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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与中国合作摘要 
 
耶鲁大学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及广泛、深刻的交流， 在西方大学中可谓首屈一指。耶
鲁与中国的关系起源于 1835 年，当时耶鲁毕业生彼得•帕克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西式
医院。帕克的论文和医学插图激发了耶鲁大学师生对中国的兴趣。1854 年毕业于耶鲁的
容闳既由帕克招募而来。容闳不仅是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大学本科学位的留学生，同时 
他也为其他留学生铺平了道路， 其中许多人在中国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耶鲁与中国的独特关系随着教研合作、师生交流以及校园内日益增多的中国学生、学者而
不断加强。同时，学生交流活动加深了跨文化理解，合作研究也带来了突破性科研成果。 
 
这里所介绍的合作项目展示了耶鲁这所全球性大学与中国许多机构的合作不只为两国也为
整个世界培养领导人材，推动知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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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与中国: 
概述 
 
耶鲁—中国大事记 
1835 年，帕克尔 (Peter Parker) 在广州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式医院—一个眼科诊

所。帕克尔也是第一个完整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的耶鲁毕业生。 
1854 年，容闳从耶鲁毕业，成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本科学位的中国人。 
1901 年，一批耶鲁的教授和校友一起，在耶鲁的校园里创建了雅礼协会。雅礼协会是一

个私人非盈利组织，一个多世纪来，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加强中美

两国民间的交流和理解。 
1936 年，耶鲁第一个汉语研究项目正式成立。并在随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耶鲁率先

编写了后来被美国学生广泛使用的第一套新型汉语教科书。 
1990 以来，耶鲁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共同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
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 
2006 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耶鲁进行历史性访问，并在耶鲁发表了演讲。这是这次

胡锦涛主席访美仅有的三个目的地之一，也是首次中国国家元首在海外向中国现场直播的

演讲。 
（详情请参阅 4-8 页） 
 
和中国有关的研究 
在耶鲁，有超过 150 位的教授在从事和中国有关的研究。这些项目通常都会和中国的大

学、政府机构、或者一些独立研究机构合作，比如耶鲁大学-山东大学考古研究合作项

目，在上海及香港的城市设计工作室项目，横断山脉生物多样化研究项目，中药全球化联

盟项目，在天津开展的工业生态及循环经济研究项目等，以及在兰州开展的环境健康研

究。（在 http://world.yale.edu 可以查到完整的耶鲁关于中国研究项目的清单） 
（详情请参阅 15-38 页） 
 
联合研究中心及主要合作项目 
耶鲁大学先后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技大学在纳米科技、软件工程、植物基

因、以及生物制药等科研前沿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最新的一项合作项目是由耶鲁

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一起建立的生物统计联合研究中心，这个联合中心的研究主题是最前

沿的生物医药研究，并将为这个领域培养未来的领军人物。 
（详情请参阅 13-14 页） 
 
耶鲁的中国学生和学者 
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耶鲁和中国在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越

来越频繁。目前，耶鲁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超过 1000 位。在 2013-2014 学年，耶鲁本科生

院和耶鲁研究生院共有中国学生 500 多名，中国学者（包括访问学者、博士后等）6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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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现在已经是耶鲁最大的海外群体，他们所创立的学生社团为促

进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详情请参阅 9-10 页） 
 
中国学生访学耶鲁项目 
耶鲁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众多和耶鲁学生一起上课的暑期课程和交换生项目。每年夏季，来

自中国五所大学的学生参加耶鲁暑期课程。此外，中国学生还可以通过耶鲁国际访问学生

（Y-VISP）项目在耶鲁注册本科生课程，这项耶鲁国际访问学生项目是为耶鲁合作院校

的优秀学生所设计。 
（详情请参阅 9-10 页） 
 
耶鲁学生访学中国项目 
每年都会有数百位耶鲁大学的学生去中国，或是参加海外学习（study abroad）项目，或

是从事和中国相关的研究。耶鲁大学有如下几个项目对耶鲁学生访学中国提供支持：“莱

特奖学金” (Richard U. Light fellowship) 资助耶鲁学生前往中国学习语言；耶鲁大学全球

实习项目为耶鲁本科生提供中国实习机会；“福克斯国际奖学金”为中美两国的交换生项

目提供资助；此外，“耶鲁东亚研究中心实地考察基金”则为耶鲁的研究生在中国进行科

研活动提供资助。 
（详情请参阅 9-10 页） 
 
耶鲁高级领导能力研讨项目 
耶鲁大学的各个学院发起并持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各个领域领导者的研讨项目，这些

项目有些在耶鲁所在地—纽黑文开展，有些则在中国开展。这些领导能力研讨项目在所涵

盖的领域不断扩大，开展频率持续上升。这包括自 2004 年开始举办的中国-耶鲁大学高级

领导人才研讨班；自 2005 年开始举办、并吸引了众多耶鲁教授参与的中国-耶鲁高级公务

员研讨班；自 2004 年开始由耶鲁大学森林和环境学院为中国各地环境保护官员举办的可

持续发展领导培训项目；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中心自 1999 年开始多次举办关于推动中国

法治建设的研讨会，并在最近又大力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其中就包括一项开展中

美两国第二轨道外交对话的努力；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开展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商业领域领袖

们的研讨项目，并将管理学院的“CEO 峰会”项目扩展到中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则为中国培养了 500 多位医疗卫生领域的领导者；耶鲁大学护理学院也为护理领域的中国

领导者开展了一系列研讨项目；耶鲁大学艺术学院在中国也颇为活跃，包括耶鲁大学艺术

学院和中国各大音乐院校间持续开展的合作项目，建筑学院每年和清华大学合作的工作室

项目，以及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开展的合作项目。 
（详情请参阅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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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与中国： 
十九世纪初期至今 
 
最初的接触 新英格兰地区作为全球商业（尤其是造船工业）中心的崛起，使得耶鲁的办

学视野得以拓宽。到 1901 年耶鲁大学庆祝建校二百周年之际，遍布于海外从事教育和传

教活动的耶鲁毕业生即达二百余人，他们中的几位在中国工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帕克尔

（Peter Parker, 1804－1888），他于 1831 年毕业于耶鲁本科，1834 年毕业于耶鲁医学

院。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帕克尔在中国的广州及周边地区行医，他的“医学使命”不但

是耶鲁毕业生与中国文化之间第一次长久的紧密联系，而且启发和鼓舞了一代美国传教

士。除了行医之外，帕克尔也是第一个完整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日常生活的耶鲁毕业生，他

通过日记、书信和画作所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皆为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前所未闻，这

些珍贵资料现收藏于耶鲁大学医学院。帕克尔的工作极大地激发了耶鲁师生对中国的兴

趣。 
 
第一位毕业生 耶鲁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涉足中国，并于 1850 年迎来了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

闳（1828－1912），开启了耶鲁校史上的非凡篇章。容闳是中国广东人，留美前曾在一所

教会学校学习，该校创办人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 也是一位耶鲁毕业

生。布朗因对容闳的能力印象深刻而送其赴美学习，容闳在读完预科后成为耶鲁本科学

生。容闳于 1854 年从耶鲁毕业，成为美国高等学校首位获得本科学位的中国人。回国

后，他倡导西学东渐，富民强国。 
 
早期留学耶鲁的杰出的中国学生  1872 年，在得到了满清朝廷的批准后，容闳组织了“大
清幼童出洋肄业局”，将一百二十名年幼的中国学生送往康州的中学接受教育，再从那里

转入新英格兰地区的各所著名高校，学习工程及其他专业。耶鲁在各校中位居首选，先后

共有二十二名中国学生进入了耶鲁。后来在满清保守势力的强烈要求下，这批留学生于

1881 年被召回中国。虽然当时只有两名学生顺利从耶鲁毕业，但这些曾在耶鲁学习过的

年轻人中有不少人都为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詹天佑（1881 届），他十二岁来美，后从耶鲁谢菲尔德科学学院毕业，回

国后担任了全国铁路修建的工程顾问，赢得了极高威望，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 
 
容闳后来以教师和实业家身份继续履行其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的使命。在实业方面，容闳于

1867 年曾向当时的两江总督提出用合股融资的方式建立中国本土的汽轮交通运输公司，

以其远见卓识为中国第一家近代国有公司——中国商务航运公司——奠定了基础，同时这

也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开端。容闳于 1876 年获得耶鲁法学院颁与的荣誉学位。 
 
接受中国赠书，创建耶鲁中文图书馆 1878 年，出于对母校的感激之情，容闳把自己收藏

的 1280 册中文书籍捐献给了耶鲁。这些书籍成为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核心，至今仍是

西方最精美的收藏之一。耶鲁的中文藏书已超过 48 万册，是当今美国主要的中文收藏之

一。这些收藏中最为丰富的是考古、经济、现代史及 1919 年以来的文学书籍。目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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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每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馆员到耶鲁图书馆访问工作半年至一年。2006 年以来，郭

氏图书馆基金资助了六名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员到耶鲁访问工

作。 
 
耶鲁开设中国研究课程 1878 年，曾在中国做过传教士及外交官的萨缪尔·威尔斯·威廉姆斯

——他的中文名字是“卫三畏”——受聘耶鲁，从而展开了耶鲁对中国的研究。耶鲁大学于

1936 年建立了正式的中国语言研究项目，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率先采用了新型的强化

语言教学方法，编写了多年来一直被美国学生广泛使用的教科书。 
 
培养中国教育界领袖 除了那些侧重中国研究的长期正规学科项目外，耶鲁还培养了不少

中国著名教育家，其中包括： 
蔡绍基：曾任清政府驻朝鲜代表及袁世凯顾问，后来担任天津大学（当时称北洋大学堂）

的校长； 
唐国安、张煜全、周诒春、曹云祥：胡锦涛主席的母校清华大学最初的六位校长中有四位

曾在耶鲁学习； 
马寅初（1910 届）：1951–1960 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李登辉（1899 届）：曾任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 
严复庆（1909 届）：曾任复旦上海医学院校长； 
晏阳初（1918 届）：发起大众教育运动，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 
 
出版系列 1990 年以来，耶鲁大学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共同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这些精美的图书由中美两国的学者共同编写，向学者和大

众介绍中国的文化财富。耶鲁大学出版社负责该系列丛书的英文版，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负

责中文版。 
 
江泽民主席曾将该系列丛书的首卷《中国绘画三千年》（1997）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克林

顿总统。至今该丛书又出版了八卷：《中国古代建筑》（2002）、《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

畴要论》（2002）、《中论》（2003）、《中国文明的形成》（2005）、《中国雕塑》

（2006）、《中国书法》（2008）、《中国陶瓷》（2010）、和《中国丝绸》（2012）。

这套丛书中的多卷获得了出版界的高度评价，《中国建筑》的中文版获得了中国国家图书

奖，《中国绘画三千年》获得了美国出版家协会霍金斯特别奖（Hawkins Award）。 
 
从 2007 年开始耶鲁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就在产品，出版物以及促销 Encounters《荟聚》

英语教学系列进行合作。《荟聚》 （Encounters）是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合作，它所代表

的教学材料的创新性和交互性在推进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方面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官方出

版发行该系列将于 2013 年 6 月进行。 
 
《环球汉语》（Encounters）通过结合试听媒体和传统文字达到无与伦比的语言和文化环

境。通过视频插段来回应课本中相应的内容以及将很多教育材料结合到精彩的故事钟来，

《环球汉语》（Encounters）在教学机会方面编织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织锦。中国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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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教师及学生通过打印的文字和在线离线的电子平台来接触到《环球汉语》

