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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2018年度会议上阐述耶鲁大学在华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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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内外 作为耶鲁大学 14个院校教职员工在北京的“家”，耶鲁北京中心以研讨

会、论坛对话、项目宣讲等方式传播耶鲁学术理念和科研成果，也为耶鲁校友及各

界领袖提供智力交汇的空间，开拓视野、激荡思想。

跨越国界 耶鲁北京中心邀请耶鲁教授来华出席高管项目、中信产业基金企业总裁

项目、行为经济学、女性领导力等项目，致力于支持活跃于全球的未来领袖；也与红

杉资本等商业伙伴合作，远赴以色列，将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打造为兼具品质和影

响力的创新项目。

沟通世界 耶鲁北京中心正成为各国政要访华行程中讲述耶鲁与中国深远而丰富交

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紧贴时代脉搏，将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发生的好故事传递给

世界。

自 2014年 10月成立的四年来，耶鲁北京中心已发展为耶鲁大学在亚洲极具

影响力的交流平台，为耶鲁大学各学院及教职员工的科研成果和最新动

态提供沟通和传播支持，也积极联络中美及全球各界精英，在思想交流

中播撒“光明与真理”的种子。

„

“
在中美两国促进教育、学术研究和实践的历史长河中， 

耶鲁北京中心堪称耶鲁和中国加强联系的典范。 

从年报中可以看出，耶鲁北京中心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 

中心丰富、多元的项目反映出耶鲁活动的广博， 

同时也帮助耶鲁大学与合作伙伴进一步增强联系， 

发展出新的合作从而应对全球的挑战。 

我期待看到耶鲁北京中心更光明的未来。

Peter Salovey
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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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

雷德

耶鲁本科学院 ’68届校友、 
美国前驻华大使

莫里斯·格林伯格

美国国际集团（AIG） 
前总裁

黄中核

耶鲁管理学院 ’90届校友 
莲花资本管理公司 
创始人及董事长

查史美伦

香港交易所主席

孙洁

携程旅行网 
首席执行官

卡拉·希尔斯

耶鲁法学院 ’58届校友 
美国前贸易代表

马化腾

腾讯集团核心创始人、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傅成玉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前董事长

徐小平 副主席

真格基金创始人

沈南鹏 主席

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 
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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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委员

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周庆治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兼主席

张奕

耶鲁管理学院 ’94届校友 
承达资本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

王强

真格基金 
联合创始人

张磊

耶鲁管理学院 ’02届校友、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蔡崇信

耶鲁本科学院 ’86届、 
法学院 ’90届校友 
阿里巴巴集团 
执行副主席

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中国前驻美大使

杨元庆

联想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章新胜

中国教育部 
前副部长

孟亮

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 
上达资本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石静远

耶鲁大学 
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 

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

李恩祐

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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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1月中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

间，耶鲁本科学院  ’59届校友、美国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耶鲁北京中心前执行理事）莅临出

席耶鲁北京中心早餐会，就中美商贸关系展开讨

论。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

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

人徐小平，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耶鲁本科学院  ’00届	

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和来自中美两

国的商界领袖出席了本次活动。

±± 2018年 3月 22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耶鲁亚洲	

发展委员会（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年度	

会议，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

苏必德（Peter Salovey），耶鲁大学本科学院院长

Marvin Chun，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ten 

Vermund，耶鲁大学校董事会董事、耶鲁管理学院  

’02届校友、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

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李恩祐等耶鲁校友和朋友们参加了本次会议。

±± 2018年 3月 23日，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本科学院院

长Marvin Chun，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	

耶鲁本科学院  ’80届校友、医学（心脏病学）教授

Harlan M. Krumholz，细胞生物学教授、遗传学教

授林海帆等一行来京参加由耶鲁北京中心与三思

院联合举办的“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思维”讲座，

演讲者就情商、神经科学与未来，医学大数据，	

干细胞最新研究，儿科遗传学与基因医学，大脑

认知与记忆，人工智能时代的音乐与表演艺术等

前沿技术和人文学科进行分享。

精彩纷呈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右二）莅临出席耶鲁北京中心早餐会，与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

沈南鹏（右一），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耶鲁本科学院  ’00届
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右三）等来自中美两国的商界领袖，就中美商贸关系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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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2日至 14日，“耶鲁-红杉领导力

中心”第二期成功举办，耶鲁戏剧学院教授

Christopher Bayes、管理学院热门课程“影响力和说

服力”主讲人 Zoe Chance，以及中国资深媒体人	

张斌、GE通用电气中国前首席发言人李国威讲解

“个人与企业影响力打造”。

±± 2018年 3月 11日至 18日，“耶鲁-红杉领导力中

心”首次飞越国界，将领导力项目迁至创新国度以

色列，在“以色列领导力项目”中与全球高端管理

联盟（GNAM）成员以色列理工大学合作，并参访

以色列当地知名创新企业，为中国创业者提供领

导力海外拓展项目。

±± 2017年 7月 4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著名作曲家叶

小钢等出席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NYO-China）演

奏，并就当今中国音乐和音乐教育进行探讨。

±± 2017年 9月 17日，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雷军担任“领袖论坛”演讲嘉宾，与到场的 200余

名观众分享小米的创新故事，活动经网络直播，实

时收看的观众达 10万人次，当天累积观众超过 21万

人次。

„

“
耶鲁北京中心拥有非常好的硬件 

设施和交流环境，为各界人才 

打造了一个可以跨国界、跨领域交流 

的平台，并开展了很多非常优质 

的活动、项目，我也曾有幸参与其中。 

在这里，我祝愿耶鲁北京中心能够 

越办越好，为更多的人才带来更加广泛的 

交流和合作机会！

雷军

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担任“领袖论坛”演讲嘉宾，与现场观众 

分享小米的创新故事。

耶鲁大学本科学院院长Marvin Chun出席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2018年度会议，

与到场的耶鲁校友和朋友们分享了神经系统科学研究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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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四年间，耶鲁北京中心持续为耶鲁各个学院

以及其他部门与教职员工提供支持，搭建学术沟通

和交流的桥梁，在耶鲁与中国之间创造思想交汇的

空间。

耶鲁本科学院 

文理学院 

艺术学院 

建筑学院 

神学院 

戏剧学院 

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 

法学院 

管理学院 

医学院 

音乐学院 

护理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儿童研究中心 

东亚研究中心 

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院

在耶鲁北京中心成立的四年间，来自耶鲁大学 14所

院校的超过 120位耶鲁教职员到访或参加在耶鲁北

京中心举办的活动。而耶鲁教职员、校友与学生参

与或组织的活动占耶鲁北京中心活动的总数已经

从约 50%跃升至近 70%。

传递耶鲁动态，构建思想空间

±± 2017年 7月9日，中央财经大学联合耶鲁大学法

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举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

制度中美学术研讨会”，美中两国农业部、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沃尔玛、京东、春播等企业代

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 2017年 8月 3日，11月 7日和 2018年 2月 27日，耶鲁北

