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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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已迈入在中国的
第七载光阴。

  作为耶鲁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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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七年
里，耶鲁北京中心接待了近50,000	名活动参与者、4,300多名项目参
与者，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吸引了超过 835,000名粉丝。

  2020至 2021年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诸多挑战下，耶鲁北京
中心作为最活跃和最受关注的美国大学在华中心一直在坚定不移、
持续不断地引领和创新。

  为践行耶鲁大学让世界进步、培养全球各领域领导者的使命，
耶鲁北京中心举办过主题多样的活动与项目，仅在 2021年的 4月，我
们就举办了多达 19天的线上、线下活动。从受疫情影响下的 2020年 1月
至 2021年 6月，中心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超过 2,000篇的文章
和视频，吸引了超过1,613万的点击量。

  在过去的 7年里，耶鲁北京中心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促进耶鲁
大学、中国，乃至世界的决策者和思想领袖之间对话、交流和研讨
的重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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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北京中心为耶鲁大学各学院及教职工架起了与中国
沟通的桥梁。七年中，耶鲁教职员、学生和校友的参与率从 2014- 2015
年度的50%增加至 2020- 2021年度的 90%；伴随着这样的增长，耶鲁
北京中心自身也发展成为耶鲁大学在全球活动中的关键纽带。

  七年了，回首过往，我们向曾经为我们提供过无私帮助与
大力支持的耶鲁大学教职员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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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耶鲁管理学院
提供指导的同仁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继
续在耶鲁、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中扮演关键角色，与您一道积极
拥抱崭新的时代。

          耶鲁北京中心主任李恩祐携全体 
          二〇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未来的脚步不会停下，我们将为构建成一个更加开放、多
元、创新的交流平台而持续发力：  

•   启迪智慧光芒（Enlighten）—开启格林伯格高端对
话、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体验耶鲁”
系列项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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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中国情商基金会和全球气候变化青年领
袖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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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篇



  

由耶鲁大学教职员工、管理者、学生、校友主持、筹办和参与的活动

占比从2014–2015年的50%跃升至2020-2021年的近90%

受疫情影响以来，从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在 

微信、微博、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共发布 

文章和视频2000+，收获点击量达1600余万

自2017年起， 
举办的直播/线上 
活动吸引了近

347万观众

参加

2014–2021年数据回顾

项目-活动 媒体-传播

吸引了近 50,000人次参与到中心线下活动和项目中， 

参与者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

扩大了耶鲁在华朋友圈，近	5,000人参与过	

中心专题项目，如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	

耶鲁全球青年学者、耶鲁管理学院高层管理、	

全球医疗卫生领袖等项目受到疫情影响	

加设线上参	

				与方式以来，	

有近

5,000
人参与过	

						与耶鲁教职员、	

校友等嘉宾	

的对话交流

耶鲁北京中心
对外传播平台

近100万人
关注耶鲁北京中心持续搭建的传播渠道，	
包括官网网站、公众号、微博、今日头条，	

以及在中国年轻人中活跃的B站、抖音、视频号等	
视频平台，打开了新的交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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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史带保险集团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莫里斯·格林

伯格的慷慨赞助下，耶鲁北京中心开启“格林伯格高端对

话”。秉承格林伯格先生的愿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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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耶鲁北京中心设立至今，格林伯格先生一直担任顾问委员

会成员。他曾任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18
年，因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美友好，作为全球十位

外国友人之一的格林伯格获颁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耶鲁研究生院’83届校友、法学院’87届校友、耶鲁大学政治学斯特林讲席教授 

Ian Shapiro

负责任的政党：拯救民主

资深作家、记者

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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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国化危为机之路：世界史中的中国

2020.07.03

2020.07.10

一年精选活动

格林伯格 

高端对话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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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北京中心， 
中美文化科技交流的 

 国际枢纽。
— 网友：李楠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 
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与比较文学 
John M. Schiff 讲席教授、
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

石静远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译者

陈楸帆

《大西洋月刊》副主编

罗斯·安德森 
（Ross Andersen）

当虚构比现实更真实：中国科幻小说、人工智能和
将至未至的未来

耶鲁研究生院’81届校友、耶鲁大学法语系斯特林讲席教授、 
《寻找<局外人>》作者

Alice Kaplan

耶鲁本科学院’10届校友、《鼠疫》英译者

Laura Marris 

疫情期间再读加缪的《鼠疫》

2020.07.31

2020.08.08

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讲席教授、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得主