（Encounters），进而极大地提高了语言项目的多功能性 
 
另外，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一直致力于合作出版中文版的《耶鲁全球》这一同时代全球事

务的先驱者在线杂志。2009 年发行的《耶鲁全球》复旦版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全球

化的国际在线中文杂志。除了翻译英文版的《耶鲁全球》的内容，耶鲁全球复旦版本

(YGFE)也发表原创的关于全球化的中文随笔以及关于全球化的中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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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耶鲁进行历史性访问 2006 年 4 月 21 日，胡锦涛主席对六百名耶鲁

的学生、教授和管理行政人员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发表了讲话，这是中国国家元

首在海外的讲话首次向中国现场直播。胡锦涛主席对耶鲁的访问是他此次来访美国仅有的

三个目的地之一，另外两个是波音总部和白宫。在向全校发表讲话以前，胡主席与雷文校

长参加了一个互赠礼物的仪式。胡主席向耶鲁捐赠了 1346 卷涵盖人文和社会科学众多学

科的中、英文图书，极大地丰富了耶鲁东亚图书馆的藏书。雷文校长向胡主席回赠了耶鲁

校友容闳的画像和一本当年容闳赠送给耶鲁大学的图书。容闳是美国高等学校首位获得学

位的中国人，代表着耶鲁和中国之间深厚和悠久关系。 
 
耶鲁大学百人代表团访华 在 2006 年 4 月对耶鲁的访问中，胡主席以个人的名义邀请耶鲁

大学一百位师生访华。耶鲁大学代表团于 2007 年 5 月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正式访

问。胡主席在北京热情欢迎代表团的到来，随后代表团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正式的招

待宴会。代表团一行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除了与中国

的学生学者交流之外，代表团成员还与政府官员会谈，并且游览了北京、上海和古城西安

的主要文化和历史景点。 
 
耶鲁大学五十人代表团访华 中国国务委员刘延东女士 2009 年 4 月访问耶鲁时邀请 50 名

研究生访问中国。研究生院的 14 名学生和职业学院的 34 名学生在中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

文化和语言学习。他们访问了三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参

观了天安门广场、长城、故宫、上海博物馆和东方明珠电视塔。除了每天的汉语课程之

外，代表团成员还学习了中国书法，练习包饺子。为了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代表团一

行与所访问学校的学生学者交流，并与当地家庭共进晚餐。 
 
音乐盛事：奥运会的文化序曲 耶鲁音乐学院与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携手举办音乐盛事，

为奥运奏响文化的序曲。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汇集世界十所顶尖音乐学院的

学生来京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于 2008 年 7 月 9 日至 24 日在北京的几大音乐厅举办长达两

周的讲座、音乐会、大师班等活动，成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前的一场文化盛事。 
 
耶鲁管理学院奥运期间在北京举办高级管理研讨班 在“以奥运为契机，耶鲁全球商业领导

人才研讨班”上，一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新闻从业人员和政府官员以及耶

鲁管理学院的顶尖教授参与了一系列的讨论和讲座，讨论全球商业现状以及中国作为经济

强国所发挥的日益重要的角色。耶鲁管理学院是唯一在奥运期间开办高级研讨项目的美国

商学院。研讨班的讲演者包括：黑石财团（Blackstone）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建人

Stephen Schwartzman、 陶氏化学公司执行总裁利伟诚（Andrew Liveris）、 WPP 集团首

席执行官苏铭天 （Martin Sorrell）、 美国史带投资集团（C. V. Starr）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美国奥委会主席 Peter Ueberroth、中国零售巨头华联

集团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吉小安、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耶鲁大学校长理查

德 ·雷文、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任主席及耶鲁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威廉 ·唐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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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Donaldson）。其他讲演者均为耶鲁管理学院的知名教授，他们是 James 
Baron、陈志武、Ravi Dhar、Jonathan Koppell、Barry Nalebuff、Jeffrey Sonnenfeld 和

Victor Vroom。 
 
 
 
 
 
 
 
 
 
 
 
 
 
 
 
 
 
 
 
 
 
 
 
 
 
 
 
 
 
 
 
 

8 
 

（William Donaldson）。其他讲演者均为耶鲁管理学院的知名教授，他们是 James 
Baron、陈志武、Ravi Dhar、Jonathan Koppell、Barry Nalebuff、Jeffrey Sonnenfeld 和

Victor Vroom。 
 
 
 
 
 
 
 
 
 
 
 
 
 
 
 
 
 
 
 
 
 
 
 
 
 
 
 
 
 
 
 
 



9 
 

学生交流、奖学金和实习项目 
 
耶鲁的中国学生 在耶鲁，除了现有的将近 500 多名中国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专业学生

外，学校还为中国大学生提供前来体验耶鲁的机会，包括以下项目：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耶鲁大学世界学者生物医学科学项目  
耶鲁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于 2006 年设立了中国留学基金委－耶鲁大学生物医学世界学

者项目，使中国顶尖的生物医学科学研究生能够在耶鲁大学著名的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系

学习。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为中国八所知名学府（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提供资助。 
 
中国学生暑期班  
每年暑期，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人民大学的本科生来到

耶鲁大学参加暑期班项目和英语语言学习。这个项目使中国学生直接体验耶鲁的学生生

活，和耶鲁的本科生共同选课。 
 
北大—耶鲁历史研究生交换项目  
这是两校历史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者的交流项目。原则上，北京大学选派研究非亚洲

领域的学生，而耶鲁大学选派研究亚洲领域的学生进行交换。每年春季学期，他们前往合

作学校选修与各自的课题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并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与博士论文相关的研

究。每年两校根据学业表现和研究重点通常选拔两名博士生或博士后学者。北京大学和耶

鲁大学为交流学生提供住房和医疗保险，并免除他们的学费。 
 
耶鲁国际留学生访问项目 
耶鲁国际留学生访问项目(Y-VISP)是一项针对在合作大学就读的本科生的一项优异的项

目。通过申请的优秀学生将会加入耶鲁本科生团体进行一学年的学习和生活。被录取的学

生将成为耶鲁大家庭的一员，与耶鲁学生在十二个住宿学院一起住宿，一起上课，参加对

所有耶鲁本科生开放的课外活动，得到住宿学院院长，指导教师以及 Y-VISP 工作人员的

帮助指导。目前香港大学是耶鲁该项目在中国的合作大学。 
 
耶鲁学生在中国 每年，上百名耶鲁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汉语，通过耶鲁大学的众多课程

学习中国文化、经济、历史、文学、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学生人数则更多。除了能在耶鲁

学习研究与中国相关的课题之外，耶鲁的学生还能够利用以下项目到中国学习、工作或研

究： 
 
约瑟夫·福克斯（Joseph Fox）国际奖学金项目  
福克斯研究基金项目设立于 1989 年，是耶鲁与十二所世界知名大学之间的双边学生交换

项目，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英国、德国、日本、法国、印度、土耳其、以色

列、南非和墨西哥的大学。该奖学金由 1938 届毕业生约瑟夫·福克斯捐资设立，目的是挑

选并资助能够在自己领域里成为领导者的学生。福克斯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感受外国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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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和文化，同外国同事建立深厚友谊，更好地了解当地的人民与制度，从而为在世界范围

内实现和平共处奠定基础。耶鲁在中国的福克斯研究基金合作伙伴是复旦大学。福克斯研

究基金每年从耶鲁选拔一至两名耶鲁学生到复旦大学学习，从复旦大学选拔一至两名学生

到耶鲁大学学习。 
 
中国文化容闳奖学金  
为了纪念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位中国人容闳，中国文化容闳奖学金资助耶鲁学生在中国

进行一年的学习。除了每月的生活费之外，该奖学金还包括学费、学习资料、住房和医疗

保险。本科生、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在耶鲁完成一年的汉语学习后都有资格申请该奖学

金。2014 年，五位耶鲁学生将获得容闳奖学金。 
 
理查德·莱特（Richard U. Light）研究基金项目  
莱特奖学金设立于 1996 年，目前资助七十多名耶鲁学生在中国学习汉语。理查德·莱特基

金会和格林伯格－耶鲁中国项目共同出资，全额资助优秀的耶鲁学生提供在中国的指定学

校学习汉语。莱特奖学金主要用于语言的强化学习，同时也为学生提供进一步深入了解西

方以外文化的机会。 
 
目前，莱特研究基金在中国的指定学校是：美国各大学联合汉语中心、北京 CET 汉语项

目、杭州 CET 汉语项目、 哈尔滨 CET 汉语项目、杜克大学中国项目、哈佛大学北京学

院、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高校联合汉语培训项目和普林

斯顿中国项目。 
 
耶鲁大学全球实习项目—中国 
全球实习项目（以前成为全球斗牛犬实习项目） 由耶鲁大学本科生就业服务中心(UCS)资
助，旨在为耶鲁学生在暑期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地点工作九周。 每一地点提供范围广泛的

实习，包括艺术，政治，全球卫生，技术，社区服务，“智囊团”，金融，新闻和法律。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耶鲁本科生就业服务中心帮助协调为暑期实习的耶鲁学生在北京，

上海和香港提供住房，并在当地配备一个校友在学生实习期间提供必要的帮助。在过去的

几年里，参加该项目的学生有各种实习选择，包括大公司如 IBM 中国，以及非盈利组织

如紫禁城故宫博物馆。在 2013 年一年就有 37 名耶鲁学生在中国实习。 从项目开始到现

在，共有 317 名学生在中国实习过。 
 
东亚研究实地调研基金委员会 
在麦克米伦中心的东亚研究实地调研基金委员会为耶鲁大学艺术科学方面的研究生提供资

金来帮助他们在暑假或者来年完成博士论文。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在耶鲁注册并于来年完成

学业的研究生在美国本土之外的实地调研。论文研究必须主要与中国，日本或者朝鲜地区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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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大学高级领导研讨班项目 
 
耶鲁大学的许多专科学院都参与了中国领导研讨班项目，培训包括政府机关领导、医院及

地方环保机构负责人及高校领导在内的众多中国领导者和专业人士。 
 
中国—耶鲁大学高级领导人才研讨班  
耶鲁大学与中国教育部合作，于 2004 年首次举办大学高级领导人才研讨班，参加者为众

多中国重点大学的校长及副校长。1998 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将少数中国大学办成世界一流

大学, 2003 年，前教育部部长、国务委员、现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女士请雷文校

长为中国的大学高级领导人才创建研讨班。研讨班利用讲座、案例研究和模拟展示了美国

知名研究型大学中的主要管理职能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耶鲁的教学人员及行政领导与

中国的同行们就美国研究型大学所面临的主要课题进行了研讨，其中包括人文教育、学术

评论、教学人员的任用程序以及包括资金筹备和战略规划在内的行政实践。该研讨班旨在

介绍中国可借鉴的美国模式和最优实践。该研讨班的第一、二期在纽黑文举办，之后在厦

门，西安，以及上海举办。 
 
中国—耶鲁高级公务员研讨班  
此项目是目前中国在海外设立的最高级别的政府领导培训项目，首届研讨班于 2005 年举

办。该项目在最早的三年是耶鲁大学通过中国法律中心与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合作举办的，

重点关注“依法行政”的有关问题。中央党校于 2009 年成为耶鲁大学的合作伙伴。参加项

目的耶鲁大学的校友和其他专家包括美国总统小布什，两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现任和

