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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耶鲁北京中心的朋友们：  

从 2014年 10月 27日成立至今，耶鲁北京中心迈入了在中国的第五年。

作为耶鲁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在美国本土校园之

外设立的实体中心，耶鲁北京中心胸怀连通中美、融汇世界的愿景。

2018至 2019年度，耶鲁北京中心一如既往举办了主题涉及经济金融、

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的活

动和项目。

不过，这并不是单独的一年。

自 2014年 10月成立至今的五年时光里，耶鲁北京中心连接耶鲁大学各

学院及教职员工与中国的交流渠道，通过举办活动和项目，互通先进的学术理念与前沿的科研成果，促进

决策者和思想领袖之间的对话、交流和研讨。五年中，耶鲁教职员、学生和校友的参与率从 2014- 2015年度的

33%增加至 2018- 19年度的近 70%；伴随着这样的增长，耶鲁北京中心自身也发展成为汇聚全球各界精英领袖

的重要交流平台。  

未来，搭建桥梁、激扬思想、求异存同仍然是我们心之所向：

±± �启迪智慧光芒（Enlighten）—开启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格林伯格高端对话等，增进跨

国界、跨学科和跨领域的智力交汇。

±± �促进交流合作（Engage）—  通过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和女性领导力等项目，架起官方与民间、学

界与商界、本土与国际之间的桥梁，共同研讨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的至关重要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站在五年的里程碑上，我们首先要向耶鲁大学的教职员工、管理者、学生、校友，和耶鲁北京中心的创

始捐赠人、顾问委员会成员们为我们提供的无私帮助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期待未来能与您继续携手同行。

在走进中国，走进亚洲的新起点上，我们将更好地连结耶鲁、中国与世界，让世界更懂中国，为中国打

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

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携全体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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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至 2019年 6月，耶鲁北京中心进一步为

整个耶鲁大学的在华交流与合作提供支持，并迎来

了本科学院院长Marvin Chun、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ten Vermund在内的近 40
位耶鲁教职员工出席活动并介绍最新研究成果。

±± 耶鲁本科学院院长、Richard M.  Colgate心理学教授

Marvin Chun作为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

一讲嘉宾就“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相辅相成”这一

话题与现场百余位观众进行深度交流。活动经网络

直播后，在线观众达 13.6万人次。

中心积极邀请耶鲁教授来华与不同领域精英

展开互动式交流。

±± �耶鲁戏剧学院教授 Christopher Bayes出席“探索表演

的乐趣”项目，带领中国的戏剧爱好者体验戏剧魅

力。

±±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教育系主任Grace 

Kao 以社会学为视角、大数据为工具，与参会者探讨

“留学美国的挑战与中美教育异同”。

±± 以“21世纪的亚洲”为主题的耶鲁全球青年学者

（Yale Young Global Scholars,  简称 YYGS）北京项目第

四次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来自全球 25个国家和地

区的90名高中生在 14天的时间里与 YYGS全球项目

总监 Edward Wittenstein，耶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

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耶鲁世界学者、纪录

片导演简艺等行业领袖进行交流。

±±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在“中华青少年交

响乐团”的发布会上分享了他对中美两国音乐教育

与发展前景的看法。17.3万人次在线音乐爱好者观

看了当天的视频直播。

±±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ten Vermund出席“中美面

临的医疗保健挑战”分享会，介绍耶鲁公共卫生学

院近年来所从事的事业和做出的贡献。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出席“中美面临的医疗保健挑战”分享会

耶鲁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在“探索表演的乐趣”项目中

带领中国的戏剧爱好者体验戏剧魅力

耶鲁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育学系主任Grace Kao教授出席  “留学美

国的挑战与中美教育异同”项目

±± 自 2016年起，“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成立；

2017- 2018期的闭幕季邀请到耶鲁大学前金融学教

授陈志武，耶鲁艺术学院 ’88届校友、中央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前院长王敏，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去

哪儿网前CFO赵轶璐等专家学者与中国近 40位企业

创始人“跨洋交融、跨界碰撞”。

以“ 21世纪的亚洲”为主题的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举办；图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高中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一整年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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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 2017- 2018期的闭幕季举行

这一年度，得益于捐赠者的慷慨赞助，耶鲁北

京中心开启了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和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等一系列讲座和对话活动，分

享包括耶鲁教职员、校友在内的思想领袖在科学等

各领域中的思考与贡献。

±± 过去一年中，出席“格林伯格高端对话”的嘉宾有：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95届校友、“无国界医生”前国

际事务总裁，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助理临床教授

Unni Karunakara；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

高级研究员、耶鲁管理学院高级讲师斯蒂芬·罗

奇（Stephen Roach）；国际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耶鲁本科学院 ’89届校友、美国职业篮球