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

时代中的关键叙事如何创造价值、塑造历史？
本活动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红杉资本中国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2020.08.12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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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本科学院’87届校友、《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

Bruce Feiler

人生蜕变进行式

耶鲁大学历史学Chester D. Tripp讲席教授

Paul Freedman
耶鲁环境学院’08届校友、君子食堂联合创始人兼CEO

赵勇

中餐在美国以及东西方美食共鉴

2020.10.30

2020.11.14

耶鲁大学社会与自然科学斯特林讲席教授

Nicholas Christakis

疫情的未来，人类的未来

耶鲁大学历史学和医学史  

Andrew Downey Orrick  
讲席荣休教授

Frank Snowden

2020.12.03

2020.12.12

亲历新冠肺炎疫情之重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2021.01.05

2021.01.21

强强联合：大国关系未来展望

耶鲁管理学院前院长、经济与 

管理学 William S. Beinecke  
讲席教授

Edward Snyder
耶鲁北京中心顾问委员、
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及董事会成员

孙洁

中美高科技产业的未来

202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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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非
常驻研究员、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
委员会中蒙事务前主任

何瑞恩（Ryan Hass）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 
中心执行主任

罗伯特·威廉姆斯
（Robert Williams）
国观智库副总裁兼国际军事行动法
研究中心主任

田士臣

耶鲁北京中心秉承耶鲁大学引领世界进步，为全球培养领袖人才的宗旨，举办了多场 

关于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化各种问题的讲座，在讲座中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学者、政府官员等讨论了全球气候变化、贫困、食品安全等世界性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解决的，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群策群力。

我们在这些问题的开放性探讨中激发智慧的火花，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或许 

我们没有办法在一次探讨或一次讲座中得到解决，但是感谢耶鲁北京中心给了 

  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和全球最优秀的朋友一起领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道理，让我们感受到耶鲁大学培养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全球领袖 

  的魅力所在。感谢耶鲁北京中心将耶鲁大学追寻光明与真理的独立精神带到中国， 

播种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和你我的心中。

— 网友：Andrew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耶鲁大学政治学系 Forst Family 讲席教授
Gregory Huber

当代美国的党派敌意



耶鲁研究生院 ’90 届校友、法学院 ’93 届校友，耶鲁法学院中国协会主席

高志凯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

徐洪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中国国际电视台前主持人

杨锐

摆脱困局，存与共存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中心和耶鲁北京校友会合办

2021.04.02

2021.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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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神学院新约研究副教授

林以瞻

启示论影响下的矛盾美国——解读反华移民问题

耶鲁本科学院’05届、法学院’08届、研究生院’14届校友、耶鲁法学院法学教授

张泰苏

构建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合作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普林斯顿北京校友会、
哈佛北京/肯尼迪学院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常启德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薛澜

耶鲁研究生院 ’90 届校友、 

法学院 ’93 届校友， 
耶鲁法学院中国协会主席

高志凯

中国国际电视台前主持人

杨锐

2021.05.14

2021.06.17

清代的国力为何格外薄弱？

格林伯格高端对话格林伯格高端对话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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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旨在通过邀请耶鲁大学 

最杰出的科学领域教授，介绍他们的最新研究，并与观众就

感兴趣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度交流，将耶鲁大学前沿科学 

研究带到中国，一起了解科学前沿的最新突破，探讨科研的

未来意义。

耶鲁北京中心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前瞻性的研究， 

让我们对很多行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也让我们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

— 网友：Miu Miu

耶鲁大学免疫生物学 
教授和分子、细胞、 
发育生物学 Waldemar 
Von Zedtwitz 讲席教授

岩崎明子 
（Akiko 
IWASAKI）

疫情之下如何睡个好觉？

耶鲁医学院教授、 
睡眠研究专家

迈尔·克利格 
（Meir Kryger）

2020.07.18

2020.08.14

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反应

一年精选活动

				耶鲁“群星闪耀”	

科学系列讲座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 耶鲁“群星闪耀”科学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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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