前任美国部长级官员，纽约州州长和联合国秘书长。他们与耶鲁大学法学院、管理学院、

森林与环境学院及文理学院的一流学者联合制定了该研讨班的具体内容。研讨班成员和授

课者共同探讨了美国的治理和管制经验，提高对美国在法律、公共政策等重要问题上的最

佳思维方式的理解。在完成研讨班的学习之后，十五名学员晋升到更高层的领导岗位。 
 
耶鲁—清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导培训项目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和清华大学以及中国市长协会合作建立了为期三年的领导培训项目，

帮助负责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中国地方官员推广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该项目主要面向市长和

副市长，但参与者也包括国家级和省级政府官员和其他负责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人士。研讨

班成员首先在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各进行三天的讨论会，然后在美国进行为期十天的实地

考察培训。通过讲座、案例分析和实地考察，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导培训项目主要关注以

下三个方面的议题： 
•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 土地使用规划、社会生态和企业生态的理念及其对城市规划与政策的影响； 
•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例如，水供给和质量、能源、降低污

染、垃圾处理和其他重要的城市环境问题。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导培训项目的前三期研讨班已于 2004 至 2006 年顺利完成，项目的成

功使耶鲁大学和清华大学决定再举办三期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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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耶鲁大学高级研究班  
耶鲁大学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合作，于 2010 年举办首期发展中的女性领导者高级研究

班。研究班旨在提高中国高层女性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增进耶鲁大学和中国的合作，建立

耶鲁大学在女性领导能力培训方面的旗舰地位。首期研究班成员包括中国省部级党政女性

领导和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高层女性管理者。鉴于中国对优秀领导者的需求、女性领导

力的独特挑战以及耶鲁大学的学术优势，研究班重点讨论公共政策和管理中的女性领导能

力。在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培训后，研究班成员在耶鲁大学学习政府管理、公共政策、社

会发展、谈判和领导技巧。课堂培训之后，研究班成员前往纽约和华盛顿特区参观访问，

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交流。 
 
巾帼园梦：耶鲁－清华国际医疗管理证书项目 
该项目是高盛公司资助的旨在向新兴市场的女性提供商业和管理培训的全球项目的一部

分。耶鲁全球健康领导力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合作，培训 500 名中国女性的国际医

疗管理和领导能力。该项目增强医疗体系中的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领导能力，重点放在农村

地区以及城市资源有限的医院。巾帼园梦项目特别关注缺乏机会参与管理能力培训的女

性，通过理论培训和实地工作，使她们能够获得促进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方法。 

 

中国-耶鲁青年领袖对话项目 
中国-耶鲁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与中国青年联合总会合办的项目，该项目在美国对 15 名中

国青年领袖进行培训，通过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活动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的政府，社

会和文化。参与该培训班的成员是年龄在 35 到 45 之间的已取得一定成就并在快速成长的

青年领袖。本项目首次举办于 2003 年 4 月 1 日到 11 日。第一周在纽黑文参加由耶鲁大学

知名教授的讲课以及与耶鲁大学学生进行对话。耶鲁大学也安排培训班成员在华盛顿访问

美国智囊团，并于前任美国政府高官交流。  
 
耶鲁大学北京中国中心 
耶鲁大学最近在北京新建立了一个中国中心，用以举办各种会议、讲座、和其它由耶鲁各

院系和项目发起的各种活动。这座位于北京朝阳区、使用面积达到 1533 平方米的中心也

将为访问中国的耶鲁教授提供办公空间，并可用作举办各种会议。它也将用于耶鲁在北京

的各项活动，从招生信息发布会到各种校友活动等。它将是整个耶鲁大学各个院系在中国

唯一正式的活动中心。中心将于 2014 年秋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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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及重点合作 
 
耶鲁大学与中国的独特关系建立于双方联合运行的研究中心以及合作项目。耶鲁大学与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的研究中心在纳米技术、软件工程、植物遗

传、生物医药领域发展了前沿研究。此外，卫生、管理、法律、和建筑合作项目也为学生

和教师带来了交流机会。以下所列的是这些项目的简介（完整描述可在下章节找到）。  
 
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3 年，该中心的耶鲁与复旦人员在老鼠和果蝇身上进行大规模基因筛检，以阐

明疾病发展的基本机制。在许田教授推动下，该中心的研究已发表在《细胞》、《细胞研

究》、《发育生物》、等学术杂志。 
 
北大－耶鲁微电子及纳米技术联合中心 
成立于 2005 年，耶鲁马佐平教授是主要负责人。该中心与耶鲁大学微电子材料及结构中

心和北大微电子研究所有直接联系。 
 
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成立于 2001 年，耶鲁与北大在该中心进行这模式植物系统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及其对于庄

稼改良的应用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耶鲁大学高可信软件联合研究中心 
2008 年耶鲁与中国科技大学联合成立中心。该中心从事高可信度软件和形式化方法（例

如系统软件的形式认证）等领域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耶鲁生物统计联合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耶鲁联合中心将瞄准世界前沿的生物统计和转化医学领域开展开创性科研

工作。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并将致力于从基础科研

成果到临床医疗应用的转化。耶鲁大学 Ira V. Hiscock 冠名教授赵宏宇教授将和上海交通

大学以及上海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共同领导这一联合中心的发展。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由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在 2012 年发起的全球高端管理联盟由包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中国

人民大学管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在内的 25 个国际商学院一起努力来提高教学

质量和对随着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市场带来的挑战的理解。联盟主办的活动包括: 耶鲁全球

CEO 峰会，高级管理（MAM）硕士，以及全球高端管理联盟周。 
 
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 
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是耶鲁法学院举办与中国相关活动的主要机构。这些活动的基石是

1999 年建立的中国法律中心。中国法律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中国法律改革和增加中美

了解的特殊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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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中国工作室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与清华大学创办的中国工作室，近年来参与了在北京几个令人兴奋的城

市发展项目。每年九月耶鲁学生在北京进行考察，十二月清华学生和教师在耶鲁参加项目

的评论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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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与中国的学术合作项目概述 
 
耶鲁教授在中国从事科研、教育、培训等许多领域的合作项目。耶鲁教员展开了许多与中

国有关的科研、教育和培训项目。目前，百名耶鲁教授在中国进行学术合作。他们的研究

点，遍布中国各地。  
 
耶鲁教授中的许多人是耶鲁麦克米兰国际与地区研究中心下属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专

家，其他教授来自法学院、医学院、森林与环境学院、管理学院、建筑学院和其他专业学

院。合作项目的详细资料可通过“耶鲁与世界”网页获得（http://www.world.yale.edu），以

下的简介仅为目前正在开展的广泛的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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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耶鲁大学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一览 
（以院系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 

 
建筑学院 
人文与科学学院 
 人类学系 
 计算机科学系 
 东亚语言文学系 
 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项目） 
 历史系 
 分子、细胞与发育生物学系 
 哲学系 
 物理系 
 政治学系 
 宗教研究系 
 社会学系 
神学院 
戏剧学院 
工程及应用科学学院 
森林与环境研究学院 
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 
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 
法学院 
管理学院 
医学院 
音乐学院 
护理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雅礼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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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院 
 
耶鲁中国工作室 
自 2011 年起，耶鲁中国工作室一直致力于促进耶鲁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教授及研究生之

间的合作。该工作室过去所资助的项目都是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些重要地段。在

2011 年，工作室的项目是一处位于紫禁城墙边上的比较敏感的传统居民区。2012 年，在

这个传统居民区的北边，工作室的合作者们对一个亚运会和 08 年奥运会遗留下的项目进

行了重新规划设计。2013 年，工作室将在北京城南为北京新机场的建立进行选址规划。

和 2000 年到 2010 年间进行的香港 - 上海 - 耶鲁工作室项目一样，在耶鲁中国工作室项目

中，耶鲁大学学生将于每年 9 月访问北京，同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将于每年 12 月

访问耶鲁并进行项目评估。 
 
人文与科学学院 
 
人类学系 
 
中国文化、历史、和社会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萧凤霞（Helen F. Siu）教授 是中国南部文化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

并领导着耶鲁大学南中国文化研究项目。萧教授从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南中国的珠江三

角洲地区进行历史研究和实地考察，考察革命时期南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变迁、改革开放时

期市场化城镇的兴起、以及广州、香港和其他亚洲大型城市的中产阶级近况。她积极推进

亚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基金。萧教授曾任香港的大学基金委员会海外成员

（1992－2001）和研究基金理事会成员（1996－2001）。由于她的公益服务性工作，萧教

授曾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铜质紫荆勋章。在美国，她是中国高级研究委员会和富布赖特

基金全国筛选委员会成员。2001 年，她创立了附属于香港大学的香港人文与社会科学研

究所。该机构旨在联系北美、欧洲、中国和香港等地主要高校的学者，促进创造性的跨学

科研究。研究所日益关注“亚洲的联系”，即南亚和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之间的紧密关系。

萧教授不遗余力地推进耶鲁与东亚地区学术界、政府以及商业界的联系。 
 
跨亚洲倡议 
萧凤霞教授目前是耶鲁大学“跨亚洲倡议”项目的负责人。在耶鲁大学麦克米兰中心的支持

下，萧凤霞教授通过组织研讨会、讲座、以及实地考察等活动，将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南

亚研究、以及东南亚研究这些区域研究中心的师生们紧密联系，并且在这些跨学科的领域

相互合作。在 2012 年，卡内基基金会资助 50 万美元建立了包括耶鲁大学麦克米兰中心、

SSRC、NUS、和 HKIHSS 的学术联盟，并由萧教授与 Kalyanakrishnan Sivaramakrishnan
教授共同推动“跨亚洲倡议”的发展。 
 
耶鲁大学 – 山东大学考古研究合作 
耶鲁大学人类学系 Anne Underhill 教授和山东大学从 1995 年开始就开展了考古学方面的

合作。该合作小组在山东省日照地区开展了为期数年的调查和挖掘工作，并计划在未来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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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在资料分析和实地考察方面的合作。在 2012 年 5 月，耶鲁大学和山东大学签署了

新的合作备忘录，将进一步增强在考古方向两校师生的交流和合作。 
 
计算机科学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耶鲁大学高可信软件联合研究中心 
2008 年中国科技大学侯建国校长和耶鲁大学雷文校长创建中国科技大学—耶鲁大学高可

信度软件联合研究中心。该中心从事高可信度软件和形式化方法各个领域的研究，例如系

统软件的形式认证、确认式编译器、并发和多核软件以及自动定理证明系统。中心集合两

校的相关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设施和人力资源，支持高可信度软件的多学科研究，即独

立研究小组利用共同的设施，共享资源和专业特长。中心促进两校高可信度软件研究小组

的合作，促进双方的学生和科研人员的交流。2009 年， 中国科技大学和耶鲁大学签订协

议，支持计算机科学研究领域研究生的交流和合作。耶鲁教授邵中是该项目的主要联系

人。 
 
东亚语言文学系 
 
中国文学 
每年，东亚研究委员会接待络绎来访的中国学者并承办讲座及研讨会。此外，孙康宜教授

与中国最具权威的古籍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古籍研究所进行研究合作，致力于组织多样学术

活动，包括提高其图书馆藏中国有关书籍，并开授相关系列讲座。 
 
全球华语系文学 
石静远教授专门研究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 。她的研究领域包括民族主义、

种族、移民、华语语系文学、跨国劳务、科学史，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大范围的文学和文化

研究。2011 年，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石静远教授在国立台湾大学与国立台湾博物

馆举办的“李永平与台湾/马来西亚—中国文学”会议上做出主题演讲，并且也在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 2014 年举办的“国际流散中国研究新视野会议”上做主题演讲。石静远教

