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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到访中国，特别是北京的行程中，耶鲁北京中心印证了 
其作为耶鲁大学宝贵资源的独特地位。无论是帮助我联系当地
学校的管理者，为他们和当地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举办活动，
还是安排我所有的交通方式，中心及其工作人员都让我在北京
的旅行变得便捷、愉快、成果丰硕。十分感谢中心让我能在 
中国各地代表耶鲁大学进行宣讲时，拥有这样的专业和敬业的
团队作为依靠。

— John Yi
耶鲁本科学院 ’13届校友、耶鲁大学本科招生副主任

非常高兴能够在耶鲁北京中心放映带有中文字幕的艾美奖获奖 
影片《宇宙之旅》。这里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他们负责招待与影片有关的儒家学者，安排的在线直播收获了 
7.7万人次的观看量。

— Mary Evelyn Tucker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高级讲师、研究员



 

耶鲁北京中心是耶鲁大学学生学者与中国之间至关重要的 
连接纽带。在全 球充满 挑战 的时代，当思 想、知识与理 解 

的交融 在 每 个人制定 解 决 之 道时 变 得愈 发 关 键，耶 鲁北 京 

中心角色的重 要性 就 会愈 发 显 现。耶鲁大学对于李恩祐 
领导下的耶鲁北京中心和沈南鹏领导下的耶鲁北京中心 
顾问委员会能有如此发展深表感激。

— Kerwin K. Charles
耶鲁管理学院院长

耶鲁管理学院经济、政策与管理Frederic D. Wolfe讲席教授

耶鲁北京中心是我在北京的家。每次来到这里 
我都能得到启发，能够与耶鲁北京中心的团队 
一起并肩工作也让我倍感荣幸。短 短 五年，耶 鲁

北 京中心取得了惊 人的发 展，其 工作 也 产生了 

极 大的影 响 力。我相信在未来，中心将会在加强
中国与耶鲁之间卓有成效的连接上发挥更大 
的作用。

— Joel Getz
耶鲁管理学院发展与校友关系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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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

耶鲁大学历史上在美国本土校园之外设立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实体中心，续写着耶鲁与中国近200年人文 
交流史的新篇。

耶鲁大学与中国悠久的历史要从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 

说起。1847年，他远渡重洋赴美，此后在耶鲁大学接受本科教育， 

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大学 

学位的中国人。这不仅为当时封闭的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也成为了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

前有容闳，后有雅礼。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耶鲁大学与中国的交往 

史中还蕴藏着一段属于雅礼协会的独特故事。雅礼协会是由耶鲁校友 

于1901年成立的非营利组织，1905年，随着耶鲁毕业生爱德华·胡美 

（Edward Hume）的加入，雅礼协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医疗卫生与 

教育，日后发展和扩建出雅礼中学、雅礼学院、湘雅

医院及医学院和护理学院。1979年迎来了中美两国 

全面外交关系的正式建立，两国在教育和文化交流 

方面的发展也接踵而至。百年里，耶鲁校友、雅礼 

协会的志愿者们一批接一批怀揣着改变世界的 

理想，深入到中国内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发展的风起

云涌，也目睹了中美两国重新建交和如今交流日益 

频繁的经济和文化往来。

从19世纪末耶鲁录取了22名出洋幼童，到中美建交后

的十年里耶鲁迎来了上千名中国学生学者，再到

2019-2020学年耶鲁大学在读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 

人数分别达到了963人和895人，中国留学生在耶鲁 
已成为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占外国留学生及学者

