攻击总会的行为，我们会诉诸法律，坚决捍卫
总会的权益。总会将一如既往的推动全美山东乡亲的相互交流，帮助乡亲融入
主流，做好服务工作。 
 
 
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简介：	
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是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的非盈利社会团体组织，旨
在加强旅居美国山东同乡、朋友及相关人士之间的联系，敦睦乡谊、增进感
情，弘扬孔孟传统文化，热爱中华，热爱山东，热爱美国，促进山东省与美国
之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交流，并鼓励乡亲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活动﹐维护和争取华人权益。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于 1992 年成
立，分会会员遍布全美各主要城市。	

 
 
彭寿臣     汤学武 
全美山东同乡会联合总会 会长    理事长 

 
总会会长联系方式： 
彭寿臣 
电子邮件： seanpeng@gmail.com  
电话： +1 (650) 692-2000 
 
2017/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