授与哈佛王德威教授在 2010 年合编并出版了《全球华语系文学》。 
 
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图书馆项目 
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目前参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善本国际联合目录发起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旨在创建一个完整的数据库，录入中国和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国善本图书目录和图片

信息。 
 
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项目） 
 
植物与真菌多样性研究 
Michael Donoghue 教授和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深圳仙湖植物园建立了植物研究方面的合

作。该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生物地理学、进化学、以及荚莲属植物的分类学。荚莲属植

物大概有 170 个物种，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温带和亚热带，尤其在中国有着广泛分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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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由耶鲁大学 Peabody博物馆植物类收藏主管 Patrick Sweeney博士带领的考察人

员，在中国南部开展了为期 5 周的野外考察，收集了东至南岭西至高黎贡山地区的植物样

本。 
 
历史系 
 
中国明清档案史（1368－1912） 
耶鲁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 Beatrice Bartlett 目前正在从事关于清代（1644－1911）中央政

府档案史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沈阳）档

案馆等单位馆藏的明清文献，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和语言研究所的有关收藏。

Beatrice Bartlett 教授的研究将探寻清政府垮台后这些档案资料在二十世纪的下落，目前此

项目的成果包括若干会议论文和其他出版物。 
 
中国现代史 
耶鲁历史系退休名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是中国现代史方面的顶尖学者，他在

耶鲁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自十七世纪初至当前的历史，以及中世纪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各种

形象。他的相关著作有《妇人王氏之死》（1978）、《利玛窦》（1984）、《胡的问题》

（1987）、《上帝的中国儿子》（1994）、以及《探求现代中国》（2001）。史景迁教授

经常前往中国的许多高校进行研究和访问。 
 
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 
 
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该中心成立于 2001 年 5 月，由 Monstanto 公司、中国基金会、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

出资，是耶鲁与中国合作的最成功典范之一。在邓兴旺教授的领导下，该中心承担集中于

模式植物系统的基础生物学研究及其对于庄稼改良的应用，这对于中美两国利益非常重

要。该中心促进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师生交流，为两校研究人员及学生提供在北京和纽黑

文进行长期科学研究和学习、访问的机会。迄今为止，所有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

物学系和其它院系从事植物生物学和植物遗传学的教授都至少访问过北京一次，进行交流

讲学以及其它合作。北大已有八位教授访问了耶鲁，并举办讲座，与耶鲁师生共同探讨有

关论题。五位耶鲁博士生和六位博士后访问了北京大学，开展短期合作研究项目。十五位

北大博士生已经访问过耶鲁，三位正在访问中。每年约两位博士生前来耶鲁进行交流。此

外，该联合研究中心是两年举办一次的重要会议——北京植物生物学年度课程和专题讨论

会的主要组织者。 2003 年，北大—耶鲁植物分子遗传学及农业生物技术联合研究中心迁

入北大校园实验室新址。 
 
独生子女政策 
尽管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工程以及自全球黑死病以来最大的人口

统计事件，但是依旧有一些中国人对此政策颇有微词。Robert Wyman 教授领导的团队对

此进行了个人调查和家庭访问。大量的例子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想法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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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另外，与武汉的江汉大学的姚桂桂教授合作，我们正在研究独生子女政策与美国基督

徒权利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影响的向心性。 
 
哲学系 
 
哲学暑期研讨班 
在中国开办的耶鲁大学哲学暑期研讨班邀请诸多著名教授向中国学生讲授西方哲学的方法

和内容。自 1988 年第一期暑班开办以来，哲学暑期班已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国哲学教育的

水准。该项目在暑假集中教学三周，每次重点讨论哲学领域的某一方面。全国优秀的研究

生及学者经过层层筛选来参加此课程，每日平均三个讲座，一个研讨会。暑期班毕业生已

成为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在 2008 年，耶鲁大学成为项目的美方赞助伙

伴，并任命托马斯彭基教授（Professor Thomas Pogge)为暑期项目的美方主席。近期暑期

班概况：2010 年暑期班的主题为应用哲学，在哈尔滨举行。2011 年的主题为哲学与生

物，在重庆举行。2012 年的主题为德国理想主义，在长春举行。2013 年开办的一期主题

为哲学与心理学，在青岛举行。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的研讨题目分别为实用主义哲

学、科学哲学和行动哲学，地点尚未决定。 
 
物理系 
 
阿尔法磁分光仪（AMS）实验 
应用物理系教授 Jack Sandweiss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合作，研究采用阿尔法分光

仪在宇宙射线中寻找未知的夸克物质。首批该装置 1998 年安装在国际空间站上，最终版

本 2011 年二月在最后一次航天飞行中发射到太空。  
 
STAR 合作 
Sandweiss 教授还与 John Harris 教授一起，正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的新高能重离子加

速器（RHIC）同一组中国物理学家进行 STAR 合作。最近一大批中国科学家加入 STAR
项目，2011 年夏季建造一个新的重要探测器。中国方面的主要合作机构是北京大学和中

国科技大学。  
 
政治学系 
 
中国的民族主义 
Jessica Chen Weiss 助理教授研究民意和大众民族主义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因、时间和

方式。她创建并且测试了一个有关民族主义抗议的理论，这一理论表明中国领导人存在利

用排外抗议活动增加在外交中讨价还价筹码的动机。Weiss 教授在中国、香港、东京、华

盛顿特区和巴黎进行了为期十四个月的实地研究，采访了 150 多位政府官员、民族主义活

动家、抗议活动领袖和参与者、以及外交政策专家，她利用实地研究中所获得的定量和定

性数据以及中国政府文件、新闻报道以及网络档案评估民族主义抗议理论和它的意义。

Weiss 教授的理论是建立在数个案例分析、香港和中国大陆反日抗议活动的比较、由计算

机处理的中国政府和商业媒体内容的分析等详尽研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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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研究系 
 
道德与进化 
2009 年，John Hare 教授应邀向北京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道德与进化”课程。此项目

由坦普尔顿基金会（Templeton Foundation）赞助，并由北京大学支付部分费用。Hare 教

授的两本书，The Moral Gap 和 Why Bother Being Good?正在被翻译成中文，The Moral 
Gap 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社会学系 
 
社会学学术发展与暑期社会学研讨会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Deborah Davis（戴慧思）教授目前主要研究中国的城镇化社会，同时

她也教授不平等和社会等级方面的课程。参加她组织的暑期社会调查研讨会的学生，既有

来自耶鲁大学的，也有来自香港以及中国的。过去几期研讨会的主题包括儿童消费的变

迁、隐私和产权概念的变迁、新旧住宅区公共空间的使用、通过比较云南农村地区家庭和

村庄收入以预测入学率、农村选举行为、香港和上海离婚协议的比较、外来人口的健康状

况、以及志愿心理咨询服务等。戴慧思教授的著作包括：《中国老年人与共产主义革命》

（1983，1991）、《天安门事件前夕的中国社会》（1990）、《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家

庭》（1993）、《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1995）、《城市中国的消费革命》（2000）、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创造财富和贫困》（2009）、以及《妻子，丈夫，和情人》（待出

版）。她从美国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全国老年人研究所、全美学术社团理

事会（ACLS）、以及卢斯基金会等多次获得博士后研究基金。目前，戴慧思教授担任着

ACLS 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主席、福特基金会顾问、哈佛学院东亚监督委员会委员、雅

礼协会董事会副主席、香港特区研究委员会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主任、以及《亚洲研

究期刊》的副编委。 
 
全球公民社会 
Jeffrey Alexander 教授的研究质疑世界正在迅速向全球公民社会转变这一观点。对中国、

以色列和印度的研究初步表明，这些国家并没有向全球公民社会转换，而是更关注在后权

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伤痛下如何建立集体认同感。此外，Alexander 教授和上海大学社

会学系的两位教授建立了合作关系，这其中一位教授是一个中国顶尖社会学期刊的编委。

这份社会学期刊将会发表一份关于“文化社会学优秀项目”的特刊，其中一部分将会被翻译

成英文。 
 
神学院 
 
基督教神学在中国 
耶鲁神学院司马懿 (Chloe Starr) 教授正在翻译关于中国基督教的读本和编辑关于中国基督

教思想的著作。这些项目由 2011-12 年度亨利·卢斯神学奖学 资助。司马懿教授 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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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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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院 
 
基督教神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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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研究员。她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孔子新汉学计

划顾问委员会成员。 
 
汕头大学数字化项目 
汕头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神学图书馆正在收集及数字化有关汕头地区基督教传

教、教会工作的文献。该项目已完成对汕头地区传教者 Abbie Sanderson、Ellison 
Hildreth、及 Lottie Hildreth 的文献数字处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管理员 Martha Smalley
是该项目的主要联系人。 
 
香港浸会大学数字化项目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管理员 Paul Stuehrenberg 与香港浸会大学的 Irene Wong 和 Haipeng Li
正在数字化从五所香港基督机构筛选出的十三宗派期刊的文档。文档通过扫描及微型胶卷

来保存。 
 
戏剧学院 
 
戏剧学院教授身份 
2013 年，Elizabeth Diamond 教授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专业的访问教授。 
 
工程及应用科学学院 
 
北大－耶鲁微电子及纳米技术联合中心 
电子工程系的马佐平教授与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所合作，在北大设立北大－耶鲁微电子及

纳米技术联合中心，旨在通过结合两校的人才，利用北大的设施和人力资源，建立世界一

流的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和教育中心。该中心的长期目标是为微电子及纳米技术领域跨

学科研究提供支持，为该领域各独立研究小组提供合作、分享资源和经验的便利。该中心

将与耶鲁大学微电子材料及结构中心和北大微电子研究所有直接联系。 
 
森林与环境学院 
 
中国生态系统的影响 
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李旭辉教授及其同事与中国科学院和南京信息科技大学合作，正在从

事一项关于中国各种不同生态系统（森林、农田、湖泊）中的能源通量、碳通量和水通量

的量化研究。目标之一是通过对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碳吸收率加以量化，以理解天气、气候

和污染对碳吸收的影响。 
 
中国环境绩效评估 
Daniel C. Esty教授和 Angel Hsu 博士，通过耶鲁大学环境法律政策中心，正在和哥伦比亚

大学、中国环境规划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一起，通过综合各种数据，对中国各省份进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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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绩效评估。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目前也面临着环境方面的严峻挑战。因此，

中国应该建立一套政策工具来应对这一环境难题。 
 
耶鲁大学提出的环境绩效指数是世界公认的评估一个国家环境保护现状和环境保护政策的

有效工具。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将这一工具应用到中国的各个省份。在这项研究的第一阶

段，项目组在中国开展了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环保数据以及环保政策的研讨会。目前，第一

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出台了一份报告，阐述了目前中国环保数据和政策目标的现

状，并提出了中国在鱼类和水质方面缺乏相关数据及政策的问题。 
 
从项目第一阶段结束至今，中国在环保数据的收集和环保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中国环保部对中国环境绩效指标报告进行了评估，并正在积极建立“十二五”计
划所指出的中国环境绩效评估系统。中国政府也在和联合国环境署合作，建立针对中国城

市的防治污染绩效评估系统。这些项目标明中国政府在环境政策上的积极转变，并预示中

国将在环境绩效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作为中国环保政策方面的世界级专家，Hsu 博士和项