京中心举办耶鲁管理学院项目宣讲会，并邀请管

理学院教授 Peter Schott在 8月 3日的活动上发表了有

关“美国反全球化情绪”的演讲。

±± 过去一年中，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荣休

教授、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 Bruce Wexler，与医

学院精神病系客座副教授、耶鲁大学PEACE项目负

责人刘坤多次就“运动促进幼儿体质、认知与情

感功能发展”、“体育锻炼对认知行为的影响”等

项目与中方健康领域相关专家进行学术研讨，该

项目得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的支持。

±± 2018年 3月 20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耶鲁大学法学院举办“中美人工智能发展与政

策研讨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

部长赵昌文、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执

行主任Robert Williams、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黄铁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定

定、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蔡雄山等参

加会议。

±± 2018年 3月 21日，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基因发现

项目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副教授Mustafa Khokha，

医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临床主任、儿科及遗传

学助理教授 Saquib Lakhani分享罕见疾病基因，以

及随之产生的提升病理治疗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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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 10日，耶鲁神学院哲学宗教教授 John 

E.  Hare引用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分享对康德哲学的

思考与道德观，从而探索对人生带来的启示。

±± 2018年 5月 22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永远在线，

是网络成瘾还是社会新规范？”分享活动，并邀请

耶鲁大学医学院体质检测临床技能课程主任 Joseph 

Donroe出席，探讨“网络成瘾”是否真的存在，以及

如何更好地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

在耶鲁国际事务办公室的协助下，耶鲁大学负责全球战略的副校长Pericles Lewis（前排中）在京会见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和元培学院领导。耶鲁北京中心 

副主任王丽娟（前排右二）陪同会见。

„

“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耶鲁北京中心以及英国艺术Paul Mellon 
中心都是耶鲁大学国际战略的核心平台。 

自从2014年创立以来，耶鲁北京中心连接耶鲁、 

中国与世界，每年举办上百场活动， 

将耶鲁14个院校与中国合作方的百余个合作 

完美呈现。耶鲁教职员工和学生将 

耶鲁北京中心视为支持学校使命的重要平台 

和关键渠道，展现耶鲁研究成果，加强中国 

与亚洲的联系。

Pericles Lewis
耶鲁大学全球战略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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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第四年的耶鲁北京中心不断加深与中国政府及

各国合作伙伴的联系与交流，在商业、文化、科研

等多领域构建深度合作。

±± 2017年 7月 3日，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到访中国音乐学院，与院长王黎光深入	

交谈。

±± 2017年 7月 4日，中国音乐协会主席叶小钢、中

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到访耶鲁北京中心与耶鲁音

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亲切会面。

±± 2017年 9月9日，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

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在出席阿里巴巴成立 18周

年庆之际，拜会耶鲁本科学院  ’86届、法学院  ’90届

校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阿里巴巴副主席蔡

崇信。

±± 2017年 9月 20日，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

成员、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 Maurice R.  

Greenberg参访耶鲁北京中心。

±± 2017年 9月 23日，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

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耶鲁研究生文理学院  

’84届校友、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与到访

中国的耶鲁法学院教授、被称为“虎妈”的蔡美儿

（Amy Lynn Chua）会面。

±± 2017年 10月 18日，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做客耶

鲁北京中心。

±± 2017年 10月 29日，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

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

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

创始合伙人沈南鹏，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

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耶鲁金融学院  ’90
届校友、耶鲁大学前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著

名媒体人杨澜，360科技创始人周鸿祎等参加“耶

鲁红杉领导力项目第二期”开幕式。

夯实合作基础，加强伙伴关系

在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2018年度会议上，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Maurice R.  Greenberg与耶鲁大学

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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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12月 5日，耶鲁本科学院  ’98届、法学院  ’03

届校友，耶鲁大学大战略Brady- Johnson项目杰出研

究员，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

利文（Jake Sullivan）做客耶鲁北京中心，就美国及

亚洲安全战略进行分享和对话。

±± 2017年 12月8日，耶鲁管理学院院长Ted Snyder，

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李恩祐参访腾讯，与腾讯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马化腾，耶鲁研究生文理

学院  ’96届校友、腾讯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Brent 

Irwin等腾讯高管会面交流。

±± 2018年 1月中旬，耶鲁北京中心组织安排耶鲁大

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Jamie Horsley
与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员在美国首

府华盛顿展开会面。

„

“
耶鲁北京中心已经成为 

音乐合作和文化交融项目的重要一站。 

组织的系列项目为中心带来了 

知名的艺术家和文化领袖， 

在分享他们的才能和经历的过程中 

为国家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Robert Blocker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钢琴教授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站排右一）与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站排右二）等出席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奏会，并就当今中国音乐和音乐

教育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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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360科技创始人周鸿祎，著名媒体人杨澜，耶鲁大学前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从左二至右）

参加“耶鲁红杉领导力项目第二期”开幕式，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左一）主持了本次活动。

±± 2018年 3月下旬，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基因发现

项目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副教授Mustafa Khokha、医

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临床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助

理教授 Saquib Lakhani，受邀到访北京协和医院、首

都儿科研究所和北京儿童医院，并进行学术交流。

±± 2018年 3月 24日，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

大学校长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诺贝尔奖得主、  

耶鲁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出

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耶鲁大学全球战略副校长

Pericles Lewis，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

心总经理李恩祐一同参加论坛。

±± 2018年 3月 26日，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刚和元培学

院领导会见耶鲁大学全球战略副校长 Pericles Lewis，

耶鲁北京中心副主任王丽娟陪同会见；同日，清华

大学国际教育办公室副教务长高虹，清华大学苏世

民书院院长王有强、常务副院长潘庆中与耶鲁大学

副校长 Pericles Lewis一行进行会见。

耶鲁管理学院院长Ted Snyder（左三）、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右

一）参访腾讯，与腾讯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马化腾

（左二）等腾讯高管在深圳会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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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4月8日，雅礼协会、耶鲁北京校友会和

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纽黑文与创新经济”活

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  ’78届校友、纽黑文市第一

位女市长Toni Harp就纽黑文市的地位、与耶鲁大

学的合作关系以及与长沙建立“姐妹城”等话题

发表演讲。

±± 2018年 4月 18日,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

（Dominique de Villepin）做客耶鲁北京中心，就

“文化，和平的力量”为题发表演讲。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  ’78届校友、纽黑文市第一位女市长Toni Harp就“纽黑文

与创新经济”发表演讲。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耶鲁北京中心发表了题为“文化，和平的力量”的演讲。