联赛（NBA）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墀驹；耶鲁建筑学

院 ’02届校友，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马 

岩松；耶鲁戏剧学院导演指导教授 Yuri Kordonsky 
等。

±±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的嘉宾包括：耶

鲁本科学院院长、Richard M.  Colgate心理学教授  

Marvin Chun；耶鲁大学应用物理与物理学教授�

曹蕙；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

陈希。

±± 公益组织“壹基金”发起人、功夫明星李连杰，耶

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

等出席由益桥中国、PIM益启慈善和耶鲁北京中心

联合举办的“益创未来峰会”，通过青年领导者与

行业领袖之间的深度对话，号召并支持新时代的

慈善家、企业家、创业者投身社会公益，助力和推

动社会创新。

为了呈现耶鲁学术成果，耶鲁北京中心运用

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邀请中国

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日报》、《财经》杂志

等多家中国媒体，采访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

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授David Bach，耶鲁大

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耶鲁国际事务办公室国际关系

和领导力项目主管 Edward Wittenstein，耶鲁大学国

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 Fabrizio Zilibotti等。

公益组织“壹基金”发起人、功夫明星李连杰出席由益桥中国、�

PIM益启慈善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益创未来峰会”，分享

创立壹基金背后十年的机缘与思考

图为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授David Bach接受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全球财经》栏目采访，与

耶鲁计算机系 ’17届校友、黍苗公益联合创始人辜家齐一同分析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五载流光回眸

2018. 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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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耶鲁大学
法学院蔡中曾中心邀请政府和学术机构
相关人员共同研讨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有
关的政策

2017. 11. 6

“耶鲁中国非洲论坛”

由耶鲁大学麦克米兰中心所倡导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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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5. 9

“一带一路系列论坛之CGTN《对话杨锐》圆桌辩论”

在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杨锐的主持下，耶鲁北京中
心顾问委员会成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原董事长傅成

玉等嘉宾就  “一带一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及与民粹
主义等话题展开对话

2017. 7. 9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中美学术

研讨会”

由中央财经大学联合耶鲁大学法
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共同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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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

中美商贸关系早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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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莅临耶鲁北京中心，
就中美商贸关系展开讨论

2017. 6. 30-7. 2

“生命的意义”工作坊

在三天的时间中，耶鲁哲学教授 Shelly 
Kagan与近60位参会者面对面探讨了幸
福、死亡和爱

2017. 8. 7-9

“即兴表演”

耶鲁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
“即兴表演”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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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 20-24

中国医院高管培训项目

由耶鲁全球健康领导力研究院携
手中国国家卫计委联合举办，为中
国医院高管们提供培训

2016. 10. 13-16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成立

这是中国首个由顶级私募投资企业与国际一流常春
藤名校联合创办的领导力发展项目

2016. 8. 15

“亚洲与世界系列讲座：丝路历史和佛教文化遗产”

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教授Mimi Yiengpruksawan和
艺术史系助理教授金延美（Youn-mi Kim）分享
对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察；该活动由耶鲁北京中心

与耶鲁东亚研究理事会（CEAS）共同举办

2016. 12. 14

“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会是什么样”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耶鲁管

理学院高级讲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与
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创始主任 James Levinson就中
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展开对话；当日还举办了耶
鲁全球事务硕士项目宣讲会

2016.7.8-10

“罗马建筑”工作坊

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教授Diana Kleiner在为期三天的工作
坊中探讨“罗马建筑”；作为耶鲁北京中心主办的首个

短期研讨会，该工作坊吸引了30余名对建筑和历史有浓
厚兴趣的参与者

2014. 10. 27

耶鲁北京中心正式成立

耶鲁心理学系 ’86届校友、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耶鲁管理学院院长 Edward A.  Snyder，  耶鲁
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耶鲁森林和环境学院院长
Peter Crane，和耶鲁北京中心三位创始捐助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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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真格基金创始

人徐小平，耶鲁管理学院 ’90届校友、莲花资本管理公司
创始人和董事长黄中核，以及耶鲁本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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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崇信等参加开幕仪式

2015. 5. 26-28

“文化遗产保护的危机”

耶鲁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主任斯

蒂芬·西蒙（Stefan Simon）出席了为期
两天的“博物馆展示用光及微褪色检
测技术”研讨会，并在期间围绕威胁人
类文化遗产的挑战发表演讲

2015. 9. 28

“建筑设计的全球化对本

土风格与特征带来的机遇

及挑战”

时任耶鲁建筑学院院长

的Robert A.  M.  Stern发
表主题演讲，并与耶鲁

本科学院 ’76届校友、建筑学院教授 Alan Plattus，耶鲁建
筑学院 ’02届校友马岩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庄惟
敏等展开对话

2015. 11. 2

“中国医疗领域的新技术与市场发展趋势”

耶鲁护理学院院长 Ann Kurth就中国医
疗发展发表演讲

2015. 12. 2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本科招生

说明会

耶鲁本科学院 ’81届校友、时任耶
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教务院长

的Charles Bailyn与北京的观众远程
探讨“在新加坡邂逅博雅教育”

2015. 12. 15

“中英关系的形势与机遇”