目组被中国环境规划院要求希望继续合作。此外，第一阶段的成果只是指出了中国在环境

评估方面的缺点，之后的工作将进一步为建立一套完整且有效的环境绩效评估系统而努

力。 
 
中国城市对环保的态度及行为研究 
Leiserowitz 博士是 2012 年中国首次针对气候变化、环境威胁、及政策支持的全民普查的

首席顾问。这次普查的结果在国内和国际均被广泛引用，如多哈回合和卡塔尔回合谈判

等。他也和人民大学的新闻和社会发展研究所、香港乐施会、以及中国政府一起合作，创

办了被称为 China4C 的国家气候变化传播中心。 
 
Leiserowitz 博士所领导的耶鲁气候变化传播项目正和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传播中心一起，举

办名为“气候变化传播：研究与实践”的国际会议。该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是

国际上第一次举办该领域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召集全球研究气候变化传播的学者，彼此

交流和促进。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全世界的科学家、政府、媒体、公司、和非盈

利机构而言，有效的和公众沟通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在全球而言，这

个领域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注意力，该会议将进一步帮助这个领域的专家和所有人一起分享

他们独到的见解，帮助所有人认识更多的朋友，并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网络。预计今后这

个会议将由耶鲁和中国轮流举办。 
 
城市环境危机管理（UECM）合作研究项目 
城市环境危机管理项目是一项与中国城市群体、大学、公司和政府的合作研究项目。项目

获得了主要来自中方的一百万美元的资助。项目的研究重点是黄河、潍坊海滨工业园、苏

州市、福建省和大鹏半岛。 城市环境危机管理合作研究项目旨在聚集了解生态体系的政

府领导、专业人士和城市居民的力量，提高中国城市生态高危地区对环境危机的有效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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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津的工业生态与循环经济 
Marian Chertow 教授参与这个天津经济开发区的研究项目，研究滨海新区这个 2000 多平

方公里并有着 70 家世界财富 500 强公司和上百个其他公司的工业开发区，它将是中国下

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开发区。Chertow 教授目前的研究重点是找到公司间资源交换的联系并

且评估如果利用公司间的联系来帮助达到经济和环境方面的目标，并主持了以此为主题的

第 9 届工业共生研究大会（2012 年 10 月于天津经济开发区）。Chertow 教授也是南开大

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的访问教授。 
 
如何在美国、中国、和印度整合工程学、环境科学、社会科学、和公共卫生以发展低碳城
市 
2012 年 11 月，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资助 5 年共 450 万美元的这项跨国研究和教育项目

（PIRE），旨在推动来自美国的 6 家学术机构、来自印度的 5 家学术机构、以及来自中

国的 3 家学术机构的师生在发展低碳可持续城市方向上的研究。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如何

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经济、水资源、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等方

面的可持续发展。Marian Chertow 教授以及她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和来自明尼苏达大

学的 Anu Ramaswami 教授一起，负责比较中国各城市间的差异，以及研究同一地区的公

司如何共享资源以达到更加经济环保的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污染、沙尘暴及医院医院收治 
Michelle Bell 教授目前的一项研究是关于台湾空气污染、沙尘暴及医院收治之间的关系。

这个研究项目的合作者包括来自 Western Washington 大学的 J.K. Levy 教授和来自中国科

学院的 Z. Lin 教授。 
 
耶鲁麦克米兰国际与区域研究中心 
 
东亚研究中心 
在过去的五十多年来，东亚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一直致力于促进耶鲁大学的东亚研

究事业。中心通过设立本科生课程，开展学术讲座、研讨班，召开学术会议，以及电影和

其他形式的文化宣传活动，帮助耶鲁的老师和学生以及普通大众更好的了解东亚。目前，

美国教育部将中心指定为学习东亚语言和文化的国家资源中心（2006 年到 2014 年）。 
 
中心的师资力量由来自十二个不同院系的三十多名教授，以及二十多名语言教师组成，是

耶鲁大学区域性研究最大的项目。它以多元化的教育理念推动并支持不同学科进行交流和

合作。十多个院系每年提供一百多门关于中国文化、历史、文学、社会、政治、艺术、经

济等课程。此外，耶鲁大学拥有几乎世界上最丰富的（除中国国内以外）有关中国的藏书

以及艺术和科技收藏，这为中心的课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心设有东亚研究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同时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的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也都可

以在中心的支持下，选择中国为研究重点。中心每年资助的学生研究项目达到四十多个，

另外中心也为研究生提供会议补助以及学生团体活动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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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博士后项目吸引着全球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到耶鲁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每年都会有

众多的美国国内以及外国的专家学者受中心邀请到耶鲁进行访问和交流。此外，中心的很

多教授每年也都应邀去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讲座和研讨班交流。 
 
中心鼓励耶鲁大学的教授和来自中国的院校展开合作研究，这些合作包括： 
• 孙康宜教授(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全球最顶级的汉学研究中心 — 北京大学国际

汉学家研修基地合作开展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如推广研修基地珍藏的有关中国的书

籍，以及开设校园讲座等。 
• 萧凤霞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山大学的同事一起，研究广州城区的村庄聚居

地。此外，她和中山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历史学家一起开创了历史人类学这一新的学

术领域。她也通过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耶鲁大学跨亚洲项目、香港人文及社会科学研

究所、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研究成果，帮助协调中国—非洲离散社群项目。另外，

萧凤霞教授的研究也涉及到中国的国际合作情况以及当代和过去的亚洲关联。 
• Anne Underhill 教授（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自 1995 年开始便与山东大学的考古学家一

起，在山东东南部的日照地区开展野外研究工作，调查并挖掘史前及青铜器时代早期

人类的定居点。2012 年 5 月，Underhill 教授和中方签署了新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继

续加强在野外工作和资料分析方面的合作。 
 
另外，中心和中国各机构间的合作也包括了很多的国际研讨班及国际会议。以下是过去十

年中心和中国方面合作的一些成果： 
• 中心于 2003 年 9 月在耶鲁举办关于 SARS 的国际会议，并于次年 7 月在香港举办研讨

会。以此为基础，耶鲁社会学系的戴慧丝教授 (Prof. Deborah Davis) 和人类学系的萧凤

霞教授合作编辑了《SARS 病毒：三个中国城市的应对和阐释》这一专著。 
• 与香港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中心于 2008 年三月在香港举办题为“奥运会在东

亚：世界体育中心舞台的民族主义、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国际会议。耶鲁人类学系

的 William Kelly教授和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人类学系的 Susan Brownell 教授组织

了这次会议。2008 年十月，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又在耶鲁大学举办了研讨会。会议

和研讨会的论文于 2011 年出版。 
• 2010 年三月，中心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古典文学文化

透视”跨学科会议。这次会议是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孙康宜教授和北京大学安平秋

和陈平原教授长期合作的结果。耶鲁大学参加会议的其他教授包括历史系的金安平和

耶鲁大学艺术馆的 David Sensabaugh。 
• 2010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在耶鲁大学历史系 Valerie Hansen 教授的组织下，中

心和纽约巴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关于辽国历史文化的研讨会。来自澳大利亚、中

国、德国、以色列、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们展示了他们对辽国的契丹语

言和手稿、佛教传统、丧葬风俗、以及辽国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来自中国社

科院的董新林、来自广州美术学院的李清泉、和来自清华大学的 Lin Hu 做了主旨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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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鲁大学历史系金安平教授的组织下，中心于 2012 年 5 月举办了一场关于北大西汉

简的研讨会。会上，来自北京大学的韩巍教授、朱凤瀚教授、及何晋教授展示了他们

关于西汉简的最新研究成果。 
• 2013 年 8 月，在耶鲁大学历史系 Valerie Hansen 教授的邀请下，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

的李孝聪教授向中心的师生们展示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李孝聪教授是世界闻名的中

国古地图专家，并将于 2014 年再次来到耶鲁，研究耶鲁大学 Sterling 图书馆内所藏的

珍贵古中国地图。 
• 香港中文大学-耶鲁大学暑期研讨班。由香港中文大学和中心共同举办的该暑期研讨班

旨在为来自大陆、香港、和美国的学生们提供在调查数据收集和分析方面的系统性训

练。由耶鲁大学社会学系 Deborah Davis 教授和其他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

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的教授们一起组织的研讨班覆盖了一系列的主题，比如

香港、上海两地公共及私人空间的使用（2002 年），云南省城乡教育质量的决定因素

（2004 年），中国农村教育改革（2006 年），香港、上海两地夫妻财产分割的法律依

据和执行（2009 年），对农村生育惩罚措施的评价（2012 年），以及焦虑社会中的

“福”的含义：中国当代城市中佛教、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道德语言对比。 
 
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 
 
在约翰（1967 届）和苏珊杰克逊的慷慨资助下，耶鲁大学于 2009 年创建杰克逊全球事务

研究所，旨在促进教学课程的国际化，吸引世界各地优秀的学生学者到耶鲁大学学习研

究，加深耶鲁大学与海外的密切关系。研究所致力于在耶鲁大学各院系推广有关全球事务

的教学，鼓励培养耶鲁学生成为全球公民，并成为具备全球视野的领导者。在这样一个愿

景下，研究所要求一批国际事务从业者中的杰出人士作为其高级研究员。前摩根斯坦利中

华区总裁、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史蒂芬罗琦(Stephen Roach)现在在研究所任

三年期高级研究员的第二个任期。罗琦教授研究课题广泛，其最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崛

起。他的最新著作《下一个亚洲：新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The Nex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 New Globalization)近期被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第一财经周刊，评为

年度最佳图书。罗琦教授在耶鲁大学讲授的课程为“下一个中国”。 
 
法学院 
 
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 
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是耶鲁法学院举办与中国相关活动的主要机构。这些活动的基石是

1999 年建立的中国法律中心。中国法律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帮助中国法律改革和增加中美

了解的特殊机构。通过研究和教学的互动，中心的核心工作是设计和执行可持续并有深度

的中美合作项目，关注于中国法律政策改革的重要问题，并力在对中国改革进程起到积极

的影响。合作项目主要集中与司法改革、刑法公正改革、制度法改革、宪法和公益法。项

目包含一系列活动，其中有在美国和中国的工作室及研讨班、赴耶鲁和中国的研究访问、

和中美学者的书籍与学术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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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国中心将其工作拓展到中美关系的更多领域。这些活动的焦点是葛维保教授

(Professor Paul Gewirtz)为主席的中美关系“第二轨对话”。本中心也进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

究，并邀请资深专家和客座嘉宾对相关问题进行讲座。中心也与耶鲁大学内部其他与中美

关系有关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合作。 
 
中心让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参与中心有关活动。学生组织并参与在中国和耶鲁举办的培训

班、研究并准备报告和倡议书、同访问律师、学者和著名客座发言人一起工作、并在暑假

期间在中国非政府机构和学术中心等多元化组织中实习工作。 
 
每年至少一次的中国法制改革讲座系列以周为单位开展进行。通过讨论中心职员、中国访

问学者和著名中美客座讲师们的论文，中心为学生好教师提供了了解中国司法和政治体系

的机会。这个系列讲座已经成为耶鲁法学院甚至整个耶鲁大学学生和教授对中国法制政策

的兴趣焦点。 
 
葛维保教授是中国中心的主任。高级研究学者、讲师杰米郝思利 (Professor Jamie Horsley) 
是中国法律中心的执行主任。 
更多信息请查看官方网站 www.yale.edu/chinalaw. 
 