第13页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和与会者交流表演技巧，感受戏剧魅力。

„

“
我曾在北京与来自中国的企业领袖在一场 

名为 ‘即兴表演 ’的研讨会上有过特别 

的交流机会。那一周过得非常有趣且令人满足。 

我们不仅让整个空间充满了喧闹、 

笑声和歌声，也让中心的员工对发生了什么 

感到尤为惊喜。我有一种感觉，也许， 

我们用一种新鲜的方式让他们的一天过得 

十分愉悦。耶鲁北京中心对我关怀备至。 

他们热情、专业，更重要是，体贴和善良。 

这给了我一次完美的体验，也让我非常期 

待下一次旅程。

Christopher Bayes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

走过第四年的耶鲁北京中心，汇聚了世界范围的各

界领袖与学者。肩负耶鲁大学推动人类进步、培养

全球精英的使命，耶鲁北京中心帮助耶鲁优质教育

资源跨越国界，搭建起塑造领导力的重要平台。

±± 2017年 7月 21日至 23日、12月 1日至 3日，耶鲁北京

中心举办为期 3天的“行为经济学项目”，耶鲁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Ravi Dhar和Nathan Novemsky与企业

管理者分享管理技巧与心得。

±± 2017年 8月 7日至9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即兴

表演”北京研讨会，并邀请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

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超过 20名参与者在 3天的

时间里与这位顶尖表演大师切磋表演技巧，感受

戏剧魅力。

跨越国界，塑造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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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9月8 日至 10日，中信产业基金联合耶鲁

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企业总裁项目：竞争战略，耶鲁

大学管理学院高管项目高级副院长Molly Nagler作

为嘉宾出席本次项目，中国电信总裁兼首席运营

官刘爱力为参会者讲解“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领

导者”。

±± 2017年 10月 21日和 12月 17日，耶鲁全球青年学者

（YYGS）项目宣讲会。

±± 2017年 11月6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由耶鲁大学

麦克米兰中心所倡导的“耶鲁中国非洲论坛”，耶

鲁政治学系 ’83届、法学院 ’87届校友、耶鲁大学麦

克米兰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 Ian Shapiro，联合国

负责政治事务的前秘书长 Ibrahim Gambari等出席

并讨论中非关系最新进展。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avi Dhar在为期3天的“行为经济学项目”上与企业管理者分享管理技巧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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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创始人兼CEO林捷，管理学院  ’07届博士校友、菱

歌科技创始人兼CEO栾晔等共同出席耶鲁北京中

心人工智能投资论坛，就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进行

探讨。

±± 2017年 12月 12日，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

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

法学院  ’98届校友、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袁兵，耶

鲁管理学院  ’98届校友、凤凰演艺公司CEO朱缨，耶

鲁管理学院  ’06届校友、厚德前海基金合伙人陈昱

川，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12届校友、二十世纪福斯国

际制作中国区总监霍晓婷，工夫影业联合创始人、

总制片人陶昆共同出席首届耶鲁文娱创投论坛，就

行业最新趋势以及未来投资风口展开探讨。

±± 2018年 1月 5日，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陈曦、’09

届校友李博、’15届校友金文彬奏响“2018耶鲁新年

音乐会”。

（从左至右）二十世纪福斯国际制作中国区总监霍晓婷，厚德前海基金合伙人陈昱川，工夫影业联合创始人、总制片人陶昆，凤凰演艺公司CEO朱缨， 

HarbourVest 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袁兵共同出席首届耶鲁文娱创投论坛。

作为耶鲁校友在北京的“家”，耶鲁北京中心积极

联络校友资源，举办多场紧贴社会热点话题的分享

活动。

±± 2017年 9月 15日，耶鲁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

（Yale Healthcare Club of China,简称 YHCC）举办大

健康论坛系列，来自医院投资领域的四位资深投

资人：耶鲁法学院  ’98届校友、弘毅投资董事总经

理袁兵，泰康保险集团副总裁刘挺军，中钰医疗

控股董事长禹勃，千骥资本管理合伙人赵凯与论

坛主持人耶鲁管理学院  ’04届校友张思思就医院投

资领域热门话题进行了分享。

±± 2017年 11月21日，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07届校友、

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征，管理学院  ’95
届校友、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十游，管理学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首席运营

官兼合伙人陶宁，管理学院  ’07届校友、昆仲资本

创始合伙人梁隽樟，计算机科学系  ’04届校友、简

联络耶鲁校友，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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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月 1日，耶鲁北京中心人工智能论

坛举办第二期，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08届校友、

LeanCloud创始人及CEO江宏，计算机科学系  ’13届

校友、北京多禾聚元创始人兼CEO薛苏，计算机科

学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

征，物灵科技CEO及联合创始人顾嘉唯，以及管理

学院  ’13届校友、耶鲁北京校友会会长孙瑜共同出

席，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行业。

±± 2018年 4月 12日，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11届校友、

方图创始人及CEO蔡良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鸣，北京币盈科技创

始人、猎豹移动前高级副总裁陈勇，火币网区块链

研究院院长袁煜明，比特财富网联合创始人贾红

羽，星云链&小蚁创始人、蚂蚁金服区块链平台部

前负责人徐义吉作为对话嘉宾参加“耶鲁区块链

论坛”，解读区块链，探讨发展方向。

±± 2018年 5月 23日，耶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LP论坛

举办，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HarbourVest 董事

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管理学院  ’14届

校友赵华丹，百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贺

琼雯，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管理合伙人

廖俊霞，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符星华参与讨论。

±± 2018年 6月 30日，耶鲁北京校友会与耶鲁大学中

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共同举办“耶鲁新生欢迎会暨

迎新音乐会”。由耶鲁北京校友会主席孙瑜欢迎百

位新生。

在耶鲁北京校友会与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共同举办的“耶鲁新生欢迎会暨迎新音乐会”上，耶鲁北京校友会主席孙瑜与现场

新生互动，发现百位新生几乎遍布耶鲁各个学院。

耶鲁音乐学院  ’09届校友李博在“2018耶鲁新年音乐会”上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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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在耶鲁教职员工访华期间，耶鲁北京中

心组织中国主流媒体聚焦、报道耶鲁大学三百年间

传承的精神使命，耶鲁在科研、学术领域的最新成

果，耶鲁北京中心在华发展的鲜活动态。中英文丰

富的报道内容和多媒体的报道方式在耶鲁大学与

中国的交往史中留下了新的印记。

为了多渠道、多角度地帮助中国与世界了解耶鲁，

耶鲁北京中心与多家平面、视频、直播等媒体平台

建立合作关系，扩大耶鲁大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耶鲁北京中心微信公众号所发文章近 400篇，吸引

阅读量超过 40万次，粉丝数量较前一年增长逾万

人；同时，在耶鲁传奇表演大师Christopher Bayes北

京项目宣讲会、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宣讲会、新年音

乐会、小米创始人雷军分享会等 15场活动现场引入

直播手段，观看人次累计近 1,000,000人次。

±± 2018年 1月19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CCTV- 2）

栏目《遇见大咖》采访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中国创

始合伙人沈南鹏。

±± 2018年 3月 25日，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

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在访华期间接受中

国媒体的圆桌采访，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

闻社、环球时报、财新、澎湃等六家媒体的原创报

道在不同平台转发近 30次，在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

的影响力。

±± 耶鲁本科学院院长Marvin Chun在 2018年 3月访华

期间接受财新传媒专访，稿件通过财新网、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发表后，累计阅读量超过 1万次。