群体的31.95%和32.09%。通过与中国相关机构进行合作，耶鲁大学现有

150多名教员从事在中国或与中国有关的科研、教学和培训等广泛的活动，

合作机构遍及中国近30个城市。

续写耶鲁与中国的百年史

963
耶鲁大学在读的中国学生人数 

2019–2020

约占外国 
留学生的

32%

2014年，耶鲁北京中心成立。作为耶鲁大学历史上首次在美国本土 

校园之外设立的实体中心，耶鲁北京中心的使命与职责在于继续 

书写耶鲁与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在为耶鲁大学在华交流与合作提供 

支持的同时，致力于促进决策者和思想领袖开展对话与交流， 

为全球各界培养领导者。在成立的近六年里，耶鲁北京中心 

 一直发挥着联络耶鲁与中国，沟通学界与民间的作用，

在中美两国的教育、文化、商业等领域架起了人文 
交流的桥梁 。

2019-2020年度，耶鲁北京中心举办涉及多个议题的

项目和活动共邀请嘉宾近250人，来自耶鲁社区 

的教职工、校友、在校生参与活动的占比从第一 

财年的约30%跃升至84%。截至2020年6月30日， 

耶鲁大学和耶鲁北京中心的官方微博共收获68万 

粉丝的关注，耶鲁北京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吸引 

粉丝逾6.5万人。

特别是从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居家办公、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人们工作和 

生活的“新常态”。耶鲁北京中心与中国媒体 

合作，并利用多渠道的自媒体平台传播耶鲁的专业

声音，帮助大家在恐惧与迷茫的阶段科学防控， 

反响相比以往更是有增无减，发出的约660篇博文
和视频总阅读量近557万 。

耶鲁大学也一再声明将一如既往欢迎 

国际学生学者。受疫情影响由于许多在华

的耶鲁学生无法返回美国校园，耶鲁北京 
中心尽最大努力提供安全聚集的场所 
和顺畅交流的支持，让他们“零距离” 
地感受到耶鲁大家庭的温暖 。

来自耶鲁社区的教职工、校 友、 
在校生参与活动的占比

2014–15 2019–20

33% 

84% 

 项目参与者在沈南鹏厅习练太极的合影。

 耶鲁北京中心历史墙。



 

构建中美人文交流的 
今天与未来

这里是—中美两国与世界 

沟通的重要交流平台， 

也是未来领导者的“孵化器”。

目前，由耶鲁北京中心主办、 

合办或支持的 

重点项目和系列活动包括: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 

±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YGS） 
—北京项目

±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

耶鲁大学 
“中国情商基金会”

±

 耶鲁“群星闪耀” 
科学系列讲座



 2019年9月 来自红杉中国成员企业的近30位创始人、高管们走进耶鲁大学， 
共同寻找创业路上的“光明与真理”，在一段沉浸式的探索之旅中实现 

“跨界·碰撞、跨洋·交融”。图为他们在海外模块项目中进行赛艇训练。

 2019年7月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2019-2020级（第三期）第一模块举
办。34位红杉中国成员企业创始人和CEO在耶鲁本科学院’99届校友、时任
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实践教授大卫·巴赫（David Bach），耶鲁大学 
经济系’90届校友、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耶鲁医学院客座副
教授刘坤等8位分享嘉宾的引领下，进行了一场“以终为始、回归本质”的探
索之旅。图为（从左至右）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达巍，陈志武教授，
和时任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大卫·巴赫（David Bach）在「耶鲁-红杉领导力
中心」2019-2020级（第三期）开幕典礼上就多个全球性话题展开精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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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

秉承着“跨洋交融、跨界碰撞”的理念，2016年成立的“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致力于与 

未来全球商界领袖共同成长，提升中国下一代商界领袖的卓越领导力以及“全局观、全球观和 

未来观”。目前已成功举办至第三期，共吸引了116位红杉中国企业创始人和CEO参与其中。

项目邀请到的重量级分享嘉宾包括：

沈南鹏 
耶鲁管理学院’92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徐小平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真格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Marvin Chun 
耶鲁本科学院院长 

心理学Richard M. Colgate讲席教授

Tamar Gendler 
耶鲁本科学院’87届校友 

文理学院院长 
哲学Vincent J. Scully讲席教授 

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教授

Shelly Kagan 
耶鲁大学哲学Clark讲席教授

Laurie Santos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罗伯特·席勒 
诺贝尔奖经济学奖2013年获得者 

耶鲁大学经济学Sterling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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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至8月 2019耶鲁全球青年学者
（YYGS）—北京项目举办。来自全球 

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的90名高中生在
为期14天的时间里以“21世纪的亚洲”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为主题，发掘
作为青年领袖改变世界的视野、动力、 
能力和潜力，促进亚洲与世界的交流。 
图为项目“收官”时参与者们的合影。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YGS）— 
北京项目

