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鲁北京中心秉承耶鲁大学的使命，致力于为社会各界和全球各地区 
培养卓越领袖。坐落于中国首都北京，中心举办耶鲁大学各学院和 
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组织的研讨会、讲座等活动，主题横跨全球事务、
经济金融、技术创新、艺术与人文和可持续发展。耶鲁北京中心是 
耶鲁大学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交汇点，以其优雅的设计理念、先进 
的设施配备联结北京与纽黑文及世界的每个角落。

如今，耶鲁北京中心在成立的第二年 
已成功举办200多场大型活动与 
项目，在多个领域突显耶鲁大学的 
前沿地位，巩固和发展耶鲁大学 
在中国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心 
举办的项目涵盖耶鲁大学举办的 
研讨会与培训项目、公众演讲和招生 
宣讲，政治、经济、学术等社会 
各界精英就重要问题的探讨对话， 
为耶鲁大学的学生、校友、各界精英 
和朋友提供良好的设施与环境。中心 
为北京和纽黑文架起了一个沟通和 
联结平台，聚集各方思想领袖， 
就目前世界与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开展建设性对话及交流。

年度 
报告

2015 年 7月1日至2016 年 6月30日 

±± 耶鲁北京中心成立一周年 

庆典大会：出席会议的 

嘉宾包括澳大利亚第26任 

总理陆克文先生，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 

 （2010 –15）傅成玉先生，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

±± 与耶鲁大学各个学院及部门 

共同举办的全日性及多日性 

活动，活动合办方包括耶鲁 

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 

耶鲁大学全球青年学者项目

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等

±± 耶鲁北京中心与耶鲁大学 

东亚研究委员会合作开设 

系列讲座

±± 2015 年秋，七位耶鲁大学

院长访问耶鲁北京中心， 

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年度精彩动态：

„

“
耶鲁北京中心令我感到宾至 
如归，中心以极高的质量 

和效率举办活动，自始至终提供 
帮助和支持。我很高兴看到 

（罗马建筑）这样的项目成为 
持续互动的基础，不断扩 
大耶鲁大学与中国的交流 

与合作。

狄安娜·克莱纳

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罗马艺术建筑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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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的其中一个使命是展示耶鲁

大学在华的研究、教学和合作项目。中心

承办过以下全天性和多天性项目：

±±耶鲁建筑学院-清华建筑学院论坛：建

筑设计的全球化对本土风格与特征带来

的机遇及挑战

±±宗教与环境：由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学

院、普利策中心和中国传媒大学合办的

全天活动

±±耶鲁-清华合办城市气候研讨会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为优秀高中生举办

的为期一周的活动

±±为期三天的罗马建筑项目 

±±领导力发展项目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定制的为期两周的

MBA 预科项目

紧密践行耶鲁大学愿景、 

拓展合作与交流

中心从成立伊始就将紧密围绕耶鲁大学愿

景、拓展合作与交流作为工作重心。在耶

鲁大学学院院长、教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

共同努力下，耶鲁北京中心成功举办多次

讲座，嘉宾来自：

±±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

±±耶鲁大学神学院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耶鲁大学法学院

±±耶鲁大学护理学院

±±耶鲁大学统计学系

±±耶鲁大学生物和生物医学项目

±±耶鲁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其他耶鲁大学学院与部门 通过耶鲁北京中心的先进视频通讯系统，

中国的思想领袖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可以就

重大议题跨时空展开讨论和对话。情商理

论创始人、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是首位使

用中心视频会议系统与身在北京的观众进

行讨论的耶鲁大学教授。其他视频会议活

动如下：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 对话

指挥家余隆

±±墨西哥前总统 Ernesto Zedillo 与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齐晔谈国际体系变革

±±耶鲁大学法学院、森林与环境学院 

教授 Dan Esty 与耶鲁世界学者、 

中国著名环境问题专家马军谈《巴黎气

候变化协议》

 

„

“
我感到自己仿佛身处校园。

Togla Koker 

耶鲁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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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很高兴与耶鲁大学各学院和

部门开展以下合作：

±±与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共同开设  

 “亚洲与世界”系列讲座 

±±与雅礼协会开展暑期合作项目，邀请雅

礼教员前来中心协助工作

±±作为联结耶鲁大学与其在中国的合作伙

伴的纽带，中心巩固了耶鲁大学 

在中国现有的合作关系。例如，中心举

办了围绕“增长与制度”的经济 

学研讨会，来自耶鲁、清华和世界 

其他地方的顶尖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探

讨这一领域最前沿的问题。 „

“
西方学者与他们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伙伴 
都对耶鲁北京中心和耶鲁大学与中国的联系之紧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前来参加研讨会的学者 
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前任主席，欧洲 