Robb Rutledge

耶鲁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健康政策、全球健康与经济学副教授

陈希

促进老龄化社会的认知健康：个人、家庭和公共政策应扮演的角色

2021.03.28

2021.04.11

幸福方程式

作为一名来自中国东北小城市未曾出国留过学，也未能进入国内一流大学的 

普通本科生，因为对英语的执着兴趣，机缘巧合关注到了耶鲁北京中心的公众号，

自此竟意外打开了一扇世界的大门。

很感谢耶鲁北京中心对待公众的包容性，让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有一条路径去 

和各行业的专家学者们共同了解世界关注的话题，经济金融、法律政治、 

医学生物、社会生活，艺术音乐等等可以说涵盖了社会前沿方方面面，但也和 

国计民生休戚相关，很有价值。从2015年到现在，参加过若干次线下活动， 

也参与多次线上活动，每篇文章基本都会看，每次都觉得获益匪浅， 

更贴心的是活动回顾，即使因为有事参加不了也不会完全错失。感叹高等 

学府的社会责任的确可以造福大众，真心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扩散给更多 

需要他的人，让更多人学习到各行业优秀人士都在关心什么，做什么， 

给更多人传播知识和拼搏的动力！

— 网友：AnOnYMOuS

耶鲁大学化学与环境工程学 Thomas E. Golden, Jr. 讲席教授

Jordan Peccia

微生物遗传学与定量环境科学如何强强联手解决人类健康难题？

2021.06.09



 

2020.08.27 –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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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与耶鲁大

学管理学院、耶鲁北京中心联合成立，是中国首个由 VC/PE
基金与常春藤名校联合开办的领导力发展项目。通过整合了

社会、经济、商业、文化和科技等多领域的优势资源，“耶鲁-

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致力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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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间，已有三批、超过130位企业创始人和CEO加入耶鲁-

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 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

陈志武

耶鲁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

张小虎

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董事、 
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

李泽湘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董事总经理、 
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

章俊

非常荣幸作为红杉被投企

业参加了耶鲁-红杉领导

力中心项目第一期和第三

期。毫无疑问，这是我参

加过的最适合创业者参加

的项目，没有之一。通过耶鲁-红杉领导力

中心，我领悟到了耶鲁大学的管理智慧， 

又有机会聆听沈南鹏等各界大佬的深邃思

想，更重要的是可以和一大批优秀的红杉

被投企业创始人亲密沟通，交流经验和 

教训。为此，强烈推荐创业者们不要错过

参加这个项目的难得机会。

蔡强
盛诺一家创始人兼董事长

一年精选活动

耶鲁-红杉领导力	

中心项目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2019 – 2020 期
第三模块·深圳 ——“后疫情时代的新动能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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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管理学院 Indra K. Nooyi 院长，经济学、政策和
管理学 Frederic D. Wolfe 讲席教授

Kerwin K. Charles
耶鲁管理学院校友、发展和特别事务统筹副院长

Joel Getz

开场致辞

Rolling Panda 健身创始人、 
《创战到底》纪录片创业者

李江

创新领导力之运动团建

腾讯企业文化总监兼腾讯大学特聘讲师

陆文卓

腾讯云泛互业务合作总经理

薛伟

腾讯文化之道&To B 思考

跳出地球看地球，跳出创业看创业。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让我从更高的维度看待创业的日常， 

从更大的格局审视创业的意义。创业是马拉松，除了脑力与体力， 

更需要心力与定力。推荐给您！

苏春园	
观远数据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2021.04.16–04.18

耶鲁本科学院 ’81 届校友、管理学院 ’86 届校友、 
沃尔沃集团董事

Martha Finn Brooks

如何让董事会助力企业长远发展

耶鲁管理学院组织行为学讲师

Rodrigo Canales

墨西哥警察组织变革	
对企业管理的启示

京东集团前副总裁、专职高管教练

唐智晖

在对话的反射镜中找寻自我

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师

刘天池

卓越领导者的镜头感养成

耶鲁管理学院管理学 William S. Beinecke 讲席教授

James Baron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是

一段不仅仅以“技能”提升为

目的的经历。耶鲁-红杉领导

力中心的项目体系触及我们的

内心，让大家用全球视角、 

历史视角、人类发展视角去思考我们的产品、

服务到底能给客户创造什么真正的价值，带去

了什么意义的改变。这是一段对使命和价值的

探索之旅。

李楠	
雪球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2019 – 2020 期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2019 – 2020 期
闭幕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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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科学 
学院院长