2016年，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YGS）—

北京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旨在帮助崭露 

头角的学生领袖在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的 

阶段继续取得成功。在过去四年成功举办过 

的项目中，共有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400名青年学者参与其中，并迎来了 

耶鲁本科学院 ’04届校友、法学院 ’12届校友、 

耶鲁国际事务办公室国际关系和领导力 

项目主管Edward Wittenstein，2013年度耶鲁 

格林伯格世界学者、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 

副理事长王行最，2009年度耶鲁格林伯格 

世界学者、中国绿发会良食基金发起人简艺， 

耶鲁本科学院 ’10届校友、公共卫生学院 

’11届校友、社会创新者Lina Getachew Ayenew， 

英国对冲基金英仕曼集团中国区前主席 

李亦非等分享嘉宾分别围绕中美关系、中非 

关系、扶贫与发展、领导力培养与文化多样性

塑造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2019年初，耶鲁北京中心开启“格林伯格 

高端对话”。秉承捐助者耶鲁北京中心顾问 

委员会成员、美国史带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伯格的初衷， 

对话致力于邀请为中美和世界建立友好联系 

做出过贡献的各行业思想领袖作为嘉宾， 

分享他们的经历与见解。

从开设至2020年6月30日，对话共举办了 

18场，其中上一年度举办对话12场。

 2019年10月 耶鲁音乐学院院长Robert Blocker（左）与
世界顶尖女高音歌唱家Renée Fleming（右）在 

“音乐与大脑”的活动上展开探讨。

 2019年8月 英国对冲基金英仕曼集团中国区前主席 
李亦非（右）在2019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YGS）— 
北京项目上分享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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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 耶鲁大学历史学

Chester D. Tripp讲席教授 

Paul Freedman（左）与美食纪录片 
导演、美食专栏作家陈晓卿（中） 
以“风味的中国与世界”为题 
探讨食物背后历史、经济和文化 
的深层次勾连。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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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20后再谈大国关系前路”。 非常感谢耶鲁北京中心为我提供了一次机 

会去了解中华美食，结识研究食物与烹饪的 
“同道中人”。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到中国 
多地寻访的这段时间，我接触到了众多美食 
文化、生态环境和社会事务等领域的专家。 
从中国回来之后，我下定决心，不管中美 

关系当前多么坎坷，都要更多地了解和增进 

两国之间的联系。

— Paul Freedman
耶鲁大学历史学Chester D. Tripp讲席教授

感谢耶鲁北京中心的邀请，很荣幸能与 
耶鲁大学教授Paul Freedman同台交流， 
探讨东西方美食的话题。食物是不同族群 
交流的通用语言。研究美食的人正是多样 
文化之间的信使。Freedman教授的研究 
成果，给我的创作很多帮助与启发。这次 

对谈，让远隔山海的我们，有了洞悉彼此 

历史和文化的机会，希望未来的交流与合作

热度不减。

— 陈晓卿
美食纪录片导演、美食专栏作家



  

张墀驹

Steven Smith

Francesco Casetti

Ian Shapiro

David Bromwich

Mary Evelyn Tucker

Yuri Kordonsky

Unni Karunakara

马岩松

Matthew Ba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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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后，耶鲁北京中心根据变化转变 

活动举办方式，邀请耶鲁教授在线出席网络 

活动。这不仅让此前未曾有机会访华的教授 

能够远程参与中心的活动，而且观众的 

覆盖面也从北京拓展至全中国，甚至全世界。 

通过远程参与中心活动的嘉宾包括：

 2020年5月 耶鲁大学历史学Stanley Woodward讲席教
授韩森携新著《纪元1000年：全球化的开端》与中国朋友
们在线对话。

 2020年5月 耶鲁大学历史学和全球事务教授文
安立（Odd Arne Westad）出席网络活动“中国与
朝鲜半岛的600年”，在其新书的基础上阐释600
年来中朝关系的发展变迁。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隔离意味着我在耶鲁北
京中心的讲座需要通过Zoom在线对话的方式 
进行。和我对话的是我的老朋友、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两次访问耶鲁大学的学者 
鲁西奇，之后我们一起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活动进展非常顺利，项目安排无可挑剔， 
工作人员极其专业，活动主持人刘子邦也十分
优秀。我们收获了比现场活动更多的观众。