经济学会主席，活跃在中国的顶级学者和顶尖的政策 
制定者，这就是耶鲁北京中心助力耶鲁大学实现学术 

愿景的一个绝佳例证。

Aleh Tsyvinski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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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中国的校友和朋友的联系

耶鲁北京中心与中国的耶鲁校友和朋友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关于重要话题的讲

座、研讨会和活动定期举行，在北京吸引

了大量高层次的观众。

耶鲁大学教职员工在中心举办的 

活动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将耶鲁最好的 

一面展示给中国。演讲包括：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苏珊·吉本斯女士 

关于数字时代“大学图书馆不断扩展 

的使命”的对话

±±耶鲁大学本科首席招生官 Jeremiah 
Quinlan 关于耶鲁本科招生的对话

±±耶鲁大学美国研究与历史系教授 Mary 
Lui 谈亚裔美国人历史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 

研究员 Stephen Roach 和耶鲁大学 

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耶鲁 

全球学者项目主任 Emma Sky 谈全球 

事务

中心邀请杰出的演讲嘉宾，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观众。这些嘉宾与观众的 

对话包括：

±±耶鲁校友及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

谈中英关系

±±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兹谈中

美关于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的合作

±±耶鲁大学前校董 Jeffrey Koplan 博士谈

人类健康寿命的改善与面临的挑战

过去一年中耶鲁新生和校友活动：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 

与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招生 

说明会

±±耶鲁大学本科与耶鲁管理学院迎新 

招待会

±±耶鲁大学本科中国迎新招待会

耶鲁北京中心的社交媒体账户（微信） 

已拥有超过 15,000 名粉丝，是在中国的 

重要宣传推广工具。

除耶鲁北京中心的项目管理外，中心 

还与耶鲁大学教职员工密切合作，在北京

提供后勤支持与管理。

„

“
耶鲁北京中心地处 

重要位置，会议设施精良， 
水平远超同行。

甘思德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 

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 

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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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在新的一年，耶鲁北京中心将进一步拓展耶

鲁大学在中国的使命，深化耶鲁与中国合作

伙伴的关系，继续开展耶鲁在多个领域的活

动项目：

2016 年 2 月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 Robert Blocker 与 

指挥家胡咏言及几位著名音乐家探讨 

 “中国未来音乐使者”

±±耶鲁大学学术资源和教师发展办公室 

副教务长 Karen Anderson 博士谈 

 “高等院校如何推动建设多元化 

师资队伍”

8月

±±中国美国商会高层管理圆桌会议，耶鲁

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Peter K. Schott  
参与讨论

±±模拟基金会：慈善和创新影响力论坛

9月

±±领袖论坛：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谈 

 “中加关系”

±±绿色博物馆研讨会：耶鲁大学文化遗产

保护研究中心全球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创始主任 Stefan Simon 博士主讲

10月

±±耶鲁全球健康领袖研究所研讨会

±±佳士得–耶鲁北京中心国际艺坛探索之

旅项目

11月

±±耶鲁管理学院行为经济学项目

这里列举的是我们的公开活动、校友项目 

和顶级耶鲁教授定期视频讲座等日程安排

之外的活动。获取最新的项目信息请访问我

们的官方网站（Centerbeijing.yale.edu） 

或订阅微信公众号（YaleCenterBJ）。



年度报告  
2015 年 7月1日至 2016年 6月30日 

 第 6 页

艺术与人文

7 月15 日

±±耶鲁大学神学院副教授司马懿谈信仰

9 月28 日

±±领袖论坛：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

特·斯特恩教授发表演讲

10 月31日

±±领袖论坛：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Robert Blocker，旧金山音乐学院院长

David H. Stull 和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等 

进行题为“音乐教育：每一个小孩与 

生俱来的权利”的对话

5 月4 日

±±领袖论坛：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 和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和 

首席指挥余隆进行关于“引进西方古典

音乐，推动中国音乐作品走向世界” 

的对话

耶鲁北京中心 
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1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5 月6 日

±±耶鲁大学宗教学副教授Andrew 
Quintman博士谈“释迦牟尼的生平”

6 月28 日

±±耶鲁大学比较文学与斯拉夫语言文学 

教授 Katerina Clark（71届博士）谈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作者 

萧三的人生历程（1896-1983）”

政治与国际事务

7 月1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及高级国际 

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谈 

  “中国领导人和中美关系”