±±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在 2018年 3月访

华期间与中国日报、财新传媒谈论音乐教育，以及

音乐如何跨越国界等话题。

±± 耶鲁本科学院  ’80届校友、耶鲁心脏病学教授

Harlan Krumholz在 2018年 3月访华期间接受中国国际

电视台（CGTN）的栏目《对话杨锐》和财新传媒采

访，在《对话杨锐》节目中，Harlan Krumholz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光辉、安

贞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赵冬对谈“心脏病在中

国”，累计收视超6,000万人次。

开放交流窗口，传播耶鲁精神

2018年3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耶鲁北京中心就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采访了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

（Peter Salo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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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教授林海帆在

2018年 3月访华期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财新传媒采

访，讨论时下最热的冷冻卵子、学术造假等话题。

±± 2018年 3月下旬，财新传媒记者采访耶鲁大学医

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副教授

Mustafa Khokha，医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临床主

任、儿科及遗传学助理教授Saquib Lakhani，向公众

解码出生缺陷，介绍社会中流行的基因检测技术。

±± 2018年 5月 16日和 17日，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

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先后接受中国国际

电视台（CGTN）《全球财经》栏目、环球时报的采

访，解读中美贸易谈判和反全球化浪潮未来趋势。

±± 2018年 5月，耶鲁北京中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

今日头条等自媒体上发布了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

友、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法学院  ’73届校友、美国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 2018届毕业典礼上的演

讲，文章和视频被多家媒体和社交平台转发，总点

击量逾 1,860,000次。

±± 2018年，在耶鲁北京中心微信公众号上先后开设

《耶鲁中国史》、《耶鲁校园游》、《耶鲁人物》等

新专栏，介绍耶鲁大学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也吸引更多中国受众到耶鲁大学学习、参访。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接受中国国际电视

台（CGTN）《全球财经》栏目采访。

„

“
在耶鲁北京中心的经历让我倍感欣喜。 

专业的运营团队和智能的 

设备支持，对于促进多重角度 

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这里不仅尊重知识和友谊，也传播智慧闪光和 

合作意识，是耶鲁大学、中国以及关心 

未来发展的人一处巨大的宝库。

Harlan Krumholz
耶鲁本科学院 ’80届校友、耶鲁大学医学（心脏病学）教授、

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耶鲁本科学院 ’80届校友、耶鲁心脏病学教授Harlan Krumholz（右二）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光辉（右一）、安贞

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赵冬（左二）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栏目

《对话杨锐》采访，对谈“心脏病在中国”，节目累计收视超6,000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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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渴望在科学探索中加强创新和企业开拓，成为

世界领导者。耶鲁北京中心将继续通过各类活动支

持耶鲁大学实现愿景。

±± 2018年 7月 26日至 8月 7日，耶鲁全球青年学者—

北京（YYGS-Beijing）项目举办。围绕主题“21世纪

的亚洲”，来自世界 25个国家和地区的90名高中生

展开研讨。

±± 2018年 8月8日至 12日，由耶鲁本科学院  ’12届校

友刘青榆和梁嘉敏联合发起的  PIM（益启慈善）举

办“模拟基金会—公益创投和社会创新”项目。

±± 2018年 8月 11日，益桥中国、PIM（益启慈善）

联合耶鲁北京中心举办“益创未来峰会”。口号为

“新青年，新公益”的“益创未来峰会”，旨在为

当代青年领袖提供交流平台。

±± 2018年 8月 19日，耶鲁北京中心举办“探索表

演的乐趣”北京研讨会，邀请耶鲁大学戏剧学院

教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戏剧爱好者有机会再

次与这位顶尖表演大师切磋表演技巧，感受戏剧

魅力。

±± 2018年 8月 22日，“同在蓝天下”（Building 

Bridges）举办十周年分享会，通过多方的视角和故

事，探索教育和理想的本质，并和参与者一起设计

未来蓝图。

±± 2018年 9月，“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开启第

二站，前往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中国商业领袖

有机会与耶鲁经济系 ’81届校友、墨西哥前总统、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Ernesto Zedillo，历史学教

授、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Paul Kennedy，管理学

院教授 Barry Nalebuff，管理学院高级副院长 Jeffrey 

Sonnenfeld,  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干细胞中

心创始主任林海帆，哲学教授 Shelly Kagan，本科

学院 ’87届校友、文理学院院长、哲学教授Tamar 

Gendler等展开对话与交流。

展望未来

耶鲁大学遗传学教授林海帆分享干细胞的最新研究。

„

“
每每去耶鲁北京中心的感觉 

就如回到耶鲁一般。耶鲁北京中心是 

耶鲁人在中国的纽黑文。自成立起， 

耶鲁北京中心扮演着连接耶鲁与中国 

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耶鲁校友间促进友谊， 

在全球社区中传播耶鲁的使命。 

我为耶鲁能在校园外有 

如此美好的家而感到欣喜。

林海帆

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教授、遗传学教授、产科学、 
妇科学与生殖学教授；耶鲁干细胞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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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重视人文与艺术对人格的塑造，举办了

多场人文与艺术主题活动。

2017年 7月 4日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中央音乐学院院

长俞峰、著名作曲家叶小钢等出席中华青少年交响乐

团演奏会，并就当今中国音乐和音乐教育进行探讨

精选活动

2017年 7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耶鲁北京中心围绕人文与艺术，商业与金融，教育、公益与

社会，能源与环境保护，健康与医疗，政治与国际事务，科技创新与创业，项目宣讲与校

友活动等议题组织的活动不仅加深了耶鲁与中国的联系，也促进了全球前沿知识与思想

的交流和创新。

人文与艺术

耶鲁神学院哲学宗教教授 John E.  Hare与现场参会者分享康德哲学，探索人生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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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29日 	

耶鲁音乐学院  ’16届校友王佳稚、’16届校友潘畅、在读

生万捷旎共同举办“耶鲁仲夏音乐会”

2018年 6月 30日 	

耶鲁北京校友会与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共同

举办“迎新音乐会”

2017年 8月 7日至9日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即兴表

演”北京研讨会

2017年 8月 23日 	

耶鲁音乐学院  ’13届校友 Shawn Moore主持“斯特拉迪瓦

里”名琴之夜，同稀有乐器鉴定专家Colin Maki共同讨

论名琴历史和鉴赏

2017年 9月 2日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莫漠、’15届校友金文彬举办	

“从北京到纽黑文的默契”演奏会

2017年 11月 14日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12届校友黄俊肇举办“大师德彪

西”钢琴演奏会

2017年 11月 29日 	

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员Carol Bentel出席“滋润的感觉：	

餐饮与建筑的结合”活动，讨论餐厅设计与饮食

2018年 1月 5日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陈曦、’09届校友李博、’15届校

友金文彬奏响“2018耶鲁新年音乐会”

2018年 4月 10日 	

耶鲁神学院哲学宗教教授 John E.  Hare引用哲学家康德

的理论，分享对康德哲学的思考与道德观，从而探索对

人生带来的启示

2018年 4月 20日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陈曦出席小提琴音乐讲座，解

析儿童音乐教育

2018年 5月 24日 	

耶鲁大学Redhot &  Blue清唱团出席研讨会及演出，不仅

为观众诠释演唱技巧，也分享了藤校申请秘籍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莫漠、 ’15届校友金文彬举办主题为“从北京到纽黑