耶鲁研究生院 ’90届校友、英国驻华大
使吴百纳（Barbara Woodward）发表主
题演讲

2016. 3. 16

“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

时任美国能源部长的Ernest Moniz就
能源和环境可持续发表演讲

2016. 3. 19

《情商》中文版新书发

布会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

（Peter Salovey）和教授
David R.Caruso举办新
书发布会。

2016. 1. 25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崩解还是突破？清洁能源、绿

色产业、绿色投资的新方向”

耶鲁法学院 ’86届校友、法学院、森林与环境学院教授
Daniel Esty与耶鲁世界学者、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展开对话

2016. 1. 31-2. 6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成功启动

共有来自全球 22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
名青年学生参与了首次来到北京举办的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耶鲁本

科学院 ’04届校友、法学院 ’12届校友、耶
鲁全球青年学者全球项目总监 Edward 
Wittenstein等出席

2019. 3. 20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开启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95届校友、
“无国界医生”前国际事务总裁，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助理临床

教授Unni Karunakara作为第一
讲嘉宾出席并分享“危机中的
领导力”

2019. 1. 11

“中美面临的医疗保健挑战”分享会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出席
并介绍耶鲁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所从事
的事业和所做出的贡献

2018. 3. 21

医学学术交流

在耶鲁北京中心的安排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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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邀到访北京协和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和北京儿童医院
就儿科基因组学进行学术交流

2018. 3. 25

耶鲁大学校长在访华期间接受中国媒体圆桌采访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接受了包括中央电
视台、中国日报、中国新闻社、环球时报、财新、澎湃等
中国媒体的圆桌采访，报道被广泛传播，在中国社会形
成了深远的影响力

2018. 11. 5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开启

耶鲁本科学院院长、Richard M.  Colgate心理学教
授  Marvin Chun作为第一讲嘉宾出席耶鲁“群星闪
耀”科学系列讲座，以“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相辅
相成”为主题展开交流

2019. 5. 31-6. 2

耶鲁女性领导力项目

耶鲁管理学院教授 James 
N.Baron，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
友、耶鲁大学情商项目联合主任

Emma Seppälä等出席项目，与女
性管理者分享洞见和经验

2015 2016 2017 20182014 2019



五年亮点数据 涉及医学、物理、环境、数据等�
科学领域的活动占比明显增多，

4%
增长至 

近年来的约

20%
从成立之初的

在过去五年的 1700余天里，耶鲁�
北京中心举办的讲座、研讨会、�
项目和参访等累计吸引了超过

多次参与者

50%32,000
人次参与

在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上�

创建自媒体传播平台，传播耶

鲁的科研成果、最新动态和

有价值的声音。

《重磅�| �耶鲁大学校长�

的声明》获得了中国公众、�

媒体的广泛关注，累计�

阅读量过亿次。

自从 2016年引入直播的传播手段以来，�

活动共吸引直播受众达236万人次，�

年均增幅达169%。

活动直播收看量

2016

12.4 万

170 万

2019

微信公众号粉丝量

2014

1,800

5.4 万

2019

微信公众号阅读量

2014

45,000

157 万

2019 @yalecenterbeijing
@ 耶鲁北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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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仅耶鲁北京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的�

总阅读量突破了350万次，年均增幅

222%，粉丝数量的年均增幅达184%。

活动频率从第一财年的平均

一个活动， 
到五年中最高峰的

一个活动

每 5�天

每2�天

其中，耶鲁教职员、耶鲁校友参与�
的活动占比

从第一财年 
的约

翻了一番跃升至

2018 - 2019年度的近

3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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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至 2019年6
月，耶鲁北京中心组

织了主题丰富的活

动与项目：

2018年9月28日
著名大提琴家朱亦兵，耶鲁音乐学院 ’15届校友、钢琴家

金文彬共同举办“听觉的旅行”—大提琴钢琴重奏音乐

会，呈现一场大提琴与钢琴之间的完美对话

2018年11月3日
耶鲁本科学院 ’87届校友、大提琴家Wesley Baldwin，耶鲁

音乐学院 ’13届校友、中提琴家莫灵风（Shawn Moore），小

提琴家Geoffrey Herd等三位室内乐音乐家为现场观众奏

响了一场弦乐音乐会

2018年12月21日
“耶鲁校友圣诞音乐会”举行，耶鲁音乐学院 ’15届校友、

钢琴家金文彬，耶鲁音乐学院 ’13届校友、大提琴家张博，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管弦系弦乐学科主任、小提琴家

庞振国，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钢琴表演专业硕士生导

师、钢琴家林璐出席并联袂演奏，与音乐爱好者们共庆

圣诞

2019年1月24日
由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成立的公益教育组织

格致计划举办2019冬季经典读书会，耶鲁本科学院 ’17届

校友王映雪及其他嘉宾以讨论会的形式，与参会者探讨

三位室内乐音乐家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美妙绝伦的弦乐音乐

会，为周六的阳光再添一抹绚烂

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NYO-China）的学生带来了精彩的演奏，当天的视频直播吸引了 16万人次在线音乐爱好者

2019年 5月 14日，耶鲁大学男声无伴奏合唱团Spizzwinks(?)在耶鲁北京中心开唱； 14位耶鲁学霸在现场演唱了《好汉歌》、“Yale Football 
Fight- song Medley”、“No Regrets”等 16首歌曲，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东西方文学中的烈士：死亡的哲学与美学，以及托克维