— 韩森
耶鲁大学历史学Stanley Woodward讲席教授

耶鲁北京中心拥有一支专业非凡的员工
团队、完备的设施，以及耶鲁校友和 
朋友们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建立的庞大的
互联网络，是连接耶鲁大学和其在中国

所有活动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纽带。

— 文安立
耶鲁大学历史学和全球事务教授

参与“格林伯格高端对话”的重要嘉宾 
还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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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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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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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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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诞生》栏目表演指导 
刘天池（2019年6月）

±  耶鲁本科学院 ’89届校友、美国当代艺术家
Matthew Barney（2019年9月）

±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高级讲师、研究员 
Mary Evelyn Tucker（2019年10月）

±  耶鲁大学政治学Alfred Cowles讲席教授
Steven Smith（2020年5月）

±  耶鲁研究生院 ’83届校友、法学院 ’87届 
校友、政治学Sterling讲席教授 
Ian Shapiro（2020年6月）

±  耶鲁大学人文与电影、媒体研究教授 
Francesco Casetti （2020年6月）

±  耶鲁本科学院 ’73届校友、研究生院 
’77届校友、英文系Sterling讲席教授 
David Bromwich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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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耶鲁北京中心与中国各地 
的早教教育者进行交流的经历 
特别精彩。这里的员工组织 
能力强，为人善良体贴，为我们 
提供了温暖热情的欢迎与接待。

— Craig Bailey
耶鲁情商中心儿童研究主任

耶鲁医学院儿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在耶鲁管理学院 ’92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 

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和耶鲁管理学院 ’97届校友、耶鲁管理 

学院Donaldson学者、上达资本有限公司创始 

管理合伙人孟亮的捐助下，耶鲁大学“中国 

情商基金会”于2017年正式成立。该基金会 

重点聚焦中国儿童情商教育，并把与情商教育

相关的最新研究、培训和实践项目引入中国。

2019年11月，耶鲁情商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联合主办了“RULER : 创建情商 

智力学校”项目。在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的邀请下，包括耶鲁情商中心儿童研究主任、 

耶鲁医学院儿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Craig Bailey

在内的耶鲁情商中心的专家们，与来自中国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幼儿园、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 

幼儿园和第二幼儿园、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UNICEF）等30余名参与者，在耶鲁北京

中心探讨了如何提升RULER（情商系统五步法）

的技能，运用“最理想的自我”调控情感，和运用

同理心解决矛盾等情商议题。

耶鲁大学“中国情商基金会”

 2019年11月 耶鲁情商中心的专家们在与东北师范 
大学心理学院联合主办的“RULER : 创建情商智力 
学校”项目上为中国参与者进行讲解。

耶鲁大学“中国情商基金会”顾问委员会 
成员包括（以英文姓氏排序）：

沈南鹏（主席） 
耶鲁管理学院’92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孟亮（副主席） 
耶鲁管理学院’97届校友 

耶鲁管理学院Donaldson学者 
上达资本有限公司创始管理合伙人

Joel Getz 
耶鲁管理学院发展与校友关系副院长

刘德建 
网龙网络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渔教育创始人

罗宝文 
富豪酒店集团副主席 

富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副主席 
世纪城市集团副主席

白瑞甫（Ralph Parks） 
摩根大通亚太区前主席

李恩祐 
耶鲁本科学院’00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苏文骏 
香港环球教育集团总裁 

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副理事长

王芳 
耶鲁大学东亚事务主任

杨弼棋 
香港道尔顿学校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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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在中国扮演着智力交汇平台的角色，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就像全球健康领域的 
大本营一样，汇聚着富布莱特学者、博士生和访问北京 
的耶鲁教授们。他们都在健康相关的学科里寻求着学术 
成就。新冠肺炎疫情开始的三个月前，我在耶鲁北京 

中心举办了一场有关新发传染病的研讨会。这也体现了 

中心在探讨社会紧要问题上的引领作用。

— Albert Icksang Ko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主任兼教授、医学院医学教授

 2019年11月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兼公共卫生学 

Anna M.R. Lauder讲席教授、耶鲁医学院儿科教授 

Sten Vermund分享“中国能从美国的医疗体系中吸取 
什么教训？”