7 月28 日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 

中心举办关于“中美经济政策与两国 

关系”的论坛

10 月22 日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费 

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进行题 

为“文明的冲突？中国与全球金融体系” 

的对话

10 月23日

±±杰克逊国际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 

耶鲁管理学院高级讲师  Stephen Roach  
博士解读全球经济形势

11月15日

±±中国能源安全研究所所长、中欧联合 

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志凯（90 届 

硕士、93 届法学博士）进行题为“从耶鲁

走向世界”的对话

12 月15 日

±±领袖论坛：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女士 

 （90 届硕士）

2 月4 日

±± Stephen Roach 和  Emma Sky 进行题为 

  “2016 年的全球危机：中国和中东再度 

升温？”的对话

4 月6 日

±±财新传媒副主编黄山先生进行题为 

  “中国前景：展望  2020”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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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19 日

±±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Ernesto Zedillo（76届硕士、81届博士） 

和清华–布鲁金斯学会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齐晔博士就“全球治理”议题 

进行对话

5 月21日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耶鲁 

法学院校友珍妮弗·M·哈里斯博士 

就其新书《战争的其它形式：地缘经济 

和治国方略》发表演讲

健康与医疗

8 月3 日

±±耶鲁大学医学院放射治疗系副教授邓军

博士进行题为“尽责的医学成像：医学 

成像的利弊权衡与风险控制”的讲座

8 月13 日

±±耶鲁–中国儿童发展研究项目执行主任

刘彤博士进行关于“心理学与儿童早教”

的讲座

11 月2 日

±±耶鲁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Ann Kurth 教授

进行有关“中国医疗领域的新技术和市场

发展趋势”的演讲

11 月12 至13 日

±±中国控烟合作伙伴–无烟城市项目 

研讨会

12 月10 至11日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耶鲁生物医学 

世界学者奖学金项目申请者面试

12 月11日

±±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系  
Anthony J. Koleske 教授举行关于“神经

生物学和疾病”的讲座

12 月12 日

±±耶鲁大学Ira V. Hiscock 生物统计学讲席

教授、生物统计系主任赵宏宇博士就 

  “基因大数据”举行讲座

3 月16 日

±±埃默里大学全球卫生副校长  Jeffrey P. 
Koplan 博士（66届学士）就“公共卫生的

挑战和威胁”进行讲座

3 月21日

±±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系

副教授熊勇博士谈“人体免疫如何抑制

癌症”

4 月12 日

±±中美医院管理论坛：医院财务与成本管理

在中心举行

耶鲁北京中心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 月（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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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保护

7 月21日

±±耶鲁大学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和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在中心举行 

 《中国跨国企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报告》的发布会

10 月20 日

±±耶鲁–清华城市气候研讨会：科学认知 

与实践方案

10 月23 日

±±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  LEED 说明会

12 月21日

±±  “核电在中国电力转型中的角色” 

专家研讨会

1 月25 日

±±耶鲁大学法学院、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 

教授  Daniel Esty 和耶鲁  04 届全球学者、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展开题为 

  “巴黎协定：崩解还是突破”的对话

1 月26 日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 

研讨会

3 月16 日

±±领袖论坛：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

兹（Ernest Moniz）发表关于“能源安全与

气候变化”演讲

3 月26 日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气候变化 

司副司长李高博士（04 届硕士）就“中国

能源环境可持续性挑战”进行演讲

5 月16 日

±± SOHO 中国总裁阎岩与美国环保协会 

中国项目主任张建宇就建筑节能进行 

对话

商业与金融

7 月10 日

±±携程联席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孙洁女士 

就“在线旅游、企业管理和领导力” 

进行讲座

7 月13 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印洞察项目 

主任  K. 苏希尔进行主题为“当大数据 

遇上行为经济学—开启洞察市场的有效 

组合”的讲座

8 月3 至 14 日

±±基础管理学：以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 

经验，专门为潜在商学院学生定制的项目

8 月14 日

±±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亚太地区副主席李晶

女士就“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进行讲座

8 月28 日

±±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就 

 “电子商务的未来”进行讲座

11月27 日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高坚先生就 

 “中国经济转型与宏观经济前景”进行演讲

耶鲁北京中心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 月（接上页）

„

“
如果没有耶鲁北京中心的支持， 

举办这次活动将会是完全 
不同的体验，更不要说中心 

提供的场地和空间对于 
学术交流来说是多么有益。 
一切都很完美，这次研讨会 

取得巨大的成功。

Evelyn Hsieh

耶鲁大学医学院医学和 

慢性疾病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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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创业