诊所式法律教育 
这个由 J. L. Pottenger, Jr 教授领头的项目是由雅礼协会、中国诊所式法律教育委员会、福

特基金会、美国国际发展代理和耶鲁大学中国法律中心合作开展的。在过去十年中，一般

多个中国法学院开始向学生提供结合在校课业和真正法律业务的课程机会。这些实验性学

习机会广泛覆盖法律领域，包括劳动和民事权利、环境问题和刑法公正。Pottenger 教授

也通过对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和昆明等地的大学进行访问并提供咨询来存进

项目的创新。他给教授和学生进行讲座、举办研讨班，并且帮助法学院发展围绕诊所式法

律教育而设计的课程。他同时还赞助和举办了多个教师访问团来耶鲁大学参访学习。 
 
管理学院 
 
中国企业联合项目 
耶鲁管理学院与中国企业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此联系通过正在进行的科研、完善的校友

会、不断增长的全球高端管理联盟、在中国进行的国际课程以及大中华地区核心委员会不

断发展。这些活动由管理学院的中国企业联合项目主办。 
 
学术项目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 
耶鲁管理学院通过全球高端管理联盟来和中国的学生学者以及公司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由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在 2012 年发起的全球网络由包括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管

理学院，香港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在内的 25 个国际商学院一起努力来提高教学质量和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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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越来越复杂的全球市场带来的挑战做出新的理解。该全球联盟帮助中国和耶鲁的学生老

师保持联系。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课程 
耶鲁管理学院在涉及从先进管理学院的多个联盟来的老师和学生的全球化课程中处于领先

地位。网络化课程致力于让位于不同地点的团队在推进理解复杂的全球商业问题上共同合

作。学生项目工作组和大学教授们一起研究世界商业中的实际问题。 最开始的试点课程

包括对跨国竞争和执法以及移动银行的分析。 
 
全球高端管理联盟周 
来自全球高端管理联盟的商学院的学生去其他合作伙伴的校园参观并进行为期一周的学

习，以及了解当地商业环境。耶鲁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 2013 年 3 月参与首次全球网络

周。第二届全球高端管理联盟周于 2013 年十月举行，参加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

学商学院。 
 
先进管理硕士项目 (MAM) 
先进管理硕士项目是集合一批来自全球高端管理联盟商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来耶鲁大学进行

为期一年的学习。通过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子聚集在一起交流以及借助耶鲁大学丰富

的资源，该项目为未来的领导者提供了扩展他们对当代全球市场经济理解的独特机会。

2014 届的 MAM 项目包括来自复旦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研究

生。 
 
管理学院国际经验—中国 
作为耶鲁 MBA 项目的一部分，每一个一年级学生都要到全球其他的目的地实习，研究当

地的商业环境。这些地方将会是秋季学期课程前半部分的焦点并和国家，社会和全球宏观

经济相关课程紧密相连。该实习还和领导力发展项目有关，该项目是为期一年的发展个人

和专业目标的项目。在 2013 年，陈志武教授和 Hongjun Yan 带领管理学院学生去北京和

厦门参加中国金融市场的演化和历史的课程，以及参加金融研究管理机构的管理者和官员

进行会谈。 
 
高层管理培训课程 
耶鲁高层管理培训团队与中国的很多组织进行合作开展项目。其中包括： 
 • 一个有着高度选择性的高层管理培训项目-为中国国有大公司高层而设. 每一年由中

国政府指定的 4-5 名学员被派到耶鲁大学与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学生进行为期 6 周的合作研

究。 
• 一个为期 3 周的省级官员培训-包括政府经营的大公司总经理，市长和二线城市的

市委书记。参加者大多时间停留在耶鲁大学，并去华盛顿，西点军校，纽约和波士顿进行

拜访。 
• 为中国大型科技联合企业未来领导人而定制的课程。该项目前两周在耶鲁大学，最

后一周在北京大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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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国四大银行高管们量身定做的为期两周关于个人理财的项目。 
 
耶鲁全球 CEO 峰会 
2013 年十月耶鲁全球 CEO 峰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次峰会的举办促进了来自中美两国的

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商业领袖之间的交流 
 
精选研究项目 
 
中印研究项目 
耶鲁中印洞察项目旨在于成为世界领先提供中印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商业问题见解的研究型

项目。此项目由“消费者洞察中心”(Center for Customer Insights)举办. 
 
上海证券交易项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历史研究项目是“国际金融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inance)正在进行

的研究项目，旨在于收集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价格和分红信息

进行研究。 
 
资本市场发展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市场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对于中国文

化和社会的影响。陈教授有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与此相关。金融与社会调查项目(The 
Finance and Society Survey Project) 对中国 11 个省份进行调查并探讨了关于金融发展对于

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历史利率和女性交易价格数据库: 1700-1950》 项目 是与

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从历史家族商业账簿

以及清朝和中华民国政府档案收集全面数据进行研究。《中国三百年利率历史》是与中国

社科院和河南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从全国不同省市收集民间借贷利率

和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进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金融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体制和

政策发展的问题。 
 
中国的手机银行 
由 Sudhir Karunakaran 教授和中国招商银行合作的一项研究，旨在调查会促使人们实用手

机银行的各种因素，尤其对同龄人的影响。通过对来自不同业务、长时间跨度的大量数据

的分析，Karunakaran 教授调查了人们决定使用手机银行的出发点，以及这之后他们通过

手机银行或实体银行办理业务的行为模式及频率。 
 
中国的电子商务及电子支付 
中国消费者对电子支付缺乏足够信心是目前电子支付发展的主要壁垒。对此，

Karunakaran 教授设计了一系列问卷调查，以了解中国消费者线上及线下的支付行为。调

查收集的数据包括交易类型，购买种类，支付数额，以及对该支付方式是否方便、安全和

简易的看法。 
 

29 
 

• 为中国四大银行高管们量身定做的为期两周关于个人理财的项目。 
 
耶鲁全球 CEO 峰会 
2013 年十月耶鲁全球 CEO 峰会在北京成功举行。这次峰会的举办促进了来自中美两国的

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商业领袖之间的交流 
 
精选研究项目 
 
中印研究项目 
耶鲁中印洞察项目旨在于成为世界领先提供中印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商业问题见解的研究型

项目。此项目由“消费者洞察中心”(Center for Customer Insights)举办. 
 
上海证券交易项目 
上海证券交易所历史研究项目是“国际金融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Finance)正在进行

的研究项目，旨在于收集 19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的价格和分红信息

进行研究。 
 
资本市场发展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市场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以及金融发展对于中国文

化和社会的影响。陈教授有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与此相关。金融与社会调查项目(The 
Finance and Society Survey Project) 对中国 11 个省份进行调查并探讨了关于金融发展对于

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影响。《历史利率和女性交易价格数据库: 1700-1950》 项目 是与

北京科技大学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从历史家族商业账簿

以及清朝和中华民国政府档案收集全面数据进行研究。《中国三百年利率历史》是与中国

社科院和河南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的合作项目，该项目从全国不同省市收集民间借贷利率

和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进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金融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体制和

政策发展的问题。 
 
中国的手机银行 
由 Sudhir Karunakaran 教授和中国招商银行合作的一项研究，旨在调查会促使人们实用手

机银行的各种因素，尤其对同龄人的影响。通过对来自不同业务、长时间跨度的大量数据

的分析，Karunakaran 教授调查了人们决定使用手机银行的出发点，以及这之后他们通过

手机银行或实体银行办理业务的行为模式及频率。 
 
中国的电子商务及电子支付 
中国消费者对电子支付缺乏足够信心是目前电子支付发展的主要壁垒。对此，

Karunakaran 教授设计了一系列问卷调查，以了解中国消费者线上及线下的支付行为。调

查收集的数据包括交易类型，购买种类，支付数额，以及对该支付方式是否方便、安全和

简易的看法。 
 



30 
 

医学院 
 
生物信息学与中国的合作 
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给全球的健康护理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生物

科技的研究通常产生巨大的数据量，国际层面的生物信息学的研究和教学就变得尤为重

要。在最近的五年间，耶鲁大学医学信息学中心张棋海教授致力于和中国多个生物信息学

研究组进行合作。作为耶鲁-中国合作的一部分，他于 2005 年发起了与香港大学合作的生

物信息暑期学生交流项目。香港大学于 2005 年和 2007 年暑期资助本校两名生物信息学专

业的本科生来耶鲁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张教授在耶鲁大学医学信息中心为这些学生提供科

研指导，并创造机会让他们与耶鲁大学计算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其他实验室的学者学生进

行交流。张教授还与除香港外的中国其他地区进行科研合作。在 2006 年来自浙江大学的

一名访问学者来耶鲁医学信息中心进行神经科学领域的生物信息学合作研究，研究成果发

表在多篇杂志上。在 2010 年张教授受邀访问浙江大学讨论加强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合作。

在 2012 年初由浙江大学资助的一名学生在耶鲁生物信息学中心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习研

究。 
 
癌症免疫作用 
医学院教授 Richard Edelson 正与上海瑞金医院临床免疫科和皮肤科以及北京的一个治疗

免疫专家小组合作，开发一种可对癌症产生免疫作用的选择性免疫法。Edelson 教授已经

和瑞金医院建立了正式的合作关系，在临床检测由他领导的耶鲁研究小组研发的抗肿瘤免

疫疗法。北京的小组将派一名研究员到耶鲁大学皮肤科进行技术研究，以便在中国开发新

的治疗方式。 
 
中医药全球化联盟 
耶鲁医学院、耶鲁全面癌症中心发展治疗项目 Henry Bronson 药理学教授郑永齐同香港大

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台湾中央研

究院，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以及其它几所中国和美国的著名研究机构合作，于 2003 年 12
月成立中医药全球化联盟。与 PhytoCeutica 公司合作，该联盟联合十三个国家的学术界、

工业界和管理机构的力量，推进中医药领域的研究。中医药全球化联盟的目标包括以下五

个方面:  
1) 开发平台技术，共同开展中草药研究； 
2) 促进各机构间的互动与合作，共享信息，共同发展中医药研究； 
3) 开展高质量的中医药研究，促进中医药的国际化； 
4) 协助致力于开发中医药产品的相关工业和监管机构； 
5) 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治疗体系。 

 
联盟成员合作进行中国医药研究，参加短期交换学习和培训项目，共同组织座谈会、研讨

会、及学术会议等。目前该联盟拥有 126 个学术机构成员和包括辉瑞、强生和可口可乐公

司在内的 10 个工业机构成员，郑永齐教授是首任及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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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协助致力于开发中医药产品的相关工业和监管机构； 
5) 将中医药纳入西方医学治疗体系。 

 
联盟成员合作进行中国医药研究，参加短期交换学习和培训项目，共同组织座谈会、研讨

会、及学术会议等。目前该联盟拥有 126 个学术机构成员和包括辉瑞、强生和可口可乐公

司在内的 10 个工业机构成员，郑永齐教授是首任及现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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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是在耶鲁医学院遗传学系许田教授推动下，由美国耶鲁大学

和中国复旦大学共同发起的合作项目。该研究中心建立在许教授原来在复旦的发育生物学

和分子医学研究所基础上，于 2003 年 11 月正式成立。复旦－耶鲁中心通过模式生物对生

物发育学和人类疾病（包括人类基因的排序）进行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还将包括在老鼠

和果蝇身上进行大规模基因筛检，以阐明疾病发展的基本机制。复旦新建一万平方米的实

验室，包括配套的动物设施，供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研究使用。复旦还将提供一

个会堂和有关设施，以进行视频会议和电视研讨会。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承担的

科研工作有助于理解人类基因的功能并发现针对癌症和代谢紊乱的治疗方法，这将在全球

范围产生影响。 
 
复旦－耶鲁教育合作中心 
复旦－耶鲁教育合作中心于 2003 年 11 月成立，许田教授任该中心主任。中心举办系列讲

座（耶鲁大学可在线收看），召开视频会议，并促进学术交流。 
 

基因治疗 
耶鲁医学院教授兼血管外科主任 Bauer Sumpio 和上海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合作，研究关