耶鲁北京中心为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在中国 

开展的大量合作项目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我们与耶鲁校友会、耶鲁大学中国医疗 
健康会、艾社康以及多家中国高校和企业 
共同举办过活动。在这里，我们的教职员 
获得了活动场地、后勤保障等全方位的 
支持。耶鲁品牌也在耶鲁北京中心的传播之下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 Sten Vermund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公共卫生学Anna M.R. Lauder讲席教授

耶鲁医学院儿科教授

 2019年9月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主任兼教授、 
医学教授Albert Icksang Ko在耶鲁北京中心分享“全球 
新发流行病的威胁与对策”。

 2020年6月 耶鲁大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教授 

Priyamvada Natarajan围绕著作《宇宙新图景：揭示 
宇宙奥秘的变革式理念》在线讲解人类对于宇宙 
认知的“重大发现”。

我在耶鲁北京中心的线上讲座互动性极强，令
我深受鼓舞。观众们提出的问题经过了深思熟
虑，看得出他们对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强烈
的好奇。这场讲座的体验非常令人愉快，我真
希望能在现场与大家面对面。

— Priyamvada Natarajan
耶鲁大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教授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旨在将耶鲁 

大学前沿科学研究带到中国，探讨科研的未来

意义。从2018年11月设立以来已举办了7场 

讲座，邀请了耶鲁大学最杰出的科学领域教授

介绍最新研究，并与观众就感兴趣的相关 

话题展开深度交流其中，上一年度举办了3场 

重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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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至12月 耶鲁本科学院’99届校友、耶鲁大学情商项目联合主任

Emma Seppälä和耶鲁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James Baron与近20名女性一起 
围绕“女性领导力”展开探讨。项目还特别邀请到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 
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孙洁，耶鲁管理学院’10届校友、创新工场总裁兼合伙人
陶宁出席了午餐环节并进行演讲。图为孙洁在向项目参与者分享职场经历。

我们还为中美各领域精英领袖创造了深入交流的对话空间：

 2019年11月 耶鲁管理学院’92届校友、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红杉资本全球 
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耶鲁本科学院’04届校友、法学院’12届校友、耶鲁国际事务办公室 
国际关系和领导力项目主管Edward Wittenstein和一批中国科创公司企业家与谷歌前董事长

Eric Schmidt交流对话 。



30天
举办的项目和活动近

659
篇博文和视频

557万 
总阅读量近

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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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居家办公、 

保持社交距离成为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新常态”。

为了让大家“阻断病毒，不阻隔知识”，耶鲁 

北京中心继续在耶鲁、中国和美国之间发挥桥梁 

作用，不仅迅速开展线上活动，还通过耶鲁 

北京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 

多个媒体渠道，以及与中美媒体展开合作， 

分享包括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在内的耶鲁 

教授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中国与世界科学 

地“战疫情”；也借助知识连接和汇聚彼此， 

在特殊时期相互温暖，同时扩大了耶鲁在中国的 

影响力，让耶鲁在中国深入人心。

自2020年1月至6月， 
耶鲁北京中心

 2020年3月 耶鲁北京中心利用多个自媒体平台发布 
“向耶鲁纽黑文卫生体系捐赠物资：抗疫路上我们携手 
同行”的号召，动员在华机构和个人向耶鲁纽黑文卫生 
体系和其他医疗机构捐赠个人防护装备。

 2020年4月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院长Sten Vermund
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线 
探讨“从中国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中获得的经验”。 
本活动由耶鲁管理学院’04届校友、耶鲁大学中国医疗 
健康会会长、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 
总经理叶宇翔主持，由耶鲁大学中国医疗健康会与耶鲁
大学校友会、耶鲁公共卫生学院、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直面疫情新挑战 耶鲁北京中心多方联络中国媒体资源，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中国新闻周刊》《环球时报》等媒体在疫情期间采访耶鲁教授或 

报道耶鲁动态多达十余次，无论是分析、建议病毒的有效防控措施，

还是依据科学预测疫情未来的走向，这些报道都在华语社会广泛、 

及时地传递了耶鲁的声音。

 2020年2月 耶鲁大学公共健康和社会政策助理教授陈希，接受中国国际
电视台（CGTN）《对话》栏目采访，就疫情防控和未来走势等一些关键问题
进行解答。

每次到访耶鲁北京中心都像回到了耶鲁在纽黑文的校园。 
在此，我向中心的全体员工致敬，感谢你们为弥合东西方 
差异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你们在中国协助耶鲁大学开展 