尔对于民主制度的独到见解

2019年3月27日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作曲家叶小钢，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等出席

“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NYO-China）”的活动及其室内

乐演奏会

2019年4月9日
耶鲁历史学教授Paul Freedman在纽黑文通过视频连线与

在耶鲁北京中心的美食与旅游作家、《美味》杂志前总

编辑Georgia Freedman共同品味“舌尖上的世界”，畅谈

“味道的历史”

2019年 5月14日
耶鲁大学男声无伴奏合唱团Spizzwinks(?)举行演出；作

为美国最早的大学低年级男声无伴奏合唱团，成立于

1914年的Spizzwinks(?)在现场演唱了《好汉歌》、Yale 

Football Fight-Song Medley、No Regrets等 16首歌曲，赢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

2018年7月23日
在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NYO-China）演奏会与讲座

上，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NYO-China全球艺术事

务高级顾问Robert Blocker通过视频与现场的中国音乐

家协会主席、作曲家叶小钢，耶鲁本科学院 ’16届校友、

NYO-China执行董事李文森，耶鲁本科学院 ’16届校友、

NYO-China项目开发总监尼古拉斯·布朗，弦乐导师、

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的二提琴首席李青等共同探讨中美

两国的音乐教育与发展前景

2018年8月19日
耶鲁大学戏剧学院教授Christopher Bayes出席“探索表

演的乐趣”工作坊

人文与艺术

14%
商业与金融

18%
教育、公益与社会

3%
能源与环境保护

14%
人文与艺术

11%
项目宣讲与校友活动

16%
科技创新与创业

6%
政治与国际事务�

18%
健康与医疗

精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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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建筑学院 ’02届校友，MAD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合伙人马岩

松出席“格林伯格高端对话”，以“未来城市的样子”为主题

展开分享

耶鲁本科学院 ’89届校友、NBA中国首席执行官张墀驹在“格林伯格高端对话”上分享NBA如何连接中美

“戏剧是艺术之光”—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导演指导教授Yuri 
Kordonsky（左）在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刘天池（中）

的“中西戏剧艺术”对话会上，如此形容他心中的戏剧

今天的城市中，建筑更多被要求在实用主义的层面服务

社会和经济发展；但在耶鲁建筑学院02届校友、MAD建

筑事务所创始人和合伙人马岩松看来，问题还是同一个：

未来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

2019年6月26日
耶鲁戏剧学院导演指导教授Yuri Kordonsky和中央戏剧

学院表演系副教授刘天池出席“格林伯格高端对话”，共

同探讨中西方戏剧艺术和演员的自我修养

2019年 5月17日
耶鲁本科学院 ’89届校友、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中

国首席执行官张墀驹出席“格林伯格高端对话”，围绕

“NBA：篮球连接中美”为主题，分享NBA在体育、商业、

文化间架起的中美友谊之桥，以及NBA的成功运营之道

2019年6月12日
“创造未知”，曾几何时是所有相信建筑能改变时代和社

会的伟大建筑师的信仰，当今似乎却变得愈发陌生；在

2018年7月8日
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和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

任William N.  Goetzmann就“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创新”和

他的新书《千年金融史》进行主题演讲

2018年9月7日至9日
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学院—耶鲁管理学院企业总裁项目第

二期第二模块举办；耶鲁管理学院教授申智雄（Jiwoong 

Shin）为参会者讲解“大数据时代的营销策略”

2018年9月10日
米尔肯研究院发布“2018年度中国最佳表现城市”报告

2018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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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物理系 ’03届校友、京东金融集团副

总裁、战略发展负责人姚乃胜，耶鲁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04届校友、简24创始人兼CEO林捷，耶鲁大学管理学

院 ’13届校友、耶鲁北京校友会会长孙瑜等出席耶鲁“消

费升级”论坛

商业与金融

2018年 7月8日，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和管理学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

心主任William N.  Goetzmann就“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创新”和他的

新书《千年金融史》进行主题演讲；当天的活动经网络直播，实时

收看的观众达 11.8万人次

耶鲁管理学院教授申智雄（ Jiwoong Shin）在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学院—耶鲁管理学院企业总裁项目第二期第二模块期间与参会者交流中国

文化

2018年10月31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新加坡国

立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陈春花就“管理思想”展开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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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6日
北京市商务中心区（CBD）邀请耶鲁北京中心等优秀企

业代表参加“高精尖”产业促进会年终总结大会

2019年1月18日
在耶鲁管理学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

人陶宁的主持下，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HarbourVest

的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管理学院 ’98届

校友、凤凰演艺公司CEO朱缨，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

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征共同出席了“耶鲁女

性领导力”座谈会与鸡尾酒会

2019年3月20日
耶鲁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张小虎出席“中国民生银行：

2019年高级管理人员研修 ‘大家谈 ’第一期讲座”，就资产

配置与管理进行讲解

2019年 5月31日至6月2日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耶鲁大学情商项目联合主任