于下肢缺血的基因治疗。Sumpio 教授也一直在与天津医科大学合作，就用血液动力学力

量发出信号的内皮细胞进行研究。Wei Li 博士是该机构的外科助教，过去四年中一直在

耶鲁进行研究。他的导师，郝希山博士（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及天津肿瘤医院院长）于

1999 年访问了耶鲁。Sumpio 教授同时也在与香港大学玛丽女皇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

Stephen Cheng 教授进行合作，就亚洲国家的最佳教育模式进行研究。 
 
酒精依赖的遗传学研究 
为了分析基因对酒精依赖的影响，Joel Gelernter 教授和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美国杜兰大学

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一起在中国湖南省北部对酒精依赖程度高的家族成员进行

了细致的临床评价，收集了 DNA 以及完成了基因组相关分析。 
 
研究生在湘雅医学院的临床教育和培养 
与雅礼协会的同事以及内科 Barry Wu 教授一起，Robert Rohrbaugh 教授一直致力于在湘

雅医学院发展研究生的临床教育和培养。湘雅医学院是由雅礼协会在 100 多年前在中国长

沙创办的医学院。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批准了六个开展住院医生实习项目的试验点。

Rohrbaugh 教授和 Wu 教授和他们的雅礼协会的同事与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工一起协商教

育目标，课程，培养方案来支持住院实习医生项目。该过程包括一系列的耶鲁和湘雅医学

院在医学方面的学生，教职工，实习医生的相互交流。今年是该项目的第 6 年，耶鲁和湘

雅的这一合作已经取得了与湘雅医院系统多达 80 多项住院实习医生的项目合作。住院实

习医生项目的评估系统也正在发展中，用来评估整个中国的住院实习医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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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包括配套的动物设施，供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研究使用。复旦还将提供一

个会堂和有关设施，以进行视频会议和电视研讨会。复旦－耶鲁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承担的

科研工作有助于理解人类基因的功能并发现针对癌症和代谢紊乱的治疗方法，这将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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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耶鲁教育合作中心于 2003 年 11 月成立，许田教授任该中心主任。中心举办系列讲

座（耶鲁大学可在线收看），召开视频会议，并促进学术交流。 
 

基因治疗 
耶鲁医学院教授兼血管外科主任 Bauer Sumpio 和上海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合作，研究关

于下肢缺血的基因治疗。Sumpio 教授也一直在与天津医科大学合作，就用血液动力学力

量发出信号的内皮细胞进行研究。Wei Li 博士是该机构的外科助教，过去四年中一直在

耶鲁进行研究。他的导师，郝希山博士（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及天津肿瘤医院院长）于

1999 年访问了耶鲁。Sumpio 教授同时也在与香港大学玛丽女皇医院的血管外科主任

Stephen Cheng 教授进行合作，就亚洲国家的最佳教育模式进行研究。 
 
酒精依赖的遗传学研究 
为了分析基因对酒精依赖的影响，Joel Gelernter 教授和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美国杜兰大学

以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一起在中国湖南省北部对酒精依赖程度高的家族成员进行

了细致的临床评价，收集了 DNA 以及完成了基因组相关分析。 
 
研究生在湘雅医学院的临床教育和培养 
与雅礼协会的同事以及内科 Barry Wu 教授一起，Robert Rohrbaugh 教授一直致力于在湘

雅医学院发展研究生的临床教育和培养。湘雅医学院是由雅礼协会在 100 多年前在中国长

沙创办的医学院。中国中央政府已经批准了六个开展住院医生实习项目的试验点。

Rohrbaugh 教授和 Wu 教授和他们的雅礼协会的同事与湘雅医学院的教职员工一起协商教

育目标，课程，培养方案来支持住院实习医生项目。该过程包括一系列的耶鲁和湘雅医学

院在医学方面的学生，教职工，实习医生的相互交流。今年是该项目的第 6 年，耶鲁和湘

雅的这一合作已经取得了与湘雅医院系统多达 80 多项住院实习医生的项目合作。住院实

习医生项目的评估系统也正在发展中，用来评估整个中国的住院实习医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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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蕾的气味刺激 
Fahmeed Hyder 教授参加了一项与中科院武汉物理及数学学院徐富强教授的合作研究。合

作的主要项目是通过动态大脑成像评估和分辨气味刺激。 
 
关于中国药物滥用治疗的研究 
Marek Chawarski 教授目前正在从事“美沙酮维持治疗的行为治疗及 HIV 风险咨询”的研

究。研究前期结果显示，和传统美沙酮维持治疗相比，行为治疗及 HIV 风险咨询能够更

有效的减少通过毒品及性等艾滋病感染高危行为，提高美沙酮维持治疗的疗效，以及改变

病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医疗保险比较 
耶鲁大学马双鸽教授目前正在从事一项两岸医疗保险的覆盖及使用的比较研究，该研究为

两岸的医疗保险提供了最新的详尽资料，并对比了它们对各自民众健康以及经济的影响。

该研究还特别关注了医疗保险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 
 
中国传染病感染控制的政策与实践 
Louise-Marie Dembry教授目前负责一项有关中国的政策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各地感染控

制措施的不同。这项研究也包括对在医院环境下现有的感染控制措施的评估。此外，该研

究也将就当前中国各地的感染控制政策及实践提供一系列建议。 
 
海洛因成瘾研究 
Richard Schottenfeld 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在中国开展了一项关于海洛因及其他类鸦片

毒品成瘾的临床研究，该研究的目的在于评估、改进并推广一种成本较低的对海洛因成瘾

的治疗。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对一些产前妇女可卡因成瘾的干预和治疗，以及丁丙诺啡维持

治疗。 
 
功能连接对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帮助 
耶鲁大学心理学系 John Krystal 教授和 Alan Anticevic 教授目前正和四川大学的 Gong 
Qiyong 教授合作开展一项研究，旨在使用功能连接和其他神经成像模态，以更好理解精

神分裂症的神经生物学病理。 
 
音乐学院 
 
与中国的音乐学院的交流 
耶鲁音乐学院在 2004 年与中央音乐学院签署正式交流协议，并在 2006 年上海音乐学院八

十年校庆之际与其签署交流协议。 
 
教授活动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在中国各地表演独奏会，音乐会，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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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yong 教授合作开展一项研究，旨在使用功能连接和其他神经成像模态，以更好理解精

神分裂症的神经生物学病理。 
 
音乐学院 
 
与中国的音乐学院的交流 
耶鲁音乐学院在 2004 年与中央音乐学院签署正式交流协议，并在 2006 年上海音乐学院八

十年校庆之际与其签署交流协议。 
 
教授活动 
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在中国各地表演独奏会，音乐会，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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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荣誉教授、音乐学院院长 Robert Blocker 在 2007 年的首届中国院长杯钢琴大赛中担

任评委，并将在 2009 年的上海国际钢琴大赛中担任评委。他在北京和上海音乐学院发表

年度主题演讲，并经常与北京和上海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 
 
Boris Berman 教授在 2006 年和 2008 年的上海国际钢琴节中担任钢琴表演家和教师。他在

2007 年的上海国际钢琴大赛中担任评委。2007 年，Berman 教授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荣誉

教授，并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演奏、开办大师班。他的《普罗科菲耶夫钢琴奏鸣曲全

集》的最新版本将在 2010 年十月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此外上海音乐出版社还将出版

Berman 教授《钢琴家手札》（Notes from the Pianist’s Bench）的最新中译本。 
 
Michael Friedmann 教授 2007 年在中国演奏了舍恩伯格的钢琴曲，并表演了舍恩伯格“拿破

仑颂”的声乐部分。2008 年春季，他通过耶鲁／北大本科生项目中在中央音乐学院和北京

大学授课。2010 年夏季，Friedmann 教授和小提琴家 Yeon-su Kim 在香港演艺学院举办演

奏会，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圣保罗学校讲学。 
 
护理学院 
 
贾氏交流学者项目 
雅礼协会贾氏公共卫生奖学金由贾氏基金会捐款设立。为促进湖南及云南省公共卫生事

业，该奖学金每年资助各省二名中国年轻女性专业人士来耶鲁大学学习一学期，并在耶鲁

教师的指导下，设计公共卫生项目。耶鲁护理学院负责贾氏公共卫生奖学金项目的导师来

自护理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和社区健康专家。 
 
护理领导人才研讨班 
在雅礼协会的学术护理领导人才项目下，耶鲁护理学院教授 Kris Fennie、Nancy Reynolds
及 Angelo Alonzo 在湖南长沙的中南大学护理学院和湘雅医学院开设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

的培训课程。 
 
儿科护理 
Patricia Jackson Allen 教授是国际知名的儿科护理专家。由于在儿科护理领域的专长，她

常被邀请提供咨询，包括最近为日本的青森健康福利大学，菲律宾私人护理中心，香港科

技大学的先进护理和护理实习博士学位提供咨询。作为香港儿科学会的国际特邀教授，她

最近在香港儿科护理协会发表了“从医院到社区儿科护理”的报告。在过去的五年里，她常

利用春假带领耶鲁护理学院的学生去香港科技大学学习传统中药，以及中西药结合的课

程 。 
 
香港理工大学项目及科研发展 
耶鲁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Margaret Grey目前正在为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培养项目及教授科

研发展提供帮助。Grey 教授目前也是香港理工大学校外评议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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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学院 
 
中国上海胰腺癌控制病例研究 
由美国国家卫生总署资助，耶鲁公共卫生学院的 Herbert Yu 博士与耶鲁大学的 Harvey 
Risch 博士及上海肿瘤研究所的高玉堂博士合作合作，就中国上海的胰腺癌病因学中基因

环境相互影响进行流行病学研究。 
 
大庆队列研究 
这项后续研究计划在大庆市招募 30 万人，2010 年已经开始这项工作。该项目将研究环

境、生活方式、基因、表观遗传因素和包括癌症和其他主要慢性病的疾病风险之间的关

系。工作小组的科学家来自中国的国家肿瘤中心、大庆市、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国际

预防研究所。公共卫生学院的科学家张亚伟、Brian Leaderer 和 Theodore Holford 参与此项

研究。 
 
中国厦门和太原的肝癌病例对照研究 
世界上一半的肝癌病例发生在中国。这个研究是专门为了探索环境因素、病毒和基因多态

性作为中国肝癌中的风险因素而专门设计的。郑桐章博士负责这项研究，参与的研究人员

还包括耶鲁大学的张亚伟、Brian Leaderer 和 Theodore Holford。 
 
关于环境因素、基因、新生儿出生不良健康状况和青春期发展的出生序列研究 
胎儿生长和儿童早期成长中的不良干扰不但影响儿童时期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而且影响成年

时期的健康状况。新生儿出生不良健康状况和初潮年龄过早和人类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有直接联系。这项研究是专门设计来探索新生儿出生不良健康状况和

初潮年龄过早的风险因素。 张亚伟博士负责这项研究，参与的研究人员还包括耶鲁大学

的郑桐章、Brian Leaderer、Theodore Holford 和 Herbert Yu。 
 
中国宣威县室内空气污染，基因多态性和肺癌风险 
宣威县有着中国最高的肺癌死亡率。在县里的高死亡率地区可达每 10 万人中 150 例。这

个研究专门设计来寻找该地区肺癌风险中基因和环境互动的影响。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

兰青博士主导这个研究，郑桐章博士是项目的副主要调查人。 
 
中国环境健康科学家的 Fogarty 培训 
中国迅速的经济发展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恶化。中国面临着环境健康科学的巨大挑战，其中