的媒体传播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耶鲁的学术影响力，让更为 

广大的公众从中受益。

— 陈希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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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耶鲁北京中心还安排了多天在线 

研讨项目，让参与者可以安坐家中与耶鲁 

教授面对面：

2020年8月 耶鲁北京中心邀请耶鲁大学天文学

和物理学教授Priyamvada Natarajan来一场线

上的“星际穿越”，通过绘制宇宙新图景讲解黑

洞与暗物质，揭开宇宙黑暗面的神秘面纱。

2020年8月 耶鲁本科学院 ’73届校友、研究 

生院 ’77届校友、英文系Sterling讲席教授 

David Bromwich将在线解读莎士比亚经典作品

《哈姆雷特》，带领参与者走进西方文学巨匠的

精神世界。

从成立以来，耶鲁北京中心一直致力于邀请耶
鲁教授出席研讨项目，让中国参与者有机会直
接接触到耶鲁的顶尖资源 。新冠肺炎疫情在

全球蔓延之后，我们还尝试将原计划线下 

举行的项目改为线上，让参加者得以与教授 

“隔空”交流，希望在今年的艰难时刻可以用知

识团聚彼此、共同探索未知。

 2020年4月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安瑀卿 
（Woo-Kyoung Ahn）出席了耶鲁北京中心首个 
在线项目《读心术》（Thinking），与40多位在线 
参与者深入研讨思考背后的心理学 。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 
意识到心理学研究的许多方面是多么以美国
为中心。参与者们不仅听得相当认真， 
还从多个角度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和富有 
创意的问题。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这次的项目 
计划和实施都面临着挑战，但是每一个人都是
那么竭尽全力地提供既专业又巧妙的解决 
方案。最终通过团队协作，我们为参与者们 
带来了丰富充实的线上活动。

— 安瑀卿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在此，我们特别向于2019年卸任的耶鲁 

管理学院前院长Ted Snyder，和于 

2020年离任的耶鲁管理学院前副院长、 

管理实践教授David Bach对耶鲁北京 

中心一路以来的支持和指导致以由衷 

的谢意，也向已于2019年7月到任的耶鲁 

管理学院院长Kerwin Charles 表示热烈

的欢迎。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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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

耶鲁本科学院’68届校友
雷德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美国前驻华大使

莫里斯•格林伯格

美国史带集团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黄中核*

耶鲁管理学院’90届校友 
莲花资本管理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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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尔斯国际顾问公司董事长 

美国前贸易代表 

马化腾*

腾讯核心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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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格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 主席*

耶鲁管理学院’92届校友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查史美伦*

香港交易所主席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非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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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庆治*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兼主席

王强*

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联合创始人

* 执行理事

张磊

耶鲁管理学院’02届校友、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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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新胜*

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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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权委员 耶鲁北京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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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



我在耶鲁北京中心的讲座“语言的力量”是一场全然的愉悦之旅： 
观众学识渊博、专心致志；他们的提问让人对这一话题有了更多 
了解。活动组织者之一刘子邦作为主持人也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协助。 
我非常愿意再次加入到这样的活动中来。

—David Bromwich
耶鲁本科学院 ’73届校友、研究生院 ’77届校友、英文系Sterling讲席教授

这是一次能与中国观众分享我的一些想法的好机会。问答环节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观众们的坦诚和热情。总而言之，这次的
经历非常难忘。

— Steven Smith
耶鲁大学政治学Alfred Cowles讲席教授、哲学教授

我在耶鲁北京中心开展了一场探讨疫情如何将我们的生活移至屏幕上的 
在线讲座。这提供了一次以批判性的眼光分析我们正在使用的交流 
工具的绝佳机会。这里的技术团队无可挑剔，主持人刘子邦着实出色， 
参与观众也完美绝伦，我们的问答环节持续了近一小时。我期待以后 
能有更多机会参与到耶鲁北京中心的活动中，绝不仅仅在线上……

— Francesco Casetti 
耶鲁大学人文与电影、媒体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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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