彭凯平

为什么领导者更
需要积极心态?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
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昱鲲

积极心理，	
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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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助理教授

初金一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译者

陈楸帆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项目的组织非常用心，内容和活动安排双一流， 

让我收获满满。一群创业者聚在一起听耶鲁大咖的分享，彼此之间的交流效果 

超出了我的预期。祝愿该项目能一直办下去，让更多创业者受益！

刘耀洲
神策数据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	

耶鲁不可或缺的核心可谓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是要启迪学

生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使他们能够认识自己，找到

发自内心热爱并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

耶鲁北京中心致力于将耶鲁的核心精髓带到中国。为了给下

一代领导者创造一个知识交流、发现兴趣、培养能力的平台，

耶鲁北京中心推出“体验耶鲁”系列项目，旨在让参与者们领

略耶鲁的风采。

一年精选活动

“体验耶鲁”	

系列项目

耶鲁-红杉领导力中心2019 – 202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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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耶鲁大学天文学系和物理学系教授

Priyamvada Natarajan

星际穿越

2020.08.01–08.02

您参与本次项目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更好地读懂了《哈姆雷特》，	

从中体验耶鲁的文学氛围”

±

“疫情期间，找回了为开学	
做准备的感觉，而且	

本身对《哈姆雷特》感兴趣，	
听到了更全面的分析和解读”

±

“之前从没有认真	

解读过《哈姆雷特》，	

项目让我重新思考	

自己的人生哲学”

耶鲁大学英文系斯特林讲席教授 

David Bromwich

莎士比亚与他的《哈姆雷特》

中国参与者对莎士比亚这些高难度文本的掌握程度令我印象深刻， 

我很享受参与项目所带来的乐趣。— 耶鲁大学英文系斯特林讲席教授	David Bromwich

耶鲁北京中心就是我的两个家 — 北京和耶鲁 —  

的集合体。每次来到耶鲁北京中心，都感觉像是 

一只脚还在繁华而多样的大北京，一只脚踏进了典雅 

古朴的耶鲁课堂。无论是在耶鲁还是在耶鲁北京 

中心，人们对于真理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都是不变的。

—	耶鲁本科学院’24届在校生 
耶鲁北京中心	

《中世纪与全球食物贸易的历史》	
项目参与者	

2020.08.22–08.23

“

“

参加“星际穿越”项目，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内容幽默、清晰、	

易懂而有深度”

±

“打开眼界，吸收领会	

顶级学者的前沿理念”

±

对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	

知识得到了相当大的补充，	

并激发了我对宇宙学的热情”

“体验耶鲁”系列项目 “体验耶鲁”系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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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Brooks and Suzanne Ragen讲席教授

Paul Bloom
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心理学助理教授

Paul A. O’Keefe

“读心术”第二季

耶鲁北京中心的心理学项目是我父亲推荐给我的。起初，我不知道会 

发生什么，但参与之后，我完全迷上了这个话题。我喜欢两位教授

（Paul Bloom 和 Paul O’Keefe）和他们的讲解方式，他们会用热门电影

中的视频片段来阐述他们的观点，还有他们设置的分组讨论话题， 

都让我很容易深入其中。非常感谢耶鲁北京中心为我和其他人带来这样

的项目，我期待未来更多的好项目。
	—	晁子越，9 年级学生

帮助我打开了心理学的大门，让我系统地认识到了 

对心理学的理解，尤其是在行为心理学上
	—	董行，10 年级学生

通过这七周的项目，和教授的互动和参与者们的沟通，大家可以共同探讨，

互相学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是一个共同的成长。
	—	峨嵋，科技行业从业者

2021.03.27–05.14

一年精选活动

校友及特邀	

嘉宾活动

“体验耶鲁”系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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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军事史学 Robert A. Lovett 讲席教授

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
耶鲁大学历史和全球事务 Elihu 讲席教授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变局中的遏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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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排国家队主教练