Emma Seppälä，耶鲁管理学院教授 James N.  Baron出席耶

鲁女性领导力项目，与十余位中国的女性领导者分享如

何打造高绩效团队，培养双赢谈判技能，管理危机，领导

企业变革，以及建立强大的个人品牌等话题

在耶鲁管理学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陶宁的

主持下，聆听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HarbourVest的董事总经

理及中国区总裁单丽红，耶鲁管理学院 ’98届校友、凤凰演艺公司

CEO朱缨，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

官马征分享女性领导力的独特之处。

2019年 5月 31日至6月 2日，耶鲁女性领导力项目举办；图为耶鲁本科

学院 ’99届校友、耶鲁大学情商项目联合主任Emma Seppälä与十余位

中国的女性领导者分享如何提升女性领导力

2019年6月13日
耶鲁大学国际与发展经济学教授 Fabrizio Zilibotti就其合

著的新书《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发表演讲，从

经济学角度考量金钱、知识和时间等因素如何影响父母

教育孩子的方式，以及各国所认可的育儿方式

2019年6月19日
主题为“让品牌学会讲故事，让公关成为生产力”的红杉

中国首席营销官日举办

2019年6月29日
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十年发展战略研讨会

2018年7月5日
2018 ETUx教育论坛举办；一土学校创始人李一诺，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道尔顿学院院长Spencer A.M.  Fowler，清

华大学心理学系讲师李松蔚，High Tech High教师Zoe 

Randall等来自中美的创新教育者出席论坛，讨论全球视

野下回归常识的教育实践

2018年7月18日
第二届女大学生领导力计划—励媖中国女大学生领袖

计划结业礼及第二届女大学生领袖计划Top 20峰会开幕

2018年7月25日至8月7日
以“21世纪的亚洲”为主题的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ale 

Young Global Scholars，简称YYGS）北京项目举办；来自

全球 25个国家和地区的90名高中生在 14天的时间里与

YYGS全球项目总监Edward Wittenstein，耶鲁世界学者、

纪录片导演简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征，耶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

执行副理事长王行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耶鲁

研究生院 ’95届校友、丹佛斯中国副总裁车巍等行业领袖

进行交流，还参访了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北京著

名名胜

教育、公益与社会

2018年 7月 25日至8月 7日，以“ 21世纪的亚洲”为主题的耶鲁全球

青年学者北京项目举办；图为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在项目期间展

开交流 

2018年8月8日至8月12日
益启慈善（PIM）联合创始人、耶鲁本科学院 ’12届校友刘

青榆和梁嘉敏举办“2018模拟基金会”；项目致力于为全

球青年领袖提供高质量的技能工作坊，人脉网络，以及

社会资本，鼓励其思考并践行可行方案解决当下紧迫的

社会问题

2018年8月11日
由益桥中国、益启慈善（PIM）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主办

“益创未来峰会”，耶鲁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

副会长王行最，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博世中国副总裁

蒋健，YANG DESIGN及YANG HOUSE 创始人杨明洁，北

京元典美术馆、北京元典艺术公益基金会创始人谷燕等

出席峰会并就慈善和社会影响力进行演讲和讨论

2018年8月18日
“首届青年乡村振兴峰会”举办；耶鲁计算机系 ’17届校友、

黍苗公益联合创始人辜家齐，耶鲁世界学者、零点青年

公益创业发展中心理事长袁岳，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耶

鲁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王锡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研究员杨团等出席峰会

2018年8月22日
耶鲁“同在蓝天下”（Building Bridges）十周年分享会举

办，耶鲁本科学院 ’11届校友、社团联合创始人高雨莘与

嘉宾围绕“理想与教育的思考”展开讨论

2018年9月12日
在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的创始人兼首席

执行官马征的主持下，北京景山学校校长邱悦、北京市

十一学校副校长吴凤琴、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校长

Simon Herbert和密涅瓦大学首席体验官Robin Goldberg共

同出席耶鲁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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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7日
励媖中国举办《2019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报告：中国职

场女性“向前一步”的挑战》半程发布会；耶鲁本科学

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联合国全球

契约组织亚洲及大洋洲总代表刘萌，经济学人集团大中

华区总裁刘倩等分享了现代女性在工作与家庭平衡上的

人生感悟

2019年3月20日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95届校友、“无国界医生”前国际

事务总裁，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助理临床教授Unni 

Karunakara出席“格林伯格系列讲座”，分享“危机中的

领导力”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 ’95届校友、“无国界医生”前国际事务总裁，耶

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助理临床教授Unni Karunakara分享“无国界医

生”如何在危机中发挥领导力 

耶鲁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育学系主任Grace Kao教授与参会者讨论中

美教育异同

2019年4月12日
在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李恩祐

的主持下，一土教育联合创始人李一诺、《养育下一代创

新者：犹太教育对中国的启示》一书合著者Ami Dror进行

了一场教育创新对话，比较中国教育和以色列教育的差

异，探讨如何“培养下一代创新者”