文的默契”演奏会。

耶鲁大学Redhot &  Blue清唱团的现场演出，为观众诠释清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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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16日 	

耶鲁管理学院全球领导力项目主任、’06届校友 Valerie 

Rose Belanger出席“权力与影响力”讲座，同现场观众

探讨如何增强个人影响力

2017年 12月 1日至 3日 	

耶鲁管理学院教授Ravi Dhar和Nathan Novemsky在为期

三天的“行为经济学项目”上，与企业管理者分享管理

技巧与心得

2017年 12月 7日至 10日 	

天下女人研究院举办“天下女人”研究院成就学员（第

三期）开幕仪式，阳光媒体集团主席、天下女人研究院

发起人杨澜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演讲

2017年 12月 12日 	

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及	

中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法学院  ’98届校友、弘毅投资

董事总经理袁兵，耶鲁管理学院  ’98届校友、凤凰演艺

公司CEO朱缨，耶鲁管理学院  ’06届校友、厚德前海基

金合伙人陈昱川，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12届校友、二十

世纪福斯国际制作中国区总监霍晓婷，工夫影业联合

创始人、总制片人陶昆共同出席首届耶鲁文娱创投论

坛，就行业最新趋势以及未来投资热点和风口展开	

探讨

耶鲁北京中心关注商业领袖的成长与培养，举办了多

项商业与金融领域的活动。

2017年 7月 21日至 23日 	

耶鲁管理学院教授Ravi Dhar和Nathan Novemsky与企业

管理者探讨市场新规律，出席“市场营销和洞察的反

思：深入了解行为经济学”项目

2017年 8月 4日、8月 15日 	

耶鲁统计系  ’02届校友、耶鲁大学统计学教授 Jay 

Emerson出席“统计与数据”讲座和第二期讲座

2017年 8月 16日 	

真格基金举办ZhenMasters主题讲座，邀请到红杉资本

联合合伙人王岑，畅谈消费升级带来的新机遇

2017年 8月 25日 	

耶鲁法学院  ’05届校友Nancy Liao和法学院  ’09届校友

Andrew Verstein出席“金融创新及监管”研讨会，着重

讨论高频交易的罪与罚、数据区块链与虚拟货币发行

等金融技术

2017年 9月 2日、10月 21日，2018年 1月6日、3月 10日、 

6月 26日 	 	

顺为资本高管内部培训会议

2017年 9月 8 日至 10日 	 	

中信产业基金联合耶鲁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企业总裁项

目：竞争战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管项目高级副院

长Molly Nagler作为嘉宾出席本次项目，中国电信总裁

兼首席运营官刘爱力为参会者讲解“如何成为一个更

好的领导者”

2017年 9月 14日 		

通过远程视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Andrew 

Metrick、耶鲁管理学院管理学硕士项目副院长Melissa 

Fogerty和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长江商学院金融学

教授李海涛共同就“金融创新与监管系列：耶鲁金融

系统风险管理硕士项目”进行宣讲

商业与金融

在纽黑文的耶鲁法学院  ’05届校友Nancy Liao运用远程视频与法学院  ’09届校

友Andrew Verstein就“金融创新及监管”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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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2日至 14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第二期举办，耶鲁戏剧学院

教授Christopher Bayes、管理学院热门课程“影响力和说

服力”主讲人 Zoe Chance，以及中国资深媒体人张斌、

GE通用电气中国前首席发言人李国威讲解“个人与企

业影响力打造”

2018年 3月 11日至 18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首次飞越国界，将领导力项

目迁至创新国度以色列，在“以色列领导力项目”中与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GNAM）成员以色列理工大学合

作，并参访以色列当地知名创新企业，为中国创业者提

供领导力海外拓展项目

2018年 5月 18日至 20日 	

耶鲁中信产业基金企业总裁项目第二期开幕，中信产

业基金董事长兼CEO刘乐飞出席，耶鲁本科学院  ’99届

校友、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为参会者讲

解“市场外全球领导力”

„

“
领导力是对自己本性的认知， 

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事业方向、 

人生方向，这也是Boss和Leader的 

差别。Leader除了管理他人， 

还需要成为自己的Leader。 

在参与“耶鲁红杉领导力项目”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了耶鲁北京中心 

这支团队的领导力以及团队协作， 

这正是这个团队的魅力所在。 

即使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的判断和智慧 

仍是机器设备暂且无法替代的。 

教化人心是领导力的价值基础。

张斌

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节目部主任

中国资深媒体人张斌在“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第二期讲解“个人与企业

影响力打造”。

耶鲁管理学院热门课程“影响力和说服力”主讲人Zoe Chance（中）在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第二期中与参会者交流。



年度报告  2017 – 2018

第24页

2018年 5月 23日 	

耶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LP论坛上，耶鲁管理学院  ’97届

校友、HarbourVest 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

耶鲁管理学院  ’14届校友赵华丹，百年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副总经理贺琼雯，宜信财富私募股权投资母基金	

管理合伙人廖俊霞，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符星华参与	

讨论

2018年 5月 24日至 26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参加者在深圳参访了腾

讯、大数金融、深圳市创客工场科技有限公司、华大

基因和乐凯撒披萨等创新企业，分享创业之道并进行

深度互动交流

2018年 5月 25日至 27日 	

天下女人研究院举办“天下女人”研究院成就学员（第

三期）项目，创新工场合伙人郎春晖，真格学院院长顾

及作为嘉宾出席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飞越国界，与全球高端管理联盟（GNAM）成员以色列理工大学合作，为中国创业者提供领导力海外拓展项目。

耶鲁中信产业基金企业总裁项目第二期上，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

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左一）通过模拟企业分组为参会者 

详解“市场外全球领导力”。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参加者在深圳参访创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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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秉承“光明与真理”的理念，营造了促进

教育、公益与社会发展的交流环境。

2017年 7月 13日 	

耶鲁管理学院  ’98届校友、凤凰演艺公司CEO朱缨，耶

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励媖中

国联合创始人李恩祐，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陈

玉馨出席励媖中国（Lean In China）2017年女大学生领袖

计划Top 20峰会

2017年 8月9日至 13日 	

益启慈善联合创始人、耶鲁本科学院  ’12届校友刘青榆

和梁嘉敏联合耶鲁北京中心举办了“社会创新-影响力

论坛”，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联合国妇女署中国

国别主任汤竹丽，2013年度耶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

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福特基金会中国区首席代表

高倩倩等作为演讲嘉宾出席论坛

2017年 8月 11日 	

耶鲁人类学系  ’99届校友、北京小橡树幼儿园创办人王

甘谈亲子阅读帮助孩子习得第二语言的可能性和技巧

2017年 8月 22日 	

耶鲁学生团体Building Bridges“同在蓝天下”谈论教育

平等以及如何通过跨文化交流推广教育平等，“美国

爱心基金会”创始人翁永凯和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

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参加讨论

2017年 9月 11日 	

米尔肯研究院发布“2017年度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

教育、公益与社会

2013年度耶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右一）等出席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的“社会创新-影响力论坛”,