郎平

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张斌 

打造冠军之心
本活动由红杉资本中国主办

美国驻华大使馆文化事务官、 
北京美国中心主任

Lisa Buzenas
耶鲁本科学院 ’00届校友、 
耶鲁北京中心主任

李恩祐

高等教育与人文交流 
的新篇章
本活动由 EducationUSA 赞助的 
升学指导研究中心 ChinaICAC 
峰会主办

2020.09.12

2020.09.25–09.26

2020.09.20

耶鲁本科学院院长、心理学 Richard M. Colgate 讲席教授

Marvin Chun
阿里巴巴创始人之一、蚂蚁金服前董事长

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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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管理学院 ’10届校友、康明斯副总裁

石内森（Nathan St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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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本科学院 ’99届校友、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范翔

耶鲁管理学院 ’13届校友、耶鲁北京校友会会长

孙瑜

耶鲁在华本科生论坛
本活动由耶鲁大学国际事务办公室、耶鲁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2020.10.2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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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音乐学院 ’09届校友、中提琴演奏家

李博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大提琴演奏家

莫漠

耶鲁音乐学院 ’11届校友、小提琴演奏家

陈曦

耶鲁音乐学院 ’13届校友、小提琴演奏家

莫灵风

耶鲁音乐学院 ’15届校友、钢琴演奏家

金文彬

大提琴演奏家

Stanley Moore

耶鲁音乐学院’01届校友、 
中国音乐学院长笛教授

陈兆荣

天津茱莉亚学院长笛常驻教师

盖尔盖伊·伊采什

长笛演奏家

朵拉·萨博

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钢琴 
艺术指导教师、钢琴家

李月

2020.12.19 2020.12.26

 2021 
 新年音乐会
1 亨德尔：A大调双长笛与钢琴三重奏

2 C.P.E.巴赫：G大调汉堡奏鸣曲

3 海顿：六首民谣（长笛三重奏）

4 胡：长笛幻想曲

5 卡尔盖勒：组曲“点画” 

6 杜梯耶：小奏鸣曲

7 古曲：庄周梦蝶  

8 古曲：夕阳萧鼓（谭密子改编）

9 多普勒：双长笛与钢琴“匈牙利二重奏”

 2020 
 圣诞音乐会
1 巴赫：第三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2 贝多芬：月光

3 贝多芬：F 大调第一大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4 普罗科菲耶夫：骑士之舞

5  贝多芬：C 小调第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第一乐章和第二乐章     

6 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

7 亨德尔：帕萨卡利亚

8 勃拉姆斯：G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第四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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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副主编

黄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梁云祥

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竹中治坚（Harukata 
TAKENAKA）

美国商务部长、耶鲁法学院 ’98 届校友

Gina M. Raimondo 
美国驻华使团临时代办

傅德恩（Robert W. Forden）
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

Cynthia A. Griffin

选择美国投资峰会
本活动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主办

2021.06.04

2021.06.08

2021中日青年领袖交流项目
本活动由财新传媒主办

耶鲁北京中心主任

李恩祐

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执行主任

程嘉树

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执行主任

戈泽宁

宾大沃顿中国中心总经理

何育萍

康奈尔中国中心主任

华颖

普林斯顿中国中心主任

刘瑾

圣母大学北京国际中心执行主任

王晶玉

哈佛中心（上海）执行董事

王颐

哥大全球中心 | 北京总经理

肖娜

耶鲁大学全球战略副校长 
兼学术统筹副教务长

Pericles Lewis
中国留学基金委前副秘书长、 
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张宁

耶鲁与中国留学生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2020.12.26

2021.01.23

当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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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管理学院副院长、创业中心主任

Kyle Jensen
耶鲁大学计算机系’07届校友、 
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马征

耶鲁管理学院’07届校友、 
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

梁隽樟

耶鲁计算机系’02届校友、 
浪淘金（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首席执行官、每日新款创始人

周杰

耶鲁本科学院 ’05 届校友、环境学院 ’06 届 
硕士校友、IHS Markit公司全球副总裁

周希舟

碳中和与能源转型： 
意义何在？影响如何？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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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计算机系’07届校友、雅乐时空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