2019年4月25日
耶鲁研究生院 ’91届校友、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毕艾伦

（Alan Beebe），美国驻华大使馆Education USA主任盛

哲明（Benjamin Sand），美国驻华大使馆Education USA

协调员于叶，美国驻华大使馆领事处签证官Nicholas 

Grandchamps，在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

总经理李恩祐和拜耳（中国）有限公司拜耳中国处方药

事业部人力资源副总裁王彤（Annie Wang）的主持下，参

与“对话：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

2019年 5月7日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会议

2019年 5月28日
在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迈塔学院创始人马征的主持

下，耶鲁本科学院 ’11届校友、清华附中国际部升学指导主

任翁明容，北京鼎石学校大学升学辅导办公室联合总监

蒋小波，北京四中升学指导办公室主任于小莉展开对话，

与现场观众分享“如何帮助你的孩子选择成功的国际教

育路径”

2019年6月15日至 16日
耶鲁社会学系系主任和教育学系主任Grace Kao教授出席  

“留学美国的挑战与中美教育异同”工作坊

2019年6月20日
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邀请世界多国驻华外交官员

参加“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研讨会

2018年9月18日
美国烹饪学院校长Tim Ryan出席“大厨、领导力与全球

食品产业：创新文化的建立”研讨会，追溯自1946年美国

烹饪学院在耶鲁校园创办的非凡历史，分享何以应对涉

及环境可持续等全球性问题

2018年12月11日
耶鲁—巴黎高等商学院（HEC）“畅想汽车未来”论坛举

办，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马征，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政府事务及

联席办公室执行副总裁李洁，拜腾联席总裁成长青，蔚

来软件开发（中国）副总裁庄莉共同就汽车行业智能化

未来展开探讨

2019年3月21日、23日和 24日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 ’13届博士、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院

助理教授、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徐安琪，与耶

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耶鲁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就

“中国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进行实地考察之旅，了解

大气污染及防治办法，也为中国最紧迫的气候环境问题

提出建设性政策方案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 ’13届博士、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院助理教授、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兼职教授徐安琪，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姜克隽、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部主任柴麒敏就“中国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

展开对话

能源、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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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5日
耶鲁大学本科学院院长、Richard M.  Colgate心理学教授

Marvin Chun作为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一讲

嘉宾就“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相辅相成”这一话题与现

场百余位观众进行深度交流

2018年11月8日
耶鲁情商中心儿童研究主任、耶鲁儿童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Craig S.  Bailey博士出席“情商和更健康的情绪体验”

活动，讲解如何运用情商更好地辨识、理解和调控情感

2018年11月29日至30日
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举办肯定式心理咨询学术论

坛，致力于通过学术论坛的交流与探讨，为性少数群体

提供更多高质量、多层次、多角度的心理咨询服务

2018年11月30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系客座副教授、耶鲁大学运动

促进认知与情感研究项目（Physical Exercise Affecting 

Cognition and Emotion，简称PEACE项目）负责人刘坤出

席以“科学运动促进儿童认知与情感”为主题的学术讨

论会

2018年12月6日
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系教授 Anthony J.  

Koleske出席主题为“精神分裂症的进展：基因是否会产

生新的治疗方法？”的讲座，讨论当前对精神分裂症遗

传基础了解的最新进展

健康与医疗

耶鲁大学本科学院院长、Richard M.  Colgate心理学教授Marvin Chun作为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一讲嘉宾就“神经科学与人工

智能相辅相成”这一话题与现场百余位观众进行深度交流；活动经网络直播后，吸引的受众达 13. 5万人次

2018年12月7日
耶鲁大学生物统计系主任、统计与数据科学系与遗传系

教授赵宏宇博士“解码基因检测”，分析通过DNA能否

预见一个人的未来

2018年12月18日
耶鲁大学PEACE儿童项目结题会议举办

2019年1月11日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出席“中美面临的医

疗保健挑战”分享会，介绍耶鲁公共卫生学院近年来所

从事的事业和做出的贡献

2019年1月15日
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神经科学家Bruce Wexler围绕

其著作《大脑与文化》进行主题演讲，带领近 100位现场

观众和8万多直播粉丝重新认识文化变迁对大脑的影响，

也为思考如文化冲突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2019年3月2日
耶鲁大学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大健康系列论坛

之医疗LP/GP的投资秘籍”；耶鲁管理学院 ’04届校友、耶

鲁大学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主席、信立泰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宇翔，耶鲁管理学院 ’04届校友、耶

鲁大学医疗健康中国校友俱乐部董事总经理、贝恩资

本高级医疗行业顾问张思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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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届校友、夏尔巴投资创始人蔡大庆，耶鲁管理学

院 ’05届校友、阳光融汇资本董事总经理黄升轩，耶鲁管

理学院 ’12届校友、康桥汇世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章亮，中投公司股权部投资经理卢曼，拜耳医