就“如何减少社会不平等”的话题分享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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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 27日 	

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及中

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07届校友、雅乐

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征，耶鲁管理学院  ’13届校

友、耶鲁北京校友会教育论坛发起人、北京大瑞集思

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李媛，北京海淀凯文学校学

术校长，清华附中校长助理、升学指导中心主任王实，

荟同学校全球招生和市场总经理李婧等出席“耶鲁教

育论坛”

（从左至右）耶鲁北京校友会教育论坛发起人、北京大瑞集思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李媛，荟同学校全球招生和市场总经理李婧，雅乐时空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马征，HarbourVest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北京海淀

凯文学校学术校长，清华附中校长助理、升学指导中心主任王实在“耶鲁教

育论坛”上就教育的本质发表各自的看法。

2017年 10月 13日至 16日 	

真格基金创始人、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徐

小平，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李恩祐，天下女人研究院创始人、知名媒体人杨澜，中

国文化学者于丹，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田薇等

出席天下女人工作坊，并参与“女性领导力”讨论

2017年 12月 21日 	

真格基金创始人、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徐

小平出席真格教育基金工作坊的“真格教育基金投资

者沟通会议”

2017年 12月 26日 	

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于 2016年成立的

公益教育组织格致计划举办“2017北京冬季读书会”，

耶鲁本科学院  ’17届校友王映雪与其他导师就“古代文

学与艺术中的死亡”、“现代世界的法律与道德”等主

题领读

2018年 1月 24日 	

耶鲁本科学院  ’83届校友、巧口英语创始人David 

Topolewski与中国多位小学校长出席 2018巧口英语年度

教育峰会，就小学教育问题进行分享

2018年 3月 7日 	

Lean In China励媖中国举办《2017女性、职业与幸福感：

数字时代女性职场影响力报告》新闻发布会。耶鲁本

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兼励媖中国

联合创始人李恩祐，励媖中国联合创始人兼总裁陈玉

馨，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国别主任汤竹丽，德勤中国华

北区主管合伙人施能自，德勤管理咨询战略与运营咨

询业务负责人安钟媛，德勤中国管理咨询合伙人黄颂

欣，美德乐中国董事总经理德立夫，玛氏中国宠物营

养业务总经理牛英华，爱德曼上海董事总经理徐睿作

为对话嘉宾出席发布会

2018年 5月6日 	

耶鲁本科学院  ’10届校友秦玥飞创立的“黑土麦田”公

益组织举办项目筛选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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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保护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一直是世界的共同关切，耶鲁北京

中心邀请多位业内专家参加活动，分析当前态势，凝聚

人类共识，建设美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2017年 7月 19日 	

2017年北京能源周上，耶鲁本科学院  ’05届、森林与环境

学院  ’06届校友、IHS Markit亚洲天然气和电力董事总经

理周希舟致辞并参加讨论

2017年 12月 10日 	

耶鲁本科学院  ’68届校友、著名能源专家Daniel Yergin，

与耶鲁本科学院  ’05届、森林与环境学院  ’06届校友、

IHS Markit亚洲天然气和电力董事总经理周希舟共	

话“市场因素、地缘政治和技术创新如何重塑能源	

行业”

2017年 12月 19日 	

“核电在中国能源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专家座谈会

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2017世界核能产业

现状报告》中文版发布会

2018年 1月 7日 	

由“家园归航”全球女性科学家南极考察中国队、耶

鲁北京中心以及耶鲁北京校友会合办的“探索地球尽

头，归航心灵深处”活动，登山探险家、探路者集团董

事长兼总裁王静，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  ’14届校友、“家

园归航”2018年成员、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经理王怡婷

等就环境保护、南极探险等问题展开讨论

2018年 1月 26日 	

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Kigali制冷项目联合举办的中国

环保高能效制冷技术南南合作试点项目圆桌会议

2018年 3月 25日 	

耶鲁大学后勤助理副校长Rafi Taherian出席讲座，为大

家分享耶鲁绿色餐饮的理念

耶鲁本科学院  ’68届校友、著名能源专家Daniel Yergin（右一）分享其对于“市场因素、地缘政治和技术创新如何重

塑能源行业”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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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医疗

耶鲁北京中心集聚耶鲁大学与全社会资源，多次就健

康与医疗话题举办活动，分享科研最近成果。

2017年 7月 1日 	

耶鲁护理学院  ’09届校友、耶鲁大学护理学院副教授

Gina Novick谈美国最先进的助产护理新模式

2017年 7月6日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John Pachankis、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旗下威廉姆斯学院的高级研究学

者 Ilan H.  Meyer作为演讲嘉宾出席“特定人群的心理治

疗研讨会”

2017年 9月 13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务处长

马超就“中美医学教育漫谈——如何培养未来的好医

生？”探讨医学教育的未来

2017年 9月 13日、9月 28日、12月 5日至 6日、12月 21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荣休教授、认知神经科学实

验室主任 Bruce Wexler，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客座

副教授、耶鲁大学PEACE项目负责人刘坤出席“运动促

进幼儿认知与情感健康”、“体育锻炼对认知行为影

响”、“幼儿体质、认知与情感功能发展研究幼儿身体

功能训练”等主题的学术讨论会

2017年 9月 15日 	

耶鲁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YHCC）举办大健康论

坛系列，来自医院投资领域的四位资深投资人：耶鲁

法学院  ’98届校友、弘毅投资董事总经理袁兵，泰康保

险集团副总裁刘挺军，中钰医疗控股董事长禹勃，千

骥资本管理合伙人赵凯与论坛主持人耶鲁管理学院  

’04届校友张思思就医院投资领域热门话题进行了分享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与社会和行为科学教授 Jeannette R.  Ickovics出席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年度会议并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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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月 11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后Chuck Burton谈压力过大人群的

情绪灵活性

2018年 3月 11日、14日、16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荣休教授、认知神经科学实

验室主任 Bruce Wexler，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客座

副教授、耶鲁大学PEACE项目负责人刘坤出席耶鲁大学

PEACE老年项目、幼儿项目结题研讨会，以及运动与认

知神经科学前沿进展研讨会，北京西城区、朝阳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和全科主任分别参加