马征

清华附中稻香湖学校副校长、清华附中校长助理

王实

耶鲁教育论坛 2.0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2021.06.19

耶鲁新生欢迎会 
暨青年创业创新论坛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耶鲁大学 
中国学生学者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2021.06.21 2021.06.24

LinkedIn（领英）全球副总裁、
领英中国总裁

陆坚

光速中国创业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

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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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北京中心的讲座和文章在我录取后的半年中， 

帮助我对耶鲁有了更深的了解，来到耶鲁后发现老师和同学 

果然如印象中一样，博学又热情，让我感觉特别幸福。
	—	耶鲁管理学院	’22 届在校生

耶鲁研究生院 ’03 届校友、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

吴淳

2020.10.09

2020.10.20

后疫情时代的职业发展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耶鲁研究生院校友会和耶鲁北京中心合办

新冠疫苗和相关治疗方案的研发进展
本活动由耶鲁北京校友会、耶鲁研究生院校友会、耶鲁北京中心等合办

校友活动 校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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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9-07.30 每周五晚
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彤

把冲突当做一次共同成长的机会： 
家庭情商教育系列讲座

2021.08.14–08.15
耶鲁大学斯拉夫语言文学助理教授

初金一

如何讲好“我”的故事： 
想象力与批判性思维

耶鲁-红杉 

领导力中心项目第四期

2021–2022

2021.03.13–03.14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 
研究会会长

宋志平

做企业的硬道理

2021.03.20–03.21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

纪敏

2021年及十四五时期金融形势及金融和
货币政策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徐华清

能源经济低碳转型的形势与对策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前部长

李毅中

主攻智能制造，打造制造强国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杨伟民

解读两会精神

2021.03.27–03.28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谢志华

基于管理视角的会计报表体系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教授

高金平

商业模式创新与资本运作 
暨税务筹划与风险管理

2021.05.15–05.16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谢志华

资本运作与财务战略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陆挺

十四五时期国际国内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形势展望

未来可期国合·耶鲁全球领导力培养计划

“体验耶鲁” 

系列

全球气候变化	
青年领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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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传播耶鲁的形象与声音，耶鲁北京中心 

开设《那些耶鲁本科生》原创专栏。在 2021 年
全年中，每个月讲述一位耶鲁在读本科生 

最生动而真实的故事，收获了广泛的好评和

转发。

耶鲁北京中心将耶鲁大学 39 门《耶鲁公开课》的课程概况和 

播客《走进耶鲁招生办》的精华内容翻译并总结，以图文专栏

的形式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专栏吸引了超过 28 万的阅读量， 

并在读者中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影响力。

传播影响力 传播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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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奕

耶鲁管理学院 ’94 届校友

耶鲁管理学院大中华区 
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承达资本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

 周庆治*
南都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兼主席

南都公益基金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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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津大学哈里斯· 
曼彻斯特学院 
基石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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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管理学院大中华区 
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

上达资本有限公司 
创始管理合伙人

 章新胜*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秘书长

中国教育部前副部长

石静远

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 
与比较文学

John M. Schiff 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东亚研究 
理事会主席

 周文重*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

中国前驻美大使

 杨元庆*
联想集团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

*  执行理事会成员

顾问委员会	
成员

 雷德* 
(Ambassador  

Clark T. Randt,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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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Maurice R. 

Greenberg)
美国史带集团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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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程集团 
首席执行官 
及董事会成员

 卡拉·希尔斯* 
(Ambassador Carla H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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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真格基金 
创始及执行合伙人

沈南鹏  
 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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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  2020 – 2021 第 44 页

刘子邦 ’09 

助理项目总监

杨柳

助理传播总监

王丽娟

副主任

彭潇

传播协调员

经馨

项目和办公室经理

中心团队

李恩祐 ’00

主任

诞生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的耶鲁北京中心， 
是耶鲁大学在美国本土校园之外设立的唯一一个实体中心。 

中心致力于促进决策者和思想领袖开展对话与交流， 
为社会各界和全球各地区培养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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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方微信公众号:  YaleCenterBJ 

官方微博账号:  https://weibo.com/yaleuniversity

  https://weibo.com/yalecenterbj

联系邮箱:   yalecenterbeijing@yale.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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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