药保健有限公司中国及亚太区业务发展总监黄丹洁，经

纬中国董事总经理喻志云，平安创投合伙人张妍等出席

论坛，并就医疗投资以及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创新等话

题展开讨论

2019年3月12日
耶鲁大学应用物理与物理学教授曹蕙，作为耶鲁“群星

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二讲的嘉宾，以“穿越不透明的世

界”为主题，分享她在光学上的研究如何促进生物医学

影像发展

图为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神经科学家Bruce Wexler在演讲结束

后，为热情的读者签售其著作《大脑与文化》

耶鲁大学应用物理与物理学教授曹蕙以“穿越不透明的世界”为

主题，分享她在光学上的研究如何促进生物医学影像发展，以及

她在物理学领域的求学和研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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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8日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

政医管局DRG（Diagnosis Related Groups）质控中心联合

举办耶鲁DRG中国研究研讨会；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

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中国国务院参事、国家DRG质

控中心主任邓小虹，北京市卫计委信息中心主任琚文胜，

北京协和医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海涛等 50多名业内

专家与会，并共同回顾了DRG理论发展，CN-DRG的发展

历程和应用实践，介绍了耶鲁在全球和中国进行DRG应

用研究的项目

2019年 3月 25日至 26日，“中欧传统药监管与研发交流研讨会”由耶

鲁公共卫生学院教授Robert Makuch和行业组织共同举办

2019年3月25日至26日
“中欧传统药监管与研发交流研讨会”举办；耶鲁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Robert Makuch，欧洲药典署副主任Ulrich Rose，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民族药处处长王海南，药

物信息协会（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简称DIA）董事

会主席 Joseph Scheeren等与会

2019年4月19日
耶鲁研究生院 ’95届校友、丹佛斯中国区副总裁车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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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哈佛上海中心董事总经理黄晶生，共同探

讨“如何管理职场焦虑”

2019年 5月15日
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和神经科学家Bruce Wexler出席北

京朝阳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耶鲁大学医学院PEACE项

目及国际医疗研讨会

2019年6月5日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作为耶鲁

“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三讲嘉宾，探讨“童年成长环

境如何决定了一生的健康”，以及该研究可能带来的政策

与商业价值

2019年6月26日
耶鲁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合举

办“人工智能与中美关系”工作坊

2019年1月12日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

授David Bach，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达巍，出席

“跨越太平洋的对话”，  共同探讨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

2019年1月13日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

授David Bach出席“耶鲁创新学者”项目沟通会，分析中

美贸易战根源、展望 2019年的中美关系，并与耶鲁管理学

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合伙人兼首席运营官陶宁，耶鲁

管理学院 ’09届校友、耶鲁管理学院助理院长李秀玲面向

有意向的项目参与者进行交流

2019年3月22日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耶鲁管理学

院高级讲师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出席“格林伯

格系列讲座”，分析“大国关系的前路”

2019年3月29日
国际史学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出席“格林伯格系

列讲座”，  谈论其新书《冷战：一部世界史》，探讨大国

冲突和意识形态较量如何塑造当今的世界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耶鲁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围绕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作为“格林伯格系列讲座”第三讲嘉宾，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史、冷

战史学者之一文安立教授谈论他的新书《冷战：一部世界史》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授David 
Bach与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教授达巍探讨中美关系将如何�

发展

法律、政治与国际事务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陈希在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第三讲时分

享，通过科学研究发现，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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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
真格基金举办ZhenMasters主题讲座，好未来创始人兼

CEO张邦鑫出席并分享企业的成长路径

2018年7月6日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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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管理学

院前院长助理尤劲，区块链专家、惠智（深圳）技术有限

公司邓牧作为嘉宾出席

2018年7月13日至 15日
“创新学者”项目（第三模块）举行；创新工场合伙人张鹰，

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创业主任兼高级讲师Kyle Jensen�

出席

2018年9月5日
真格基金LP路演日举办；真格基金合伙人兼CEO方爱之

出席

2018年9月14至 16日
耶鲁创新学者项目第四模块举办；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开复、耶鲁管理学院谈判与道德高级讲师

Daylian Cain出席并与参会者展开研讨

2018年9月19日
真格基金举办ZhenMasters主题讲座，北大汇丰商学院管

理实践教授以及创新创业中心主任陈玮出席并分享观点

2018年9月23日至29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前往耶鲁大学修习人生领导力，

聆听耶鲁管理学院高级副院长Jeffrey Sonnenfeld，哲学教

授Shelly Kagan，博弈理论专家Barry Nalebuff等讲者分享

领导力的本质，也参与赛艇训练及比赛，参观西点军校，

感受团队的力量，通过“跨洋交融、跨界碰撞”，培养未

来全球商界领袖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在耶鲁创新学者项目第四模块

期间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终身教授迈克斯·泰格马克教授交流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参与者在耶鲁大学体验赛艇运动

2018年11月14日至 18日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2017- 2018期的闭幕季模块

举行，邀请到耶鲁大学前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耶鲁大

学发起的全球高端管理联盟盟校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

Shlomo Maital，全球高端管理联盟盟校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教授钱世政，耶鲁艺术学院 ’88届校友、中央美术学院