了会议

2018年 3月 21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主任、儿科及遗

传学副教授Mustafa Khokha，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科基

因发现项目临床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助理教授 Saquib 

Lakhani谈罕见疾病的基因研究和发现及新型治疗方法

2018年 3月 22日 	

“城市化和健康城市”行业交流酒会上，耶鲁大学公共

卫生院院长 Sten H.  Vermund，耶鲁大学公共卫生院社

会和行为科学教授 Jeannette R.  Ickovics作为嘉宾出席并

发表演讲

2018年 3月 23日 	

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本科学院院长Marvin Chun，音乐学院院长

Robert Blocker，耶鲁本科学院  ’80届校友、医学（心脏病

学）教授Harlan M.  Krumholz，细胞生物学教授、遗传

学教授林海帆等一行来京参加由耶鲁北京中心与三思

院联合举办的“健康的思想、健康的思维”讲座，演讲

者就情商、神经科学与教育未来，医学大数据，干细胞

最新研究，儿科遗传学与基因医学，大脑认知与记忆，

人工智能时代的音乐与表演艺术等前沿技术和人文学

科进行分享

2018年 3月 30日 	

耶鲁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YHCC）和耶鲁北京中

心联合举办大健康论坛系列：大数据赋能医疗产业，

耶鲁管理学院  ’98届校友、君联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蔡大

庆，耶鲁管理学院  ’13届校友李媛，北京市卫计委信息中

心、政策研究中心琚文胜主任，301医院信息科刘敏超

主任等就来自医疗领域的资深专家就医疗健康大数据

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未来的发展路径等相关话题与

参会的耶鲁校友和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2018年 5月 8日至 9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临床心理学教授Morris Bell，耶鲁大

学儿童临床心理学教授Raina Sotsky，耶鲁大学医学院

精神病系荣休教授、认知神经科学实验室主任 Bruce 

Wexler，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客座副教授、耶鲁大

学PEACE项目负责人刘坤出席 PEACE儿童项目学术论坛

及老年项目结课研讨会

„

“
今年我有幸参加了在耶鲁北京中心 

举办的两场会议。其一是由耶鲁 

赞助的会议，另一场吸引了健康、 

科技和商业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合作举办。 

耶鲁北京中心的环境堪称完美， 

不仅有助于智慧的激荡，也提供了深度 

交流的契机。中心的领导力和团队 

协作也极为专业，能够从容地应对诸多需求。 

我期待未来有机会再度参加在 

那里举办的会议，并将耶鲁北京中心 

推荐给我在耶鲁大学和耶鲁-新加坡 

国立大学学院的同事们。这将为耶鲁在 

全世界提供一个特别的沟通平台。

Jeannette R. Ickovics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教务长、耶鲁公共卫生学院社会

及行为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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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22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体质检测临床技能课程主任 Joseph 

Donroe出席“永远在线，是网络成瘾还是社会新规

范？”分享活动，探讨“网络成瘾”是否真的存在，以

及如何更好地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

2018年 5月 23日 	

耶鲁医学院  ’04届校友、耶鲁大学副教授张亚玮在耶鲁

大学接待了来自北京儿童医院代表团一行的参访；作

为 2018年 3月耶鲁北京中心组织耶鲁医学院儿科基因发

现项目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副教授Mustafa Khokha，医

学院儿科基因发现项目临床主任、儿科及遗传学助理

教授 Saquib Lakhani参访北京儿童医院的回访，这一代

表团讨论了与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展开进一步

合作；当天，代表团与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

环境健康科学系主席 Vasilis Vasiliou，儿科主任Clifford 

Bogue，耶鲁本科学院  ’70届校友、临床研究中心主任

Eugene Shapiro，国际医疗项目主管Connie Branyan，以及

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陈希、医学院教授 Jeffrey Gruen
等进行会见

2018年 6月 5日 	

耶鲁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YHCC）联合线性资本

举办“精准医疗与生物大数据研讨会”

2018年 6月6日 	

耶鲁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YHCC）大健康论坛系

列之“医疗服务拥抱消费升级蓝海市场”，邀请到红杉

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陆潇波、泰康投资执行总经理马

大强、慈铭体检集团总裁韩小红、国家卫计委医管中

心处长马天龙等展开前沿对话

北京儿童医院代表团一行回访耶鲁大学，与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讨论进一步合作。当天，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环境健康科学系主席Vasilis Vasiliou、儿科主任Clifford Bogue、临床研究中心主任Eugene Shapiro，国际医疗项

目主管Connie Branyan，以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陈希、医学院教授 Jeffrey Gruen等会见了代表团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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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国际事务

论坛录制谈话视频；现场，中美强基金会主席Travis 

Tanner，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国际政策高级

顾问 Alan Larson，Covington &  Burling律师事务所北京

办公室执行合伙人Timothy	Stratford，外交学院中国外

交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魏玲，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William 

Zarit等嘉宾就中美关系的未来展开讨论

2017年 11月6日 	

耶鲁政治学系  ’83届、法学院  ’87届校友、耶鲁大学麦克

米兰中心主任、政治学教授 Ian Shapiro，联合国非洲

问特别代表 Ibrahim Gambari等出席“耶鲁中国非洲会

议”，讨论中非关系最新进展

2017年 12月 5日 	

耶鲁本科学院  ’98届、法学院  ’03届校友，耶鲁大学大战

略Brady- Johnson项目杰出研究员，美国前副总统拜登

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就美国及

亚洲安全战略进行分享和对话

2017年 12月 11日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韩苏琳出

席“行政执法与审议”会议

世界局势瞬息万变，耶鲁北京中心沟通中美、联络全

球，在政治与国际事务的多场活动中聚焦世界发展。

2017年 7月9日  
中央财经大学与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联合

举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中美学术研讨会”，美

中两国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沃尔玛、京

东、春播等企业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

了会议

2017年 8月6日 	

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副庭长、国际刑事法庭余留

机制法官刘大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常委、副校

长、研究生导师林维，国际刑事法院律师协会会长、

国际刑事法院辩护律师Karim A.A.  Khan QC，京都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邹佳

铭、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 Jeremy 

Daum等参与“谈中国及国际刑法中的专家证人体系”

研讨会

2017年 11月 2日 	

“众论中国：联结地方，影响全国”论坛举办，美国

国家安全前顾问、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为

耶鲁本科学院  ’98届、法学院  ’03届校友，耶鲁大学大战略Brady- Johnson项目杰出研究员，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

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左一）分享其对美国及亚洲安全战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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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3月 20日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耶鲁大学法学院举办的

“中美人工智能发展与政策研讨会”，中国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耶鲁大学法学院蔡

中曾中国中心执行主任Robert Williams、北京大学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铁军、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陈定定、腾讯研究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蔡雄山等

参加会议

2018年 4月 8日 	

雅礼协会、耶鲁北京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

办“纽黑文与创新经济”活动，耶鲁建筑学院  ’78届校

友、纽黑文市第一位女市长Toni Harp就纽黑文市的地

位、与耶鲁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即将与长沙建立“姐

妹城”等话题发表演讲

2018年 4月 18日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发表“文

化，和平的力量”演讲

2018年 4月 19日 	

《中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北京发布会》上，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耶鲁东亚研

究系  ’79届校友、上海美国商会会长Kenneth Jarrett，荣

鼎咨询创始合伙人兼中国团队负责人荣大聂（Daniel 

H.  Rosen），荣鼎咨询跨境投资部总监Thilo Hanemann，

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主管合伙人

Lester Ross，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邹悦在

现场进行对话

2018年 6月 12日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未

来法治研究院举办“中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监管”

学术研讨会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上海美国商会会长Kenneth Jarrett，荣鼎咨询创始合伙人兼中国团队负责人荣大聂（Daniel H.  Rosen），
荣鼎咨询跨境投资部总监Thilo Hanemann，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的主管合伙人Lester Ross，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持人邹悦在 

《中美外商直接投资报告北京发布会》上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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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创业

耶鲁北京中心邀请耶鲁校友、科技领域从业者们分析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前沿，进一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新发展。

2017年 9月 17日 	

小米CEO雷军在“领袖论坛”上发表关于“小米创新故

事”的演讲

2017年 9月 19日 	

“中国的移动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中国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中投或CIC）董事总经理马文彦，亚洲创

新集团（AIG）CEO和联合创始人田行智出席并就“中

国移动经济未来发展”展开讨论

2017年 10月 28日至 31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第二期）开幕，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

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耶

鲁金融学院  ’90届校友、耶鲁大学前金融学终身教授陈

志武，著名媒体人杨澜，360科技创始人周鸿祎等参加

开幕式

2017年 11月 2日至 5日 	

奇点汽车创始人兼CEO沈海寅、百度风投CEO刘维、蓝

驰创投合伙人朱天宇、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杨磊、

丰收蟹庄创始人傅骏等出席真格基金赞助的 AI创业营

2017年 11月9日至 10日 	

耶鲁管理学院  ’04届校友、深圳信立泰药业集团总经理

叶宇翔，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副总裁翟佳作为评委出席

健安资本—中国医疗健康走向数字化创业大赛

2017年 11月 21日 	

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马征，管理学院  ’95届校友、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十游，管理学院  ’10届校友、

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陶宁，管理学院  ’07届校

友、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梁隽樟，计算机科学  ’04届校

友、简 24创始人兼CEO林捷，管理学院  ’07届博士校友、

菱歌科技创始人兼CEO栾晔等共同出席耶鲁北京中心

人工智能投资论坛，就人工智能的未来发现进行探讨

2018年  2月 1日 	

耶鲁北京中心人工智能论坛举办第二期，耶鲁计算机

科学系  ’08届校友、LeanCloud创始人及CEO江宏，计算

机科学系  ’13届校友、北京多禾聚元创始人兼CEO薛

苏，计算机科学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马征，物灵科技CEO及联合创始人顾嘉唯，以及

管理学院  ’13届校友、耶鲁北京校友会会长孙瑜共同出

席，探讨人工智能赋能传统行业

2018年 4月 12日 	

耶鲁计算机科学系  ’11届校友、方图创始人及CEO蔡良

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

鸣，北京币盈科技创始人、猎豹移动前高级副总裁陈

勇，火币网区块链研究院院长袁煜明，比特财富网联

合创始人贾红羽，星云链&小蚁创始人、蚂蚁金服区

块链平台部前负责人徐义吉出席“耶鲁区块链论坛”，

解读区块链，探讨发展方向

2018年 5月 11日至 13日 	

管理学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陶

宁，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副院

长David Bach等出席由创新工场与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联

合举行的“创新学者项目”（从左至右）方图创始人及CEO蔡良滨，星云链&小蚁创始人徐义吉，比特

财富网联合创始人贾红羽，北京币盈科技创始人陈勇，火币网区块链研究院

院长袁煜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区块链研究室主任李鸣，出席“耶

鲁区块链论坛”，并解读区块链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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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宣讲与校友活动

耶鲁北京中心为耶鲁大学各学院提供支持，加强学院

与中国的连接性和能见度，并为在华校友提供交流的

平台。

2017年 7月 8日 	

耶鲁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传奇表演大

师北京项目宣讲会”

2017年 7月 17日 	

耶鲁管理学院雇主交流会

2017年 8月 3日 	

耶鲁管理学院教授 Peter Schott出席项目宣讲会，发表有

关“美国反全球化情绪”的演讲

2017年 8月 4日 	

耶鲁管理学院  ’06届校友、厚德前海基金合伙人陈昱

川，管理学院  ’10届校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经理戴

佳，管理学院  ’11届校友、阿凡题教育联合创始人王庆

苑，管理学院  ’13届校友、京东金融结构金融部总经理

Jim Kok，耶鲁管理学院招生办助理院长 Bruce DelMonico

以及管理学院在读生 Jill Ni出席耶鲁管理学院校友分享

会，为现场观众分享在耶鲁的学习生活

2017年 10月 10日 	

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中国地区公立、私立高中校长/海外

升学主任举办交流会，邀请耶鲁大学本科招生高级副

主任、中国地区招生代表 John Yi就耶鲁本科的学术氛

围、校园生活和经济资助等政策进行答疑解惑

2017年 10月 21日 	

2018年耶鲁全球青年学者项目宣讲会

2017年 10月 26日 	

华能信托耶鲁管理学院校园招聘宣讲会

2017年 10月 30日 	

教育发展与促进协会(CASE)亚太国际研讨之旅

耶鲁管理学院校友关系高级副院长 Joel Getz（左），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右）出席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校友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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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1月 7日 	

耶鲁管理学院招生处高级副主任Maria Derlipanska出席

项目宣讲会

2017年 12月 2日 	

耶鲁高管项目中国同学会启动仪式

2017年 12月6日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David 

Bach，耶鲁管理学院校友关系高级副院长 Joel Getz，管

理学院  ’95届校友、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陈十游，管理学院  ’13届校友、耶鲁大学北京校友

会主席孙瑜等出席管理学院校友招待会

2017年 12月 17日 	

2018年耶鲁全球青年学者项目宣讲会

2018年 2月 27日 	

耶鲁管理学院招生外联副主任Kristen Mercuri出席项目

宣讲会

2018年 3月 20日 	

耶鲁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Frank Zhang出席管理学院MBA
学生中国行招待会	

在2018年耶鲁全球青年学者项目宣讲会上，青年学子询问项目申请“秘籍”。

„

“
耶鲁北京中心为在北京的耶鲁专家提供了 

无以估量的支持。过去一年， 

我在北京参与了跨国多中心的临床研究项目。 

耶鲁北京中心不仅提供了优越的 

工作环境和设施从而让我的工作更加有效率， 

也为我安排了与合作方的会面， 

与在北京之外的研究团队的在线会议， 

以及为我的暑期实习生提供资源和工作空间。 

在中国工作的 

复杂性超出我的想象，但拥有 

一群经验丰富、专业且渊博的员工提供帮助， 

对包括我在内的耶鲁专家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对于 

一整年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的多元化 

活动也印象深刻。这不仅连接起了耶鲁学生、 

教职员工和校友们，也为那些在中国 

的学术前沿的耶鲁人搭建起社区。

Evelyn Hsieh
耶鲁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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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门外大街	8	号
国际财源中心	B	座	36	层



耶鲁北京中心网址：	http://centerbeijing.yale.edu

官方微信公众号：	 YaleCenterBJ 

官方微博账号：	 http://weibo.com/yaleuniversity  
 http://weibo.com/yalecenterbj

联系邮箱：	 yalecenterbeijing@yale.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