之一就是环境健康科学各个方面专业人员的严重缺乏。这个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训练中国

急需的科学家来发展适当的战略以便更好地了解并且更有效地回应今天中国面对的广泛的

环境污染恶化的威胁。郑桐章博士是主要调查人。其他耶鲁大学科学家还包括 Theodore 
Holford、张亚伟、Brian Leaderer、Michelle Bell、Michael Bracken 和 Jonathan Bo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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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和新生儿出生不良健康状况研究 
这项后续研究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在收集研究对象的数据，以考察出生前环境影响、生活

方式、基因和表观遗传因素和新生儿出生不良健康状况风险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假设众

多人类疾病的产生于胚胎时期。该研究是环境健康科学家 Fogarty 培训项目的一部分，耶

鲁大学科学家郑桐章、 张亚伟 、 Theodore Holford 和 Brian Leaderer 与中国国家环境健康

科学研究所、兰州妇儿医院和厦门疾控中心合作。 
 
癌症流行病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的 Fogarty 培训 
癌症病例和死亡率在中国迅速增加，这可能是由于环境恶化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原因。中国

面临日益严重的癌症挑战，同时中国缺乏综合性肿瘤研究中心和癌症登记，尤其令人关注

的是缺乏癌症预防和控制等各个主要领域的专门人才。和中国国家肿瘤中心合作，这个项

目将资助流行病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的培训，使他们能够发展相应的战略，应对中国日益

恶化的癌症风险。郑桐章是该项目的主要调查人，Theodore Holford 是副主要调查人。 
 
儿童哮喘研究 
郑桐章副教授与 Briann Leaderer 教授将在北京顺义区进行儿童哮喘总体人群病例对照研究

和儿童哮喘感染率和危险因素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耶鲁生物统计联合中心 
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和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于 2014 年 3 月签署了一项关于携手建立交

大-耶鲁生物统计联合中心的协议。耶鲁联合中心将瞄准世界前沿的生物统计和转化医学

领域开展开创性科研工作。中心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并

将致力于基础科研成果到临床医疗应用的转化。耶鲁大学 Ira V. Hiscock 冠名教授赵宏宇

教授将和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上海转化医学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共同领导这一联合中心的发

展。该联合中心是在 2012 年两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框架内的第一个合作成果，两校的教

授科研人员都将参与到该中心的科研工作。 
 
耶鲁和交大在医药领域的合作可谓“强强联合”。耶鲁大学医学院是世界闻名的基础医疗

研究机构；交大则拥有 14 家附属医院，这 14 家附属医院以临床医疗著称，在 2013 年间

共接受了 2600 多万门诊病人和 68 万住院病人。 
 
生物统计系 
张和平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生命学院协助创建生物信息和生物统计学科。他还与中山大学

合作创建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项目。张和平教授还是国家科学院统计科学中心的学术评估

委员会副主任。张和平教授还是中山大学关于生物统计和生物信息方面的千人计划人才。 
 
统计交流 
为了通过会议，短期课程以及其他活动来促进国际统计学界的交流，张和平教授被授予香

港大学的荣誉教授，来促进统计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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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兰州和太原的出生序列研究 
一项在中国兰州和太原的出生序列研究旨在调查环境因素，基因易感性和不利婴儿出生和

引起母体并发症的危险，以及成人慢性病的胎儿期原因。张亚伟博士作为主要研究人，郑

桐章, Brian Leaderer, 和 Theodore Holford 是合作研究者. 来自中国兰州的甘肃省妇女幼儿

保健医院的 Qing Liu 是兰州区的负责人。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王素萍是太原区的合作负

责人。兰州研究中心和太原中心已经分别成功地招募了 10,542 和 3000 例学术题材。 
  
启东乙肝病毒疫苗研究 
张亚伟博士与中科院医学院 (Chunfeng Qu, Qimin Zhan 和 Min Dai)以及启东肝癌研究中心

(Taoyang Chen 和 Chunsun Fan) 合作研究乙肝病毒疫苗在携带乙肝表面抗原或者肝癌的婴

幼儿以及年轻人上的效果。 
 
与中国合作的伦理训练及课程发展项目 
在 2011 年由福格斯国际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核定，这一多学科综合项目正在与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进行合作。这一项目旨在为国际伦理教育研究和课程设置提供合作平台。这

一培训项目开发了伦理研究的研究生水平的课程；为中国科研工作者以及卫生专业人员提

供涉及多种研究方法，生物伦理以及科研伦理方面的培训；提供关于研究方法，申请经费

和特定科研项目的短期课程以及研讨班；并且加强了湘雅医学院和耶鲁大学关于人类健康

试验以及机构审查能力方面的合作。从该培训项目毕业的中国学者将会在不久的未来极大

影响了中国在伦理政策和实践方面的研究。该项目由国际伦理中心，福格迪国际中心，国

家卫生研究院资助。  
 
在中国的关于艾滋病病毒和肺结核科研 (China ICOHRTA2) 
该项目由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福格迪国际中心于 2003 年创立，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疾病控

制中心成为亚太地区在艾滋病和肺结核疾病的预防治疗的领导者角色。在次过程中，中国

在项目管理方面面临越来越多的复杂的实施壁垒，预防的整合能力，治疗策略，以及各种

现存项目的协调。通过该项目培训的中国学者成为了实习医学的核心专家，能够监督临床

试验到国家水平关于艾滋病和肺结核的防控策略的转型。该研究培训项目由中国

ICOHRTA2 ，中国疾控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共同合作。该项目由国家

卫生研究院的福格迪国际中心的国际临床管理和卫生服务项目资助。 
 
遗传学 – 耶鲁-复旦合作项目 
耶鲁-复旦合作项目是一项由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合作的联合培养项目。通过这个项目，

来自复旦大学遗传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或者博士后将有机会在耶鲁大学开展为期两年的研

究，并将回到中国获得复旦大学的学位。迄今为止，通过这个项目，有四位学生获得了复

旦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两位博士后完成了他们在耶鲁大学的培训。Serap Aksoy教授是

这个联合培养项目耶鲁大学方面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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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培训项目 
Robert Makuch 教授所率领的团队在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为中国相关官员建立了一

个培训项目。这个培训项目在 2008 年开始运作，为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今后的发

展方向及相关执行提供了帮助。 

 
雅礼协会 
 
耶鲁校友于 1901 年创建耶鲁大学外国传教士协会，1975 年更名为雅礼协会。雅礼协会是

一个非政府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致力于发展中国教育事业以及关于中国的教育事业、通

过教育、医疗、公共服务和艺术项目推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认识、了解和友谊。每

年中美两国成千上万的人民受益于雅礼协会的项目。 
 
雅礼协会的教育交流项目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英语教学项目每年资助优秀的耶鲁毕业生到

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教学，他们在长沙、休宁、广州、香港等各个地方教授各个年龄段的

中国学生。雅礼协会还为雅礼中学和美国纽黑文市 Foote 小学之间安排教师交流计划。 
 
雅礼协会的医疗卫生项目与耶鲁医学院和护理学院的教师密切合作。项目主要分为两大

类：医学、护理和公共卫生人才的培训以及针对缺医少药的群体的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

雅礼协会目前的医疗卫生项目包括 1998 年创立的贾氏奖学金, 继长沙之后，2007 年昆明

作为项目的另一关注地点。每年贾氏奖学金资助来自长沙和昆明各两名女性专业医护人员

前来耶鲁大学进行一学期的培训。他们在耶鲁大学教授的指导下设计一个公共卫生项目，

在回到中国之后实施这个项目。贾氏奖学金每年还在长沙或昆明轮流召集一次会议，由受

贾氏奖学金资助的医护人员介绍她们项目的实施情况。目前贾氏奖学金已资助长沙和昆明

各 31 名和 12 名医护人员，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互相协助的专业群体。 
 
贾氏基金会资助的另一个项目是贾氏社区医疗服务和健康教育项目。该项目创建于 2006
年，依靠参加贾氏奖学金项目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为湖南省缺医少药的群体提供医疗服

务。该项目的目标是：1）进行健康教育，应对公共医疗卫生需求和挑战；2）为处于不利

地位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3）在当地激发志愿者服务和社区服务精神；以及 4）提高参

与这个项目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个人能力。 
 
雅礼协会的医疗卫生项目还包括雅礼协会医院和医护人员项目和南中国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依从性项目。雅礼协会 2002 年以来还出版《雅礼协会卫生年刊》，专门发表有关中国医

疗事务的文章，以往的议题包括艾滋病流行情况、心理健康以及移民与健康等。 
 
作为公共服务项目的一部分，雅礼协会每年选派两名美国律师到中国各高校教学，自

2000 年创办以来，该项目已分别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武汉的中南政法大学和武汉大学、

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以及北京的清华大学等校进行了此类教学活动。雅礼协会选派的律师

作为访问学者参与上述各校的教学工作，教学科目包括美国法律和国际法。此外，这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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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律师还在耶鲁、纽约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等法学院的法律实务项目教授的指导下，在帮助

中国的上述法学院建立和发展法律实务教育项目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雅礼协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推展则反映出中国近年新兴的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的相应发展。

雅礼协会大力支持此一新发展趋势，通过其法律教育项目帮助在中国各城市建立繁忙的法

律援助机构、通过本科生交流计划鼓励中国学生开展以校园为基础的社区服务活动、并且

在中国各高校设立包括社区服务内容的奖学金。雅礼协会的暑期服务项目每年选派 18 名

耶鲁学生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习，实习者从事着范围广泛的服务活动，包括辅导残疾儿

童学游泳、为城市地区提供环境保护教材、与中国大学生一起到中国西部地区教英文等。 
 
雅礼协会还组织了许多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耶鲁大学与新亚洲年度交流

计划，该计划每年选派 8 名耶鲁学生和 8 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以跨文化背景共同研讨与

美港两地社会有关的课题。 
 

雅礼协会支持个人之间的紧密互动，并且致力于发展与中国合作机构和组织的长期伙伴关

系，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因此，雅礼协会在中国建立、支持众多的教育机构，包括湘雅

医学院、湘雅医院、华中大学和雅礼中学，一直以来这些机构都在中国中部地区培养成千

上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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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律师还在耶鲁、纽约大学和乔治城大学等法学院的法律实务项目教授的指导下，在帮助

中国的上述法学院建立和发展法律实务教育项目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雅礼协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推展则反映出中国近年新兴的非政府组织活动领域的相应发展。

雅礼协会大力支持此一新发展趋势，通过其法律教育项目帮助在中国各城市建立繁忙的法

律援助机构、通过本科生交流计划鼓励中国学生开展以校园为基础的社区服务活动、并且

在中国各高校设立包括社区服务内容的奖学金。雅礼协会的暑期服务项目每年选派 18 名

耶鲁学生到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实习，实习者从事着范围广泛的服务活动，包括辅导残疾儿

童学游泳、为城市地区提供环境保护教材、与中国大学生一起到中国西部地区教英文等。 
 
雅礼协会还组织了许多文化交流项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耶鲁大学与新亚洲年度交流

计划，该计划每年选派 8 名耶鲁学生和 8 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以跨文化背景共同研讨与

美港两地社会有关的课题。 
 

雅礼协会支持个人之间的紧密互动，并且致力于发展与中国合作机构和组织的长期伙伴关

系，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因此，雅礼协会在中国建立、支持众多的教育机构，包括湘雅

医学院、湘雅医院、华中大学和雅礼中学，一直以来这些机构都在中国中部地区培养成千

上万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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