设计学院前院长王敏，红杉成员企业刘天池表演工坊创

始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副教授刘天池，耶鲁本科学

院 ’99届校友、去哪儿网前CFO赵轶璐等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与参会者跨界沟通，致力于提升未来商界领袖的领�

导力

科技创新与创业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去哪儿网前CFO赵轶璐在“耶鲁—红杉领

导力中心”项目 2017- 2018期的闭幕季模块围绕“跟资本市场沟通的

原则”分享观点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  2017- 2018期项目参与者参加“当音乐遇

上领导力”环节

2018年12月13日
“耶鲁创新学者二期项目启动暨媒体沟通会”举办，耶鲁

管理学院 ’09届校友、管理学院助理院长李秀玲，耶鲁管

理学院 ’10届校友、创新工场首席运营官兼合伙人陶宁等

参加启动会，回顾“耶鲁创新学者”项目的成果，共话人

文与科技的跨界创新

2018年12月14日至 16日
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学院—耶鲁管理学院企业总裁项目第

二期第三模块举办；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创业主任兼

高级讲师Kyle Jensen就“创新科技”中的大数据、机器学

习、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问题为参会者进行讲解

2019年1月26日
“耶鲁—哈佛 2019新年论坛”举办，围绕“投资论坛：新

GP和拐点中的市场”、  “创业论坛：再出发”、“文娱论

坛：新价值”等三场分论坛展开探讨；耶鲁大学和哈佛

大学两校校友包括耶鲁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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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研究生院 ’03届校友、美

国富国银行北京分行高级副总裁高欢，耶鲁工程学院 ’04

届校友、简24创始人兼CEO林捷，耶鲁管理学院 ’06届校

友、厚德前海基金合伙人陈昱川，耶鲁管理学院 ’07届校

友、菱歌科技创始人兼CEO栾晔，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

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征，耶鲁公共卫生

学院 ’12届硕士校友、二十世纪福斯电影公司中国区制作

总监霍晓婷，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

晶，Hearst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邢文宁，哈佛上海中心董事

总经理黄晶生，合一资本创始合伙人、新财知社创始人

许亮，工夫影业联合创始人、总制片人陶昆等出席

2019年3月15日至 17日
中信产业基金管理学院—耶鲁管理学院企业总裁项目

第二期第四模块举办；耶鲁大学运筹学荣休教授 Arthur 

J.Swersey，就质量管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自动化

的未来等话题分享见解，耶鲁管理学院院长Edward A.  

Snyder和中信产业基金总裁田宇为与会者颁发了证书

2019年4月11日
在耶鲁计算机系 ’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马征的主持下，管理学院 ’07届校友、菱歌科技创始

人兼CEO栾晔，计算机系 ’12届校友、吆喝科技创始人兼

CEO王晔，普华永道中国创智中心总监林榕，微软加速

器北京CEO檀林，仲量联行华北区及北京分公司董事总

经理张莹等出席“耶鲁创业论坛：大型企业与初创企业

的合作商机”

2019年 5月16日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与真格基金为中国新一代创业者联合

举办“红杉真格创业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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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13日
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创业主任兼高级讲师Kyle Jensen出

席项目宣讲会

2018年11月5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招生处助学金主任与MBA招生委员会

成员Rebekah Melville出席耶鲁管理学院说明会，详解耶

鲁大学管理学院MBA的项目特色和申请须知

2018 年11月9日
耶鲁管理学院与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HKUST）联合举

办M2M项目说明会；来自耶鲁管理学院管理硕士学位项

目的招生主任Joanne Legler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执行

总监曾志安等详细介绍了项目特色及申请信息

2018年12月6日至7日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耶鲁大学生物医学世界学者项

目、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耶鲁大学公共卫生世界学者

项目2019年度候选人遴选

2019年1月17日
耶鲁管理学院举办焦点小组座谈

2019年3月4日
耶鲁管理学院高级招生副主任Jared Liu出席耶鲁管理学

院项目宣讲会，介绍耶鲁管理学院MBA的项目特色和申

请须知

2019年3月19日
耶鲁管理学院院长Edward A.  Snyder出席北京招待会，与

在华校友和学生分享其在任八年的历程与感悟

项目宣讲、校友活动与特邀活动

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创业主任兼高级讲师Kyle Jensen向项目宣讲会与会者介绍耶鲁管理学院在创业领域的特色，分享他与管理学院创业

者的合作故事，以及他所指导过的创业项目

2019年4月15日
耶鲁管理学院录取新生招待会

2019年6月18日
耶鲁大学Light奖学金项目分享会及晚宴

2019年6月29日
耶鲁迎新招待会暨校友分享会举办，共同迎接今秋即将

入学的学生与学者；耶鲁本科学院 ’96届校友贾佩琳、耶

鲁研究生院 ’03届校友高欢、耶鲁管理学院 ’11届校友王庆

苑、耶鲁本科学院 ’15届校友邵徐泱，在耶鲁计算机系 ’07
届校友马征的主持下，分享了他们在校园的求学经历和

毕业后的职业生涯

4位往届耶鲁大学Light奖学金学者分享了他们在中国的就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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