7 月9 日

±±真格梦想路演日：真格基金创始及 

执行合伙人及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 

副主席徐小平举办讲座

9 月22 日

±±耶鲁大学图书馆馆长苏珊·吉本斯博士 

进行题为“大学图书馆不断扩展的使命：

数字时代的高等教育”的讲座

11月25 日

±±领英征才实战分享会

12 月11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高级讲师

Heidi Brooks 博士进行题为“人际交往 

和群体互动”的讲座

3 月11 至13 日

±±中心举办主题为“市场营销和洞察的 

反思：深入了解行为经济学”的领导力 

发展项目

3 月19 日

±±苏必德校长和  David R. Caruso 教授 

 《情商》新书发布会

1月8 日

±±耶鲁大学统计系研究生院主任  John W. 
Emerson 博士举办题为“大数据的现实 

应用”的研讨会

3 月27 日

±±   “直通  G20”系列会议研讨会  1：第四次 

工业革命

6 月14 日

±±阿里巴巴前顾问邓肯·克拉克：《马云的

商业帝国》

6 月24 日

±±  “直通  G20 峰会”系列会议研讨会  2：利用

新技术创造可持续增长

耶鲁北京中心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 月（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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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分感谢耶鲁北京中心的 

工作人员创造了一个如此高效
的环境。我要对中心的 

所有工作人员及一切设施表示
最高的赞扬。我已经在 

开始憧憬下次回到中心了……
对话非常有趣，这次交流的 

成果深深地打动了我。

Andrew Quintman

耶鲁大学宗教学副教授

耶鲁北京中心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 月（接上页）

1月22 日

±±密歇根大学教授  Twila Tardif（谭霞灵） 

 （88 届硕士及  93 届博士）举行主题为 

 “如何用语言学习语言：从年幼儿童的 

学习行为了解如何学习外语”的讲座

1月23 日

±±  “黑土麦田”（Serve for China）的联合 

发起人秦玥飞（10 届学士）就“农村 

公共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可以如何创新”

进行演讲

1月28 日

±±美国司法部青少年司法和防止未 

成年人犯罪办公室前代理办公室主任 

梅洛迪·哈尼斯女士就“保护妇女 

和儿童免受虐待和暴力侵害”发表演讲

2 月26 日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 

首席代表、“奴隶社会”公众号创始人 

李一诺博士举行主题为“催化式慈善的 

力量”的讲座

教育、公益与社会

7 月22 至23 日

±±中国国际化幼儿园园长高级研修班

8 月8 日

±±雅礼协会研讨会:  纵观百年中国教育 

与医疗之变

10 月15 日

±±耶鲁大学本科生首席招生官  Jeremiah 
Quinlan 先生（03 届学士）解读大学 

本科招生情况

12 月13 日

±±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北京办公室

董事总经理余进女士举行题为“女性 

职场优势”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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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鲁北京中心对于耶鲁大学 

的所有校友、朋友和教职员工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资源， 

也是耶鲁在中国持续提升正面
形象的关键组成部分。感谢 

你们所有人，让耶鲁北京中心
成为了我们耶鲁人在中国的家。

Walter S. Gilliam

耶鲁大学儿童研究和心理学副教授、 

耶鲁–中国儿童发展项目主任、 

爱德华·载格勒儿童发展和社会政策 

中心主任

耶鲁北京中心精选项目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6 月（接上页）

3 月26 日

±±国际儿童教育专家谈孩子的快乐能力 

与创造力培养

4 月20 日

±±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 

智库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 

 （美国纽约）联席主席及其香港分会 

会长陈启宗先生就“家族精神财富的 

世代传承”发表演讲

招生及特邀嘉宾活动

7 月20 日

±±耶鲁管理学院招生说明会及招待会

8 月21日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宣讲会

11月3 日

±±耶鲁北京中心成立一周年庆典大会

11月4 至  5 日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申请者面试

12 月2 日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本科招生 

说明会

1 月31日至  2 月6 日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北京项目

3 月6 日

±±  “耶鲁女性中国”2016 新春音乐会

6 月25 日

±±耶鲁北京校友会迎新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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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北京：

李恩祐（00 届学士）

董事总经理

carol.li.rafferty@yale.edu
+86 10 5909 0200

纽黑文：

慕浩然

项目主任

d.murphy@yale.edu
+1 203 -436 - 9430

耶鲁北京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

建国门外大街 8 号
国际财源中心 B 座 36 层

耶鲁北京中心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南侧 

永安里地铁 C 出口，在建